
 

 

第三篇 基督的牧养使召会成为一群，并成为父的家 

 

哦，主，晚上我们祷告，愿全人向你敞开，主，晚上因为这篇信息的篇题，如我们里面的感觉，

我们愿意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主啊，在你里面，与你在一起，我们一无缺乏，你乃是对我

们成为一切的一位，你乃是三一神；你是终极完成的那灵；你是是灵的基督。哦，在你里面，我

们一无所缺。主，今晚当我们来看过这个信息，使我们躺卧在里面，能够躺卧在你的青草地上，

在你这里吃你，以你作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饱足。主耶稣，我们爱你！主，从里面牧养我们，

以生机的方式牧养我们，牧养全球的众召会，牧养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所有的子民。主啊，恩惠

、慈爱一生一世随着我们，直到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愿你的牧养是一个目标，你的牧养是一

个目的地，那就是：使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神的殿中，就是你今天在地上的居所，不仅我们满

足，我们在这里安息，你也在这里得着安息，得着永远的满足与安息。主，愿我们一生一世我们

要与你在一起，你也与我们在一起，你与我们，我们与你在这个奇妙、神圣、神人二性的合并里

，在这里直到永永远远，作你永远的彰显与扩大。主耶稣，在这里带领我们，当我们说话的时候

，在我们里面牧养我们，无论是说的是听的，我们都仰望你，哦，主，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呼求主五次好不好？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

虽然我们有这首诗歌是讲到二百一十首，是从早上李隆辉弟兄讲到，这里是说到，我们要继续不

断的呼吸，不要停止呼吸。你知道这首诗歌，我们刚刚所唱过的，荣耀的召会生活，我唱过了超

过四十年了，自从写出来之后，还是在最高的排行榜上，召会生活这里说到非常亲密的诗歌。李

弟兄，亲爱的李弟兄也经常唱这首诗歌，所以我们晚上也唱了。在四十多年里这一段漫长的时间

，在这个地方，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好象的确你们有很多的灰心、失望，有一些的创伤，有一

些的创可贴贴在你们身上，但是，召会生活还是荣耀吗？我不是问你们，我是问我自己。答案总

是一样，就是一个满了回响的，绝对是荣耀的。我要说，召会生活是更荣耀了，比四十年前更加

荣耀。阿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牧人仍与我同在，这位牧人仍然在我的里面，这位牧人仍是在

众召会中，在主恢复里一直不断的牧养我们。祂是以这样甜美和激励我们的方式。盼望今天晚上

我们在看过这样的信息，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历祂甜美的牧养。 

我们现在还是在讲约翰福音，之后我们会从明天早上开始有一个转，来讲到启示录。当然我们必

须要看过启示录，才能够对这个主题，也就是约翰的修补职事一个完整的看待。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们仍然要留在约翰福音这里。其实约翰福音是在最末了才写的，你以为是启示录，其实是约

翰福音，是他所写的最末了的书。 

好，让我开始吧。基督的牧养，好，一起来读好不好？基督的牧养使召会成为一群，并成为父的

家。我要读这个读经的这些经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来读，你们跟着我来看就是了。这里约翰

福音十章，我们在今晚两处，一处是约翰福音十章，一处是约翰十四章。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贼

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非常有名

的一节。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外，这也是人最为熟悉的一节圣经。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

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立刻就讲到，这里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奏厄的生命，还有朴宿克的，这也

就是十一节的生命。我们之后会看见这两个生命是有关的，一个就是舍了这个生命，另外一个是



 

 

要好叫人能够得着生命。十章十五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

一些在这一章起初的这些经节，主在这里说到，主为我们舍命，舍命，祂是舍了祂的魂生命，是

为了祂的羊。这应该摸着我们，深深的摸着我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属于这圈的；我必

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父爱我，因我将

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约十17）这就是约翰福音十章所这些引用的经节。 

然后约翰福音十四章有两处的经节，当然，这两处经节其实需要整章，甚至要整卷约翰福音，甚

至需要整本圣经才能够解释这两处的经节。约翰十四章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

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十四3）这两处的经节，我要这么说，也是很受人

欢迎的经节，但是却被误解，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来领会。当然，我指的错误的领会是讲到父的家

，有许多基督徒，他们相信，这只是有一个在三层天上一个华厦，甚至可能是太空的一个殖民地

，太空殖民地，有的人甚至说是新耶路撒冷，是有珍珠门、精金街道，所有他们的想象，他们都

是以物质的方式错误的领会甚至解释的。但今天晚上，我们要再次看见，这并不是这样。如果我

们有清明的心思来读，以经解经的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看见，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是神圣奥秘的范

围里的领会，异象并不是按着物质的方式来领会、解释，而应该是奥秘地、属灵地在这里领会这

些事。其实我在这里，也是说，也要是个人的来领会，甚至是一个人位的领会，因为这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人位，就是三一神的自己，也就是父。好，我读过这些经节，现在就开始晚上的交通。 

约翰福音甚至整本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这个生命，早晨非常清楚的看见过，简单而言之的就是

三一神的自己。在约翰十章十节，祂说，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这是再清楚不过了，基督来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三一神。你

