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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藉著作群羊的榜樣，按著神牧養神的群羊 

讀經：徒二十 18～38 

  

【週 一】 

壹 按著神牧養神的群羊，乃是按著神的心意牧養神的群羊—

彼前五 1～4： 

  

一 我們必須看見神在祂經綸裏的心願，喜悅，是要作活水的

泉源，源頭，將祂自己分賜到祂的選民裏面，作他們的滿足和

享受；這享受的目標是要產生召會，神的配偶，作神的擴增，

神的擴大，好成為神的豐滿，使祂得著彰顯—耶二 13，約三 29

～30，弗一 22～23，三 16～19，21： 

  

1 我們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樣，沒有飲於神而成為祂的擴增，作

祂的彰顯，反倒離棄神這活水的泉源，鑿出池子（豫表偶像）

頂替神作我們的享受—耶二 13。 

2 偶像就是我們裏面所愛的任何事物，超過了對主的愛，或在

我們的生活中頂替了主；凡我們所有的，甚至凡我們所是的，

都能成為偶像—結十四 3，約壹五 21。 

3 我們的平安、安全、健康和財產，也許成了我們的偶像，而

神在祂的定旨上是信實的，祂取去這些東西，為叫我們飲於祂

這活水的泉源；在引導我們進入祂的經綸上，神是信實的，祂

的經綸是要我們享受基督，吸取基督，喝基督，喫基督並吸收

基督，好叫神在我們裏面擴增，使祂得 

  

【週 二】 

二 我們必須被帶回到這個領悟：我們需要基督作我們的享

受；我們也必須幫助別人認識如何享受基督，並把被岔開的信

徒帶回到單純裏，真正珍賞、寶愛並享受主耶穌基督自己寶貴

的人位，作他們的生命和一切—林後十一 2～3，一 24，啟二

4，7： 

  

1 享受基督作我們生命的供應，該是召會生活中首要的事；召

會生活的內容在於享受基督；我們越享受基督，召會生活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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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就越豐富。 

2 哥林多前書是一卷論到享受包羅萬有之基督的書；我們對釘

十字架並復活的基督這賜生命之靈的享受，解決召會中一切的

難處—一 2，9，24，30，二 2，五 7～8。 

  

【週 三】 

貳 我們必須藉著作群羊的榜樣而牧養神的群羊；使徒保羅作

為所有信徒（就是基督身體眾肢體）的榜樣，活基督以顯大基

督，作祂的繼續—彼前五 3，腓一 19～21 上，徒九 4～5，15，

二六 19，提前一 16： 

  

一 保羅是基督的門徒，他看見基督，聽見基督，並照著那在

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學了基督—徒九 1～19，25～27，二二 14～

15，弗四 20～21。 

  

二 保羅是基督所揀選的器皿，以盛裝祂，被祂充滿，並湧流

祂作祂的豐滿—徒九 15，林後四 7，弗一 22～23，三 19。 

  

三 保羅是一個禱告的人—徒九 11，十三 1～3，十四 23，十

六 13，25，二十 36，二一 5，二二 17，二八 8，弗六 18，西四

2。 

  

四 保羅倚靠身體，在身體裏、藉著身體、並為著身體作一切

事—徒九 11～12，17～18，25～27，林前一 1，十二 14～27。 

  

五 保羅實行呼求主名—徒九 14，21，二二 16，提後二 22，

羅十 12～13，腓二 9～11。 

  

【週 四】 

六 保羅憑包羅萬有之耶穌的靈（一個有充足力量忍受苦難之

人的靈）而活，為著他傳講的職事，就是在人的生命裏，在人

類中間為著人類之受苦的職事，以建造基督的身體—約七 37～

39，徒九 16，十六 7，22～34，腓三 10，西一 24，林後六 4，

十一 23，來六 19～20，十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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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保羅活在他調和的靈（神的靈與他這人的靈調和成一靈）

裏—徒十七 16，十九 21，羅八 4，6，16，林前六 17。 

  

八 保羅在素質一面被喜樂的靈所充滿，為著他的生存；他也

在經綸一面被能力的靈充溢，為著他的功用—徒十三 9，52，

弗五 18。 

  

九 保羅操練自己，常存無虧和清潔的良心—徒二三 1，二四

16，提前一 19，三 9。 

  

十 保羅過一種生活，常常在主裏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感

謝祂—徒十六 25，二七 35，腓四 4，西三 16，帖前五 16～

18。 

  