可以说，我们能够得神得的更丰盛，就是我们能够更多得着三一神得的更丰盛。借着祂的死与复

活，祂释放了这一个生命，在十字架上，祂人性的躯壳被破碎，然后这一个神的生命被释放出来

，并且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生命是不是？这就是说，

我们有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 

今天晚上，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看见，这一个生命，就是我们所接收的生命是有一个结局，一个

结果的。甚至这样丰盛给我们的生命，之所以给了我们，并不是没有目的的，这个生命的运行，

这个生命如此满了恩慈、怜悯的赐给了我们，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产生出一个结果，这个产生

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读第一个大点，也是今天晚上所说的点，这一个结果就是召会。生命

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建造，基督有一个心意，就是祂的召会，三一神有一个目的，那

就是要得着这一个召会。今天晚上，我们其实是讲到召会这个题目，当然我们会讲到基督的牧养

，但是请大家清楚，这个牧养不仅是使你脱离麻烦，使你有食物吃，有安息满足，这是很好的，

甚至这还要使我们魂得苏醒，在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些点，然而这却有个目的地

，有个目标，有个目的地，那就是召会，哦，召会。今晚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我盼望你们能够甚

至对召会这个辞有一个新的胃口，一个新的尝到，就是召会。 

我今天跟一个弟兄，一个同工谈了一下，他就问我分享一些话，对一些年轻的同工说些话。我说

，我想想看吧。那我的确说了一些话，我说，在我里面的已经循环了、炮制了、酝酿了一段时间

，就是召会，就是召会。我们都是同工，很容易我们就是以工作为中心，其实对我们来讲很自然



 

 

而然的就是以工作为中心，我不是说这是错的，但是要有召会感，要有召会感却是不一样，不是

那么容易。我要这么说，我们今天需要有召会感比有工作感更为重。作为一个工人的生活，我们

的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建造神的召会。今晚我盼望这个目标能够在我们眼前成为非常清楚

的，那今天晚上的信息就是讲到召会，是讲到召会的。 

壹 

按照约翰福音，三一神作生命产生了召会；虽然约翰福音里没有用到“召会”这辞，却有许多经节

含示召会——

二16～22，三26～30，十16，十一52，十二24，十四2～3，十五5，十七11、21～23。 

按照约翰福音，三一神作生命产生了召会；虽然约翰福音里没有用到“召会”这辞，在希腊原文“艾

克利西亚”（ekklesia）也就是蒙召之人的会众，并没有在约翰福音这卷书里用到，但是却有许多

经节含示到召会，这都是在第二章、第三章，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四章等等，都说到了召

会，却没有用“召会”这个辞。我要很快地，为着我们有一些在我们中间是比较新的，我要很快地

看过这些经节。 

这里所提到、所引用的、所列举的这些经节，在第一大点这个纲要这里所提的，最少涵盖了七八

个表号是讲到召会。如果你仔细地研读这几处的经节，特别是以职事书报的帮助，你会发现，这

是非常强烈的，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在这里讲到召会是神的家，二章十九节，“……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这里所

指的不仅是祂身体，肉身的身体说的，最终这里讲到的乃是祂在复活里那个奥秘的身体。其实这

是我们之后来到第十四章要看见，召会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所产生，作为神的家的。 

在第三章你看见在这里有新妇，娶新妇的就是新郎。这里讲到施浸者约翰，他只是朋友，我不是

这一个新郎。新郎来了，你看，那就是耶稣，祂是新郎，要跟随祂，这是羔羊新郎，你要跟随祂

。凡娶新妇，就是新郎。所以到了约翰三章，主在尼哥底母跟祂对话的时候，就把重生这件事再

一次地强调给他听，你需要再重新出生、重生。我们原是悖逆之子，原是撒但那说谎者的后裔，

但是借着重生，神神圣的生命就放到了我们的里面，我们借着基督的复活得了重生，在那复活里

，我们都成为神的众子。那新妇是什么呢？新妇简单地来说，就是儿子名分的总和，新妇乃是神

的众子所构成的。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你就看见，第一，新妇是为着丈夫装饰整齐。你也看

见了，主或者说神在这里呼召祂的得胜者，就是祂的众子，你们乃是神的儿子，你对我来说是儿

子。我们又再次看见，所有神的众子就构成了基督的新妇，也就是基督配偶。 

第三方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你就看见这群，一群，这个群其实也就是所有羊的总和。作为神

的儿女，神的子民，我们的确是象羊一样。主在这章里所说的，就是祂要什么？祂要带领羊出羊

圈，并且还要把其他的要带来，使他们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这就是召会的一幅图画。 

第四方面，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看见神的儿女聚集归一。十一章五十二节，所以神四散的儿

女，借着主的死，祂要把所有四散的儿女都聚集归一。聚集归一也就是召会的一个表号。 



 

 

来到约翰十二章，主在这里说，祂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些子粒，

当他们被调和在一起，就要形成一个奥秘的面团，一团。这个面团是由这个饼，主日所擘的饼所

表征的。这一个饼或这一团其实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甚至就在这一处的经节里，约

翰十二章二十四节就给我们看见了召会，也在这里含示了召会。 

然后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三节，我们之后要再进入，这里说到，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其实在父的家里，就是召会里，这个召会是由许多住处所构成的，这些住处就是祂身体上的肢

体，也就是你与我。当然，这些住处是最后成为相互的居所，也就是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

也住在祂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住处，这所有住处在一起就成为父的家，也就是召会。 

约翰十五章这里说到葡萄树的枝子，我们这里有一个宇宙的生机体，就是这个葡萄树，它所有的

枝子就形成了召会。所以这个葡萄树，也就是这些所有的枝子，枝子就是葡萄树的延伸，葡萄树

的扩大。这就是召会。 

最后，在约翰十七章这几处的经节里，我们就看见一的这件事。一，这个一乃是在三一神里面，

所以这个一是我们在被成全的过程，在成为一的，这个一就是召会，召会就是那一。内在地来说

，召会就是三一神的一的彰显。 

所以我们有这些都在这里，我盼望你们到目前都被说服了。虽然召会在这里并没有被直接的提到

，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却满了召会这个事实。 

贰 基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使羊在神圣的生命里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十16： 

在帮助我们都能够来到同一个认识的水平上，我要提到五件事，在这里需要记住的就是五件关键

的事。所以在这个寓意的里面，在这一些的预表里面，你要看见，但是我不会进到细节。但是你

们需要认识第一个就是这个羊圈。这个圈就是神所颁布的律法，不仅是律法而已，更是这个，因

着这个律法所形成环绕形成的宗教。因为这就是这个宗教，所以这个羊圈就成为一个地方，在这

里有一些特别的照料在其中的羊，当然也是拘禁，把它们圈在里面，拘禁在里面。你如果读加拉

太书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你看见这个羊圈其实也就是神在旧约里看管祂百姓的地方，在这里

最终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他们能够归回到基督自己这里。你必须要清楚这个就是羊圈的意义

。 

第二，你就是有羊。羊就是所有神的选民。这里有一群羊，就是那些，有一些是在这个羊圈里的

，就是犹太人，也是在犹太的宗教里面。那就是主要在旧约里给我们看见，其实是有一个目标的

，有一天基督要作为牧人，把他们借着门带到草场这里，也就是要把这些人带到新约的里面。你

还有其他的羊，其他的羊是谁呢？也就是外邦人，是也得救的。不仅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他们都

要成为一群。所以你看见，就成为一群了。 

第三，你又看见门。这个门又再指明是基督。当然基督是门，这门是为着进入、出来的。甚至在

旧约里面，这个门是为着旧约的圣徒能够进入，能够得蒙保守，是暂时的看管，直到基督的来临

。但是直到新约的里面的时候，那个门就成为可以出去的，就是要这些人，就是相信的犹太人，

就以基督，从这个门里出来，来到基督这个草场里面，也就是来到神新约的经纶这里。我讲得是



 

 

不是太快了呢？所以在这里有象大卫、以赛亚、耶利米，所有这些人都要借着基督进到这一个羊

群里。你还有这些人，在起初，彼得、雅各、约翰、保罗和所有这些都离开这个羊圈。旧约是进

到羊圈，新约是出羊圈，来到草场。所以我们这是有这样的经历。 

第四，你就有牧人。这就是再讲到这位基督。祂按名认识羊，愿祂的羊认识牧人的声音，也会跟

随牧人，祂就要把这些羊借着门来到草场这里，就是来到这一群的里面。祂是好牧人，是不是？

祂真是好牧人！ 

第五方面，你有草场。草场又再次指明基督乃是为着羊能够吃食物的地方，能够得喂养的地方。

羊圈只是短暂过渡的，但是草场是一些永远的、固定的、永久的。所以那些在羊圈里的只能稍微

留一会儿，直等到基督来了，他们就应该离开羊圈。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羊圈，离开

律法，我们应该说：“律法，谢谢你！保守我在这里，谢谢你照顾过我，现在主耶稣来了，我必须

要跟随祂，来进到祂自己作为草场里面。”当你里面有这样的认识、看见，我们之后就可以读过这

第二大点。基督是好牧人。主耶稣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一 主耶稣作好牧人，来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10～11节。 

这是第一点。 

二 好牧人舍了祂属人的生命，为祂的羊成功救赎，使他们能有分于祂神圣的生命——

11、15、17节。 

我提过第十节，舍了祂的生命，十五节，你也有这个魂生命或者朴宿克的生命，也就是主的魂生

命。当主死了的时候，祂舍弃了祂的魂生命，好使祂能够完成救赎。因为在这里有个很大的障碍

，其实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是在神和子民之间有许多的障碍，所以主耶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

完成了所有神的要求，除去了神与人之间一切的障碍，使人与神和好，回归于神，并且开了门，

让人能进到神的里面，来接受祂神圣的生命，也就是这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主耶稣一方面放

下祂的魂生命，另一面祂分赐。首先祂释放，之后祂把这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祂死，好

使我能活，祂舍命，好使我能接受祂的生命，祂神圣的生命。 

三 主作好牧人，以祂自己并在祂自己这草场上喂养我们，借此牧养我们——9节： 

好牧人借着喂养来牧养我们。 

1 牧养的工作就是喂养的工作——太九36，十四14～21。 

牧养，弟兄姊妹，包含喂养，但这里却说，其实牧养的工作就是喂养。当主来到地上要执行祂地

上的职事，行走在以色列人中，看着他们，主甚至看见各处人被鬼附，疾病遍地，无论举目观看

各地，都是羊在这里如同没有牧人，困苦流离，被错待，有这个坏的牧人所错待、虐待，甚至饥

渴、饥饿。那主是如何来顾到他们呢？主对他们照料不仅是恢复他们，最终祂是怎么样来照料他

们呢？乃是喂养他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无所缺，这就含示了喂养。 



 