十一 保羅與神聯合，並受神協助，在耶穌的名裏放膽講說福

音，以擴展耶穌的見證，直到地極—徒九 20，27，二六 22～

29，二八 31，一 8，帖前二 2，參羅十五 24，28。 

  

【週 五】 

十二 保羅在耶穌的人性裏顧惜聖徒，並在基督的神性裏，以

神永遠經綸的一切真理餧養他們；在他的生活中展示主耶穌的

話：施比受更為有福—徒二十 18～38，帖前二 1～12。 

  

十三 保羅是以弗所長老的榜樣，表明長老對召會該如何—徒

二十 27～38： 

  

1 他作奴僕服事主，凡事謙卑，常常流淚，歷經試煉—19

節。 

2 他牧養聖徒，或在公眾面前，或挨家挨戶，都教導他們，向

他們宣告神一切的旨意，一切關於神永遠經綸的事—20，26～

27 節。 

3 他有負擔要長老們看見，神寶愛召會，以及召會在神眼中寶

貴、超絕的價值，使長老們和神一樣寶愛召會；他勸戒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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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

群謹慎，牧養神的召會，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28

節。 

4 他警告長老關於神聖建造的毀壞者—就是那些豺狼，不愛惜

羊群，以及那些說悖謬的話，要勾引門徒跟從他們的人—29～

30 節。 

5 他個別接觸每一位聖徒，告訴長老們要記念『我三年之久，

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31 節。 

6 因著保羅看見神呼召的獨一目標乃是建造基督的身體，並且

基督是藉著身體建造身體，他成為以弗所長老的榜樣，盡功用

成全所有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

體，』使所有聖徒都能在生命裏長大，照著自己生命的度量在

生命裏盡功用，成為生命的供應，使『 

  

【週 六】 

十四 保羅第四次盡職的行程（徒二七～二八）特別給我們看

見他的生活—他活基督，顯大基督，在基督裏作一切事，並竭

力追求基督，好給人看出他是在基督裏—腓一 19～21 上，三 8

～9，14，四 13： 

  

1 在使徒漫長、不幸且受監禁的航程中，主保守使徒在祂的超

越裏，使他能活出一種生活，遠超憂慮的境域；這種生活是全

然尊貴，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標準，彰顯最高超的神聖屬性—5～

9 節。 

2 這是耶穌在祂被神性所豐富的人性裏，再次活在地上！這是

從前活在福音書裏那奇妙、超絕、奧祕的神人，藉著祂許多肢

體中的一個，在使徒行傳裏繼續活著！這是成為肉體、釘死十

架、復活、被神高舉之基督的活見證人！ 

3 保羅在他的生活和職事中，將真神彰顯出來；這位真神在耶

穌基督裏，經過成為肉體、為人生活、釘死十架、復活的過

程，成了包羅萬有的靈，活在使徒裏面，並藉著他活出來—加

一 15～16，24，二 20，三 14，參徒二八 6。 

4 在風暴的海上，主不僅使使徒成了與他同船之人的主人，

（二七 24，）也使使徒成了他們生命的保證人和安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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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如今在平安的陸地上，主不僅進一步使他在迷信

的人眼中成為神奇的吸引，（二八 1～6，）也使他成為土人的

醫治者和喜樂。（7～10。） 

5 保羅所受從羅馬來的弟兄們熱烈的歡迎，和在部丟利弟兄們

愛心的關切，（13～15，）顯出早期召會和使徒之間美麗的身體

生活： 

ａ 表面上，使徒是個在捆鎖中的囚犯，進入撒但所霸佔之帝

國的黑暗首都；實際上，他是基督的大使，帶著基督的權柄，

（弗六 20，太二八 18～19，）在地上神的國中，有分於基督的

召會之身體生活裏的另一部分。 

ｂ 當他在撒但的帝國（在舊造裏撒但的混亂）受到宗教的逼

迫時，他在神的國（為著新造的神聖經綸）中享受著召會生

活；這對他是安慰，也是鼓勵。 

  

十五 召會的終極結果乃是要來在永世裏的新耶路撒冷，作神

完滿並永遠的彰顯；這該是今天一切福音傳揚的實際和目標，

正如我們所跟隨使徒保羅的榜樣—『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

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毫無阻礙』—徒二八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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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一 

晨興餧養 

彼前五２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監督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不是為著卑鄙的利益，乃是出