 

我在这里是讲到羊，或许可以花些时间讲讲羊。当然我不是牧人，我也不是从牧养的地方出生的

，所以我所讲的都是听来的，如果讲错，如果是有真是作牧人的，请原谅。我知道有件事，就是

羊的这个智能是比猪更差、更低，我不知道猪有多聪明，但是羊其实比猪更笨，大概跟牛是差不

多的智力。我不知道牛是有多聪明，但我想牛大概不会太聪明，它们根本没有办法防卫自己，但

是有一件事它们是专家的，就是“吃”。我听到，你知道羊啊，如果羊你把它摆到好的草场上，它

们在这里吃草啊，是从早吃到晚，从早吃到晚。我告诉你，如果是我，我从早吃到晚，真会累。

有时候我一天吃三餐都觉得太多了，花太多时间了。但是羊呢，你说：羊啊羊，羊会跟你说：不

要吵我，我要吃！要不然就低头吃着草，在吃草、咀嚼，就算抬着头也还在那里吃，在这里咀嚼

，因为它们所吃的之后进到胃里，胃就会反刍，不断地在这里咀嚼，然后能够更多地消化。这就

是我为什么喜欢羊。 

主用鸽子、用羊来说到祂的百姓。我们的确不是非常的聪明，我们的确甚至也很难保护自己，但

是最少有一件事，我们被造，是造了一个很大的胃。人告诉我，羊的胃就是五到十加仑那么大。

你的胃口大吗？你的胃很大吗？羊儿们，你们的胃大吗？因为我们被造是有这样的一个胃，是为

了什么？是为着要吃！这是主来带领我们到草场这里，因为祂自己就是这个草场，使我们能够在

草场上终日之久在这里吃草。 

我最近在这件事上非常的有负担，那就是众召会的所有的圣徒都需要知道如何喂养自己，不仅是

用汤匙被人喂食，而不仅仅是在这里作寄生虫，吃别人的，而是你要在这里喂养你的自己，使自

己得着喂养。我告诉你，要从主得着喂养最好的路就是要默想主的话，我们就称之为祷读主的话

。我向弟兄姊妹推荐祷读是不会太过的，我要推荐再推荐，让我们在这里在主面前默想，在主面

前咀嚼，在这里终日之久咀嚼主的话。何谓是终日之久呢？从早到晚，不仅有晨兴圣言，晨晨复

兴，甚至要晚上复兴，因为我们从早到晚都在这里从主得着喂养。主乃是借着这样的喂养来牧养

我们，越在这里得着喂养，就越得着祂的牧养。阿们！ 

乔治·慕勒这位弟兄他有一个小小的单张讲到先喂养魂，其中有他自己的见证，说到多年来他所谓

的守晨更的时间就是祷告，当然这很好。他是为着这个、为着那个祷告，所有等等为着需要祷告

。但是他说，他越祷告，他越枯干，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没有别的路，那就是他找到了一条路，

就是使他的魂得着滋养，或者使我们的灵得喂养。你知道那路是什么吗？那简单的就是要默想主

的话！今天我们就称之为祷读。你知道默想是一种的敬拜，是一种的对自己说话，有一些深深的

在祷告的一种情形里来思想一些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确需要恢复祷读，需要恢复这种的祷读，

在这里其中真是得着喂养，你不是作晨兴，你乃是在基督作为草场上得滋养、得喂养。 

2 草场象征基督是羊得喂养的地方——约十9： 

a 今天我们的草场就是复活的基督这位赐生命的灵——十一25，林前十五45下。 

我们今天早上看见这位终极完成的灵、是灵的基督、终极的灵今天乃是我们的牧场，何等的草场

，无止无尽的草场。这里也说，这些羊啊，这一群羊它们知道它们的草场，不是走到这、走到那

，它们知道它们的草场，并且留在草场上，它们在这里不断循环地来吃。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什么

是我们的草场。你认识你的草场，你知道你的草场在哪里，你找得到你的草场，你知道怎么样在



 

 

这草场上吃吗？这个草场就是那灵作为终极完成的灵，现今在我们的灵里。让我们在这里找着主

，让我们在这里找着草场，由祂得喂养。 

b 

在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应当体认，我们是在草场上享受基督作为丰富的生命供应。 

我们怎么作呢？就是从早到晚，从这个日出到日落，我告诉你，你虽然说我要作很多事，却还是

有路的，若是不可能的话，主就不会要我们作。我这里说到，我们要有个很好的喂养，我们要吃

这个扎实的基督作为主的话，作为这个灵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胃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胃？牛

有四个胃，所以羊也正好有四个胃。所以你基本上，晨兴不是你是读一些话对些点有领会而已，

我不是说这是错的，但却不是首要的事。因为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不要先来到光

这里找光，乃是先要来到生命这里。所以早晨是我们在这里要得喂养，要一个极深的咀嚼，极深

在对主话的默想。甚至一句话、一个经节，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喂养是这样的强烈，这样的透彻

，就把祂吃到你的胃里，你知道在这一天里面，你不在圣经面前，你没有读这个职事的书报，但

是我告诉你，那个就是在你里面得着了反刍，借着这天里面你在这里就享受了早晨所吃进来的，

一天之久都在这里享受。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来享受这个丰富基督的供应，这是终日之久所要

作的。 

四 主作好牧人，一直在神圣的生命里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并指引我们——约十14、27～30： 

这是祂牧养的另外一个方面。这里有种内在的带领、引导并指引，请你们必须要注意这四句话。

这是在神圣的生命里的，不是基督在我们的外面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或者外在的声音，或者一

些外在的环境。我不是说，主不用环境来对我们说话，但是我在这里却要说，这一位好牧人主要

的牧养乃是在生命里所作的，乃是在你里面所作的。其实，祂在我们里面，祂活在我们里面，也

就是祂对我们的带领，也就是祂对我们的指导，也就是祂对我们的指引。一面来说，你不需要祷

告“主，带领我”，因为子要你让祂在你里面活着，祂的活就是祂的带领。其实，我们有时候话浪

费了很多的时间要求主带领我们啊指引我们，我们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也

活在祂的里面。其实我们只要顾到住在祂里面，并且祂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个指引和带领其实是

自动的。 

1 主在生命里从里面牧养我们： 

弟兄姊妹，是从里面牧养我们。 

a 我们里面有祂作我们的牧人，就是生命的牧人并在生命里的牧人——10节。 

我要再次强调这个点，就是主不是以一种外在的方式或活动来牧养我们，乃是内在、内里的，用

生命的方式来牧养我们。借着祂在我里面作生命，我们就经历到祂的牧养。祂活在我们里面的时

候，请听，因为祂是一个人位，这个生命不是一件东西，不是一个包裹，这生命是一个活的人位

，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的灵里，这一个人位，很明显的，是有许多的感觉，有许多的意识，

有许多的渴望，有许多的愿望，有许多的喜好，有许多的选择与个性。 



 

 

到底主的带领是什么呢？主的带领基本上就是，我们要活祂这个人位，活祂的个性，活祂的抉择

，活祂的喜好。这就是祂的带领，这不是一个客观的地图，你在这里跟着这个卫星定位系统，0.3

里又转多少里左转，我们喜欢这样的带领，但是很抱歉，这并不是这个牧人所给我们的带领。你

知道祂如何带领我们呢？乃是借着开车。祂不在这里看地图，祂不是我们在这里的导航者，也不

是我们在我们旁边的这一个同伴，祂乃是在我们里面来开车，这就是祂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b 活的基督是我们的牧者，不仅赐我们生命——祂就是我们的生命——

10节，十一25，十四6，西三4。 

2 

基督牧养我们，是借着作我们的生命并活在我们里面；祂活在我们里面，实际上就是祂的牧养。 

基督牧养我们，是借着作我们的生命并活在我们里面。我很喜欢这样的发表，祂乃是借着作我们

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祂活在我们里面，实际上就是祂的牧养。活，祂活，复活是为了牧养我，

受死为拯救我。祂活或者复活，活就是为着牧养我。让我们让祂活吧，让我们与祂同活，并活在

祂的里面，因为我们凭祂而活。我再说，我们要这么作的路，就是必须要得着喂养。因为这里说

，人若吃我，也要因我活着。好，来到第五中点： 

五 “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乃是在基督这好牧人的牧养之下成就的——约十16： 

我们来到这个点，就讲到目的或目标，基督的牧养就产生一群和一个牧人。 

1 

“一群”表征一个召会，基督的一个身体，就是主借着祂的死，把祂永远、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众肢

体里面所产生的——16～18节，弗二14～16，三6。 

以弗所书二章、三章的经节必须回去稍作研究，你就看见，原初外邦人，首先是犹太人，犹太人

是神所拣选的人，是在旧约里面，犹太人并没有有分于应许，并不能有分于新约，不能有分于与

这些应许，他们是无分无关，在与神的国是无分无关，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没有神，他们在基督

之外是在世界里的，这就是外邦人。然而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废掉了那律法上规条的那道墙，

就是照着诫命所有律法的规条。所以，因着在祂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现今不仅

包括了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这一个新人现今当然也包括外邦人，就是现今外邦人与犹太人能

够同作后嗣，同作肢体，一同有分于所有这些祝福。我们乃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乃是同蒙祝福

的人，也是同承受应许产业的人，我们今天都有分于这一个新约。所以这里，我们所有的就是一

群，一个羊群。基督是借着祂的死和复活所产生的，这次乃是借着祂把永远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众

肢体里面所产生的。 

2 主已使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在祂的牧养下合为一群——一个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约十10～18，弗二14～16，三6。 

你在这里就认识到了，甚至当基督经过死与复活的时候，祂其实乃是在这里作牧养的工作，祂其

实是在这里牧养的，带领羊出羊圈，甚至在祂属地的职事就开始作这件事了。但是更进一步地，

借着祂的死与复活，今天，弟兄姊妹，其实在天上，祂仍然是我们的大牧人，祂是我们的牧长，



 

 