於熱切。』 

耶二１３ 『因為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

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在彼得的頭一封書信中，在二章二十五節他說到基督是我們魂

的牧人和監督，而我們的魂乃是我們內裏的所是，也就是我們

的真人位。在五章一至二節他告訴長老們，務要按著神牧養神

的群羊。按著神，意思就是我們必須活神。我們必須隨時隨處

有神。我們在我們的悟性上、道理上、與教訓上有神，但我們

在牧養人時可能沒有活神。當我們與神是一，我們就成了神。

在我們牧養別人時，我們就有神並且就是神。按著神牧養，意

思就是按著神屬性的所是牧養。神是愛、光、聖、義。按著

神，至少是按著神的這四種屬性。我們必須按著這四種屬性牧

養年幼的、軟弱的和退後的。這樣，我們就是好牧人。（活力

排，七六至七七頁。） 

信息選讀 

耶利米書…啟示神在祂經綸裏的心意，是要作活水的泉源，源

頭，將祂自己分賜到祂的選民裏面，作他們的滿足和享受。這

享受的目標，是要產生召會，神的配偶，作神的擴增，神的擴

大，好成為神的豐滿，使祂得著彰顯。（約三 29～30，弗三 16

～19，21。）這是神在祂經綸裏的心願，喜悅。（一 5，9，三 9

～11。）這思想作為種子撒在耶利米二章十三節，其完滿發展

是在新約裏。（約四 10，14，七 37～39，…啟二二 1，

17。）…以色列本該飲於神這活水的泉源，好成為神的擴增，

作祂的彰顯，但他們反倒作了兩件惡事：離棄神作他們的泉

源，源頭，並且轉向神以外的源頭。…鑿出池子描繪以色列用

人的勞碌辛苦，製作一些東西（偶像）頂替神。那些池子是破

裂不能存水的，指明除了神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作活水以外，

沒有甚麼能解我們的乾渴，也沒有甚麼能使我們成為祂的擴

增，使祂得著彰顯。（約四 13～14。）（聖經恢復本，耶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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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神要將祂自己分賜到人裏面，作人的滿足，使神得著擴大，但

人成為不忠信、不貞潔的，並離棄神，轉向偶像。…凡我們所

有的，甚至凡我們所是的，都能成為偶像。…在對神這樣不忠

信的事上，我們和以色列一樣。 

我們相信主耶穌時，也許期望有平安和祝福。但我們也許反而

有了許多難處，失去了我們的安全、健康或財產。有些基督徒

經歷這樣的事，就疑惑神的信實，問說為甚麼神不阻止艱難臨

到他們。 

我們要領悟，神允許我們有難處，但祂在祂的定旨上是信實

的，就是要使我們轉離偶像，帶領我們歸向祂自己。我們的平

安、安全、健康和財產，也許成了我們的偶像，而神是信實

的，祂取去這些東西，為叫我們飲於祂這活水的泉源。我們的

房屋或財產若成為我們的偶像，我們就是飲於它們，不是飲於

神；神的信實就是要對付這些偶像，好使我們飲於祂。…在引

導我們進入祂的經綸上，神是信實的；祂的經綸乃是要我們喝

基督，喫基督，享受基督，吸取基督，並吸收基督，好叫神在

我們身上得著祂的擴增，以完成祂的經綸。這就是神的信實。

（耶利米書生命讀經，三三至三五頁。） 

參讀：活力排，第七篇；耶利米書生命讀經，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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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二 

晨興餧養 

林後十一３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著基督

的單純和純潔，就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林前一９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為祂所召，進入了祂兒