仍在牧养我们，把这些旧约，新约，犹太、外邦的信徒，借着祂自己作为门来合为一群，使我们

能在这草场上，这一个草场就是召会，这个一群就是召会。 

3 主的羊已经得着神圣的生命，借此得以生活在一起成为一群。 

什么是召会生活的秘诀？我怎么可能还留在这里，在这里还能留三十、四十多年呢？我们怎么可

能一地一地与许多跟我完全截然不同的人在一处而成为一群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借着神圣的

生命。我们没有办法今天在同心合意里面实行一，唯一的路就是借着神圣的生命。我们越享受这

神圣的生命，我们就越能成为这一群，在这一个牧人，归于这个牧人之下。 

4 主作好牧人，使我们合为一群——约十16，路十二32，徒二十28，彼前五2～3，参赛四十11。 

这就是主所作的，作成的工作，那就是我们合为一群，不仅是一一拯救我们，一一带领我们，其

实祂牧养的工作就是要我们合为一群，成为一群。这一个羊群并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我们并不

在这里组织这个羊群，我们只是在这里牧养群羊，我们并不是一个组织的宗教。弟兄姊妹，我们

乃是神的羊群，这个羊群是生机的，是一群，是活的。其实这个羊群，一群是产生出来的，这一

群乃是蒙保守的，这一群乃是得以维持的。所有以上所说的，都是凭着、借着神圣的生命。 

弟兄姊妹，在召会生活里到底什么能把我们维系在一起呀？有一些的规条、规章，有一些强人，

强的个性的人，到底什么是使我们能够维系在一起的呢？乃是生命。毫无疑问的，因为我在这个

生命，你也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就成为一群，也合为一群了。 

所以这里有几处的经节，我愿意作为负担来说，看过这里所引用的经节，我讲到这引用的经节。

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路加福音在这里十二章三十二节，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你们这小

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早年在中国大陆，因为我们有这一个诗歌，就称

为小群诗歌，所以人就以为我的名字称为小群。当在中国大陆有人说，你是小群的，就是想，你

是召会的，我觉得这其实也还不差嘛。当然，我们没有这样的正式名称，我们并不是说，只有我

们就是这一个小的小群了，但是，主却的确在这里这么说，你们这小群小的意思就是与整个世界

今天的人口与今天地上的人数，我们的确是微小，微乎其微，但是虽小却是祂的群。无论我们能

够带进多少人，救多少人，能带进召会生活有多少，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仍然是小是，微小的。

但是，我们虽小，愿意国度却是我们的。这是我的祷告。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对着长老所说的一段话，这里说，要牧养神的群羊。我再对这个带领

的弟兄、负责的弟兄们说句话，请记得这件事，作为一个监督的职责不是辖管圣徒，乃是要牧养

，要有全备、柔细、全备的照料，因为这一个羊群就是神用祂自己的血所买的。“……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如果啊，我们反而为之的话，是一个羞耻。有的时

候，这一个所谓的辖管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好象隐藏的，有的时候并不是有意的，是无意

的，无论如何却是一种的辖管，却不是一种的牧养。我们蒙召是有荣耀的冠冕为奖励的，这里我

是讲到，这里是什么？有冠冕是要牧养神的群羊。我们怎么可能牧养呢？就象彼得说，我们只有

能照着神才能牧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的牧养应当象祂的牧养一样。所以带领的

弟兄应当研读、研究主怎么样牧养群羊，我们也应当，主如何牧养，我们应当学习有同样对群羊

的牧养。我对这件事非常非常有负担，弟兄们。好，但是我们必须看下去。 



 

 

六 约翰二十一章说到牧养，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牧养乃是开启约翰福音的钥匙： 

你听过这件事吗？牧养是这一卷书的钥匙。 

1 

如果我们不认识牧养是什么，整卷约翰福音对我们就是空洞的；唯有我们牧养别人时，我们才能

内在地认识约翰福音——三16，四10、14，十9～18，二一15～17。 

若是这卷书没有第二十一章，就没有结局，因为这约翰二十一章是乃是讲到牧养。如果我们牧养

人的话，就能够内在的认识约翰福音。其实所有约翰福音的九个事例，生命的医治，生命的恢复

，视力的恢复，生命的赦免，赦免罪的赦免，赦免能够叫死人复活，这是生命能够作这许许多多

的事，都因着牧养。主来了，就是要牧养。 

2 

约翰福音这卷书论到基督借着顾惜并喂养我们，来作我们的生命；顾惜人是使人快乐、愉快、舒

适（太九10，路七34），喂养人是以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人（太二四45～47）。 

请注意，这里需要顾惜与牧养。这里所引用的经节讲到主如何与罪人和税吏一同坐席，与他们在

一起，顾惜他们，同时祂也在这里嘱咐我们要喂养祂的家人，要按时分粮给他们，那就是要喂养

。 

3 

主在复活之后把使徒的职事与祂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照顾神的羊群，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

身体——约二一15～17。 

在祂讲到祂的死与复活之后，我们可能会对彼得说，说了话之后，祂之后就把使徒的职事与祂天

上的职事合并，就是在祂复活升天之后，合并这个职事以照顾神的羊群。这个职事一个是在地上

使徒的职事，一个是在祂天上所执行的职事，然而却在我们的灵里得以联结。另外一个是借着人

在这个地上也就是祂的新约的众执事这些人。这两个职事，天上的职事与使徒的职事乃是合并成

为一个，它们不可能被分开。他们在这里所作的乃是同样的一件事，就是要照料召会，神的家，

产生基督的身体。 

余下的时间十五分钟左右，我们要来看第三大点。我们现在要来看父的家。 

叁 主耶稣在生命里牧养我们乃是为着父的家——

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祂所救赎、重生、变化之选民神人二性的合并——十四2～3： 

我在这里我总是对我们中间新来的人有负担，就象我之前所作的。在这篇信息开头的时候我必须

很快的给你们几个点，好使你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讲到父的家。是这样的讲到父的家，其实是照

着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第三节，这里背景是这样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为：这个父的家以及

许多的住处也就是主去预备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堂，今天祂正在建造的，两千年都在

建、盖那个天堂，有一天，当祂再来的时候要欢迎我们进到那个地方去。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死

的时候还也是去那个地方——



 

 

天堂，那其实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那个建筑物还没盖好了，我不知道。我愿意这样的告诉

你们，弟兄姊妹，刚刚所说的是一个迷信的思想，甚至取源于佛教的根源，到一个时候上天堂到

一个物质地方，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所以背景是这样子。 

我要很快的告诉你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释。这个父的家，就着我们的领会来说，总是借着这

职事的帮助给我们看见，不是一个物质的地方，不是在这宇宙中这个物质的地方，这里乃是一个

合并，就是神人二性的合并，也就是神与人的合并。合并的意思他们就是相互内住，当然这就含

示了调和，含示了联结。这一个合并你可以在这两章里找到，特别在约翰十四章你可以找到，我

们在祂里面，祂也在我们里面，当父……等等，作了这些事，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地方是一个人

位，不是一个物质的地方，这乃是一个人位，也就是这个合并的人位，就是神与人这个合并的人

位，就是这位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祂所救赎、重生、变化之选民神人二性的合并。 

但在这里我们所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我们必须以经解经。所谓的就是解经的原则，以圣经来

解释圣经。我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现在就来看十四章二节。你要领会约翰福音十四

章二节，你必须到约翰二章十六节，主耶稣在这里讲到殿，也就是讲到祂的身体，也就是祂的身

体。我们在新约里在许多处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也看到，这一个殿就是这个身体，不仅仅是基督

肉身的身体，更是这个基督奥秘扩大的身体，这个身体乃是今天这个奥秘的殿，也就是神的家，

也就是召会。这里有许多处的经节，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

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所有这些经节你都可以看见，这一个殿就是今天父的家

，也就是召会，也就是召会。这个相互神与人的居所也就是这神人二性的合并。 

还有另外一个点你需要注意到的就是，神是一，祂在宇宙中的工作也是一，因此在这个宇宙中祂

只有一个工作，为着产生一个建造。如果我们这么说，基督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建造，是

错误的，基督只有一个建造的计划，在这整个宇宙当中。那就是什么呢？要建造什么呢？马太福

音十六章这里说，我要建造什么？我的召会。所以召会乃是这一个建造。所以祂在这里，祂的去

与祂的来都是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建筑，建造这样的一个家。你知道，要盖金

字塔要花五十年，紫禁城花十五年才盖成，一百二十年才盖这个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所以，

但是这一个建造啊，已经，这个建造造了两千年，这要成为何等的建筑！何等的建造！我想有一

天很多人会大大的失望，因为这里并不是讲到这个物质的华厦天堂等着他们。我们来在这里看，

十四章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你必须研究这一个住处，你要研究这些住处你就必

须到那章的二十三节。十四章二十三节就说到，但那些爱祂并遵守祂话的人，父也必爱祂，并且

我们要回到祂那里，与祂安排住处。你必须以经解经，把这些摆在一起，这么读你就看见，这个

住处并不是公寓，也不是大华厦，也不是联动屋，这里相互的居所这个住处就是基督与祂的信徒

的住处，也就是三一神与祂重生之人重生子民的相互的居所。所有这些的住处也就是我们基督身

体上的肢体，也就是父家里的这一些住处。 

最后，你要正确的领会这些，你就看见，主在这里讲到祂要去的时候并不是祂要去到天上，祂的

来在下处的经节这个来并不是指到祂是多年之后在祂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的来，这一个来去乃是

指着祂要上十字架上死，祂的来乃是在祂复活里来，去是在十字架上去。借着祂的去与祂的来，

在少于三天的这个时间在这么多小时里面，祂也就去了并来了，祂就为我们预备了住处。这个住

处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物质的地方，乃是一个在三一神里的地方。借着去，祂死了，死而去，



 

 

这个幔子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祂的肉体被裂开，就使我们进到至圣所，也

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也借着除去所有的障碍，所有神与人之间的阻隔，也借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现今神就有一条路能够进到我们里面。那现今，祂的去和祂的来就带下一个结果，就是神在人

里并且人在神里，人居住在神里，神也居住在人里，那神与人今天乃是合并了，那这个合并在这

里得着扩展、扩大，就是召会，今天神的家。我盼望，借着这些很短的话，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