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林後十一章三節的單純，〕指信徒對基督一心忠誠，一意忠

信。在伊甸園裏，因著那蛇撒但的發問，並他對神話語暗中的

破壞，亞當的妻子夏娃受了誘騙，就從喫生命樹的單純裏，岔

到知識樹。（創三 1～6。）…哥林多召會，就是許配給基督貞

潔的童女，正受熱中猶太教者的誘騙。熱中猶太教者，是撒但

的差役，（林後十一 15，）藉著傳另一位耶穌，不同的靈與不

同的福音，暗中破壞神的話。（4。）因著這種隱含破壞的傳

揚，使徒恐怕哥林多人會被熱中猶太教者的教訓岔開，不再真

正珍賞、寶愛並享受主耶穌基督寶貴的人位，作他們的生命和

一切。（聖經恢復本，林後十一 3 註 2。） 

信息選讀 

喫生命樹，就是享受基督作我們生命的供應，該是召會生活中

首要的事。召會生活的內容在於享受基督；我們越享受基督，

召會生活的內容就越豐富。我們若要享受基督，就必須用起初

的愛愛祂。我們若離棄對主起初的愛，就要失去對基督的享

受，並且會失去耶穌的見證；結果，燈臺要從我們挪去。（聖經

恢復本，啟二 7 註 6。） 

哥林多前書是一卷論到享受包羅萬有之基督的書。（一 2，9，

24，30。）…在這位基督裏有絕對、奇妙、超凡、且帶著殺死

功效的死。在釘死並復活的基督裏，有殺死的元素，能殺死我

們一切消極的『細菌』。…我們若每日喫基督，享受祂，就會得

著滋養，我們裏面消極的元素也會被殺死。 

享受包羅萬有的基督，就能藉著十字架的工作，解決召會的難

處。（13 上，18，23～24，二 2。）我所說的『十字架』，是指

基督的死，特別是祂的死主觀的一面。我們現今所享受的基

督，是包羅萬有的一位，有帶著殺死功效的死包含在祂的所是

裏面。我們只要享受祂，就會積極的—不是消極的—被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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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日享受祂，就每日被治死。一位弟兄可能被另一位弟兄

很厲害的得罪了，他甚至可能充滿了恨，但是當他享受基督的

時候，他對另一位弟兄仇恨的細菌，就不知不覺的被殺死了。

在婚姻生活裏，丈夫得罪妻子，妻子也得罪丈夫。但是當丈夫

和妻子天天愛主並享受主的時候，他們對彼此不好的感覺就消

失了。這個不好的感覺被他們所經歷基督裏治死的元素清除

了。他們裏面因著享受基督，就從恨到愛有了大改變。因著哥

林多人有那麼多的難處，保羅就寫信給他們，說到對基督的享

受。這享受會殺死我們裏面的細菌，解決我們的難處。（建造召

會的超越恩賜，三、六至七頁。） 

神已將〔哥林多前書所揭示〕這位至少有二十項豐富的包羅萬

有者賜給我們，作我們的分，給我們享受。我們該專注於祂，

不該專注於祂以外的任何人事物。我們該對準祂，以祂為神所

指定我們惟一的中心，使信徒中間一切的難處得以解決。我們

蒙了神的呼召，乃是進入這樣一位的交通裏。（聖經恢復本，林

前一 9 註 3。） 

參讀：享受基督，第四章；建造召會的超越恩賜，第一章；長

老訓練第五冊，第二章。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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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三 

晨興餧養 

徒二十１９～２０ 『服事主，凡事謙卑，常常流淚，又因猶

太人的謀害，歷經試煉。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

告訴你們的，或在公眾面前，或挨家挨戶，我都教導你們。』 

  

在聖徒當中，沒有人憑自己彀資格盡長老職分。按林後三章五

節，使徒保羅說，並不是我們憑自己彀資格，我們之所以彀資

格，乃是出於神。所以，所有背負長老職責的弟兄們都該信靠

主。…保羅是所有長老真正的榜樣。…他自己雖然從未作過長

老，但他為他所訓練的長老設立了模範、榜樣。所以，凡他所

說到自己的，他都期望所有長老跟隨他的腳蹤，效法他所作

的。首先，保羅說他是作奴僕服事主。長老都要服事主如同奴

僕一樣。他們不是被擺在尊貴的地位或階級裏。召會中沒有階

級，也沒有地位；只有謙卑和為奴。謙卑之後還有眼淚，不是

喜樂歡欣。然後，第三樣是臨到我們身上的試煉，這些試煉乃

是來自其他聲稱為著神，甚至設謀破壞我們工作的人。（關於召

會事奉的談話，九至一○頁。） 

信息選讀 

長老不僅該作僕人服事主，更是作奴僕服事，失去權利和各種

自由。實際上，被擺在長老職分裏就是被帶進奴役裏。我們都

是奴僕服事主。行傳二十章十九節的服事主〔原文意，作奴僕

服事主〕，不是直接的服事主，乃是間接的，藉著服事祂的子民

而服事祂。長老必須拿起奴僕的擔子，服事他們主人的大家

庭。我們必須凡事謙卑，舉止、行事、以至為人，都像奴僕一

樣。 

我們該將『謙卑』一辭，烙印在我們心裏。我們沒有權利誇耀

甚麼。我們的主人該得一切的榮耀。惟有祂有資格誇耀。我們

是命定要謙卑的。謙卑不容易作到，誇耀卻是容易的。要謙

卑，甚至被人看為卑微，不是一件快樂的事，乃是滿了眼淚

的。 

行傳二十章二十節接著說，『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

不告訴你們的，或在公眾面前，或挨家挨戶，我都教導你

們。』保羅沒有退縮不盡他的職責。凡與聖徒有益的，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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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避諱不告訴他們的。這裏的告訴，原文意宣告；宣告一件

事比僅僅告訴更為要緊、重要。保羅作了忠信的工作，宣告神

對祂子民的每一點利益。保羅沒有退縮不盡他的職責。反之，

他公開在聚會中，並私下挨家挨戶的教導聖徒。 

地方召會的行政的確需要事務上的處理。但長老的主要職責首

先乃是牧養，就如彼得在他頭一封書信的五章二節所告訴我們

的。我們已經指明，牧養需要教導，所以長老也該教導。（提前

三 2，五 17。）長老要教導別人，必須先受教導。他們必須先

有學習。…單單訪問聖徒的家，告訴他們要信靠主並相信祂乃

是不彀的。長老必須跟聖徒讀一些對他們有益的經節，向他們

說明，並用聖言教導他們。這樣，聖徒就會得著造就、建立、

加強，並且被建造起來。 

牧養不是僅僅釋放一篇信息。釋放信息是不彀的，也不是首要

的事。首要的職責乃是到聖徒那裏去，在聖徒家中牧養他們。

所以保羅藉著公開並挨家挨戶的教導聖徒，給長老設立了榜

樣。挨家挨戶，原文意按著家戶。那裏有家，長老就應當到那

裏去。倘若有十個家，長老就該到每個家中訪問每個聖徒。（關

於召會事奉的談話，一○至一三頁。） 

參讀：關於召會事奉的談話，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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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四 

晨興餧養 

徒二十２７～２８ 『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告

訴你們。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

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召會，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 

  

保羅不僅教導〔以弗所的〕聖徒，顧到他們的利益，並顧到對

他們有益的事；他更向他們宣告神的旨意、神的計畫、並神的

經綸。毫無疑問，保羅教導了以弗所人許多關於神新約經綸的

事。 

同樣的，所有長老都必須學習甚麼是神新約的經綸，並向聖徒

指明出來。因著認識神永遠的經綸，大多數聖徒就會有堅固的

根基，並深深的扎根。今天大多數基督徒只接受膚淺的教訓，

受教導要良善、謙卑、愛人、仁慈。…關於神新約的經綸、神

永遠的計畫、以及神為著召會的計畫，這些事在他們中間完全

欠缺。因此，我們中間所需要的乃是關於神永遠經綸正確、合

乎聖經的神聖啟示。（關於召會事奉的談話，一三至一四頁。） 

信息選讀 

長老必須學習一切關於神經綸的事，並深入其中。…他們就能

告訴聖徒關於神的經綸，藉以安慰灰心的。對灰心的人來說，

聽到神的經綸並接受這樣高的呼召，乃是極大的安慰和激勵。

我們今天在恢復中所面臨的難處，主要的是由於對神永遠的經

綸缺少深入的領會和體認。 

在行傳二十章二十八節，保羅勸戒長老說，『聖靈立你們作全群

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召

會，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 

表面看是保羅設立他們作長老。實際上，乃是聖靈立他們作監

督。這裏保羅不用『長老』一辭，而用『監督』一辭。這兩個

同義辭是替換著使用。『長老』是指人，『監督』說出他們的職

責。作監督的不該鬆懈或打盹，乃該常常儆醒。他必須留意召

會的光景，並監督羊群中的每一個。這樣，他就會知道有甚麼

需要，以及他們該作甚麼。 

保羅囑咐長老不僅要教導，更要牧養神的召會，就是神用自己

的血所買來的。神自己的血，這辭何等寶貝。神看召會是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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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在祂眼中是非常寶貝並珍貴的。祂愛召會到一個地步，用

祂自己的血將召會買來。 

同樣的，長老也該像神那樣愛召會。…神乃是用祂自己的血，

所以我們必須用這種柔細的感覺和情愛來愛召會。 

二十九節說，『我知道我離開以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

間，不愛惜羊群。』愛惜羊群，就是說我們愛羊群，藉著保養

顧惜，柔細的照顧他們。然而，豺狼不會這樣照顧召會。相反

的，他們會為著自己的利益和滿足犧牲召會。他們乃是尋索獵

物的豺狼。 

三十節隨著說，『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

要勾引門徒跟從他們。』不僅有豺狼從外面進來，更有人從召

會裏面起來，說悖謬的話。 

末了，三十一節說，『所以你們應當儆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晝

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保羅不僅去到他們家裏，更晝

夜流淚勸戒各人。我們中間的長老必須拿起負擔，晝夜作這

事。他們該去到聖徒家裏，流淚勸戒各人。（關於召會事奉的談

話，一四至一七頁。） 

參讀：關於建造基督身體更進一步的亮光，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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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五 