见这里所说的。我必须要读以下的纲要。 

一 我们需要看见约翰福音中所启示的生命与建造： 

1 生命是为建造，建造是本于生命——十一25，十四2。 

生命是为着建造，那建造是本于生命。那这个建造并不是物质的，这个建造乃是属于生命的。 

2 

约翰福音启示，三一神正在将祂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信徒里面，以及信徒由于这分赐的结果，成

为神的建造，就是祂的扩展、扩大和团体的彰显——一4，十10下，十一25，十四2～3、6。 

二 主耶稣在祂的复活里更大地重建神的殿，使其成为团体的殿，就是基督奥秘的身体——

二19～22： 

在三天祂需要重新建造，祂说，这个殿建造需要四十九年，三天的意思，三日之久，就是在复活

里祂要盖一个更大的殿，这是一个团体的殿，也就是召会。 

1 

在十字架上被拆毁的耶稣身体（就是殿），微小且软弱；但在复活里，基督的身体广大且有能—

—林前三16～17，弗一22～23。 

2 

自从祂复活那一天，主耶稣一直在复活的生命里扩大祂的身体；祂仍然在复活的过程下，为着建

造祂的身体作工——约二19～22。 

我在这里默想约翰十七章的这段话：父啊，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就是今天下午成全他们，使他

们成为一，主啊，到底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深的体验，这个一其实就是内在

的，也就是召会所应当是的这个内在的这个一。那这个成全呢就必须是这个建造的工作，要使他

们被成全成为一，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建造成为召会。这个周末，我们看见这个成全的工作乃是

约翰这一个补网职事、修补职事很大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约翰的职事，修补的

职事，使我们被成全成为一，也就是把我们建造成为召会，祂的身体。我们需要这一个约翰生命

修补的职事来作成这一件事。 

3 

基督是复活，是生命（十一25），祂变死亡为生命，使神的家得着建造；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乃是

变死亡为生命的生活，使基督奥秘的身体得着建造——二1～21。 



 

 

整卷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二章所立下那一个表号的原则，变死亡为生命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就

给我们看见，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昼夜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断的得以应用，使我们不仅灵更是魂与身

体使我们从死亡变为生命。这个改变越过越多，我们就越可能成为，被建造成为祂奥秘的身体。 

三 

父的家乃在于三一神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将祂自己作到信徒里面，好与他们完全调

和，使祂能把他们建造成一个生机体，作祂的居所和彰显——十四2～3、23： 

我们需要向祂的成全，向祂的工作，向祂的修补，向祂的成全，装备，预备等等敞开，祂在这里

使我们和谐，使我们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敞开，使我们在这里与祂调和，并且被建造在一起。 

1 

主的来，将神带到人里面；祂的去，将人带到神里面；借着这样的来和去，祂将神建造到人里面

，并将人建造到神里面，借此建造神的家——一14，十10下，十四2～3。 

2 

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凭着那灵并借着祂的死与复活，正在建造一个生机体，召会，就是祂的身

体和父的家，是由三一神与蒙祂拣选并救赎之人调和而产生的——7～24节。 

3 

父的家分为三个阶段：神成肉体的阶段；基督与祂的信徒一同复活，建造成为召会的阶段；以及

终极完成的阶段，就是新耶路撒冷——二19～21，启二一2～3、9～10。 

好，我要这样子结束，我想我的时间还把握得不错。在诗篇二十三篇，当然我们在这里讲到，这

一个牧养的目标是在这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

远。”（诗二十三6）这里的注解是如此说的，在这第五个阶段，在这诗篇在这里讲到在牧养，基

督牧养的第五阶段，乃是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享受神圣的恩惠和慈爱。在是灵的基督生机的牧养

下，我们“一生一世”（指今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所以在现今这个时代（指今世）祂是在

这里牧养我们。“恩惠”指基督的恩，“慈爱”指父的爱，“随着”含示那灵的交通。所以三一神是在这

里，在这里有“恩惠”，有“慈爱”和“随着”，就看见了三一神。至终，这样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

三一神的享受，将我们引到神的殿（就是基督、召会与新耶路撒冷）中对神的享受；我们要住在

神的殿中，“直到永世”（这就指明今世、来世和永世）。在启示录，羔羊仍是我们的牧者，要牧

养我们来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并且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弟兄姊妹，今晚站在这里，我愿意对你们作见证，我感觉到祂的牧养。我感觉到祂今天晚上的牧

养是与我们同在，不管你感觉得到感觉得不到，这一位好牧人正在牧养我们。借着祂修补的职事

祂修补的工作，今天要把我们牧养到祂的家里，祂的殿里，使我们牧养成为一群。何为一群？今

天这个修补的职事就是在这里建造我们，这个修补的职事是以天上牧长为源头和祂的职事为源头

，并且由我们地上的职事合并成为一，在作同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要建造召会作祂的身体。

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今天在祂恢复今日所作的。我如此深深的感谢主，阿们！五年前我们在Schau

mburg（绍姆堡）这里，五年之后我们又再来到这里。为着祂在中西部的行动，感谢主！祂是不

是在这里牧养我们呢？祂仍然在牧养我们所有的人。 



 

 

我想我们或许跟着之前所作的，我们有几分钟跟坐在旁边的祷告，之后我们会有两位弟兄先有见

证，之后你们可以都上来能够见证，我们一直到九点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