晨興餧養 

徒二十３１ 『所以你們應當儆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

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 

弗四１６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

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在行傳二十章二十八節，『祂用自己的血』〕指明神寶愛召

會，以及召會在神眼中寶貴、超絕的價值。這裏使徒沒有說到

召會的神聖生命和性質，如在以弗所五章二十三至三十二節，

乃是說到召會的價值對神猶如珍寶，是祂用自己的寶血所買來

的。保羅盼望作監督的長老，和神一樣寶愛召會。 

聖靈和神自己的血，二者都是神給祂所寶愛之召會的神聖供

應。聖靈就是神的自己，神自己的血是指神的工作。神救贖的

工作把召會買來，然後神的自己，就是那包羅萬有賜生命的

靈，（林前十五 45，）藉著監督照顧召會。（聖經恢復本，徒二

十 28 註 5。） 

信息選讀 

根據以弗所書，神呼召的獨一目標乃是建造基督的身體。主耶

穌在馬太十六章說，祂要建造祂的召會。使徒行傳和書信啟

示，召會不是主直接建造的，乃是藉著身體上的肢體建造的。

基督是藉著身體來建造身體。神呼召我們就是為著完成這個目

標。 

以弗所三章二節說到神恩典的管家職分，四章十二節說到基督

身體的建造。…神恩典的管家職分並不僅限於保羅和其他的使

徒。不要認為保羅是這樣一位管家，而你不是。保羅在這裏的

用意，是要使聖徒有深刻的印象，看見他們都得了神恩典的管

家職分，為著基督身體的建造。根據十二節，身體的建造不是

使徒們個人的工作；身體的建造乃是眾聖徒的責任。…聖徒們

被成全是為著職事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這節裏的

『目的是為著』和下文的『為著』，原文也有『結果是』的意

思。聖徒被成全的結果，乃是職事的工作，其結果又產生基督

身體的建造。身體不是由使徒和其他領頭的人直接建造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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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聖徒直接建造的。 

十二節說到聖徒，十六節說到『每一部分』。按照十六節，身體

叫自己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為使這事能實

際的進行，眾聖徒需要受使徒和其他領頭之人的成全。…保羅

期望每一位聖徒都能和他一樣。 

保羅不僅是使徒，也是申言者、傳福音者、牧人和教師。然

而，我們許多人可能把十一節所說這些有恩賜的人，分成四個

不同的類別：使徒、申言者、傳福音者、牧人和教師。但保羅

這位蒙神呼召之人的榜樣，卻樣樣都是。保羅當然是申言者。

在他的書信裏，他說出一些很大的豫言，就如在林前十五章及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中所見者。保羅也是傳福音者。有誰是比他

還大的傳福音者？他無論到那裏都傳福音。不僅如此，保羅也

是牧人和教師。他日夜照顧眾召會和眾聖徒。最後，誰能否認

保羅是教師？…因此，保羅是使徒、申言者、傳福音者、牧人

和教師。在以弗所三至四章裏，保羅的負擔和目的是要指出，

每一位聖徒在這些方面都該和他一樣。（以弗所書生命讀經，三

九七至三九九頁。） 

參讀：約翰福音結晶讀經，第十三篇；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

三十九、四十一至四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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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六 

晨興餧養 

腓一１９～２１ 『…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

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

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

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因為在我，活著

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保羅…在悔改信主時，就從律法和先前的宗教遷到基督裏，成

了在基督裏的人。（林後十二 2。）現今他期望所有觀察他的，

無論猶太人、天使或鬼魔，都看出他是在基督裏面。這指明他

渴望全人浸沒在基督裏面，給基督浸透，使所有觀察他的，都

看出他是完全在基督裏面。惟有給人看出我們是在基督裏面，

基督纔會從我們得著彰顯並顯大。（腓一 20。）（聖經恢復本，

腓三 9 註 1。） 

信息選讀 

在風暴的海上，主不僅使保羅成了與他同船之人的主人，（徒二

七 24，）也使保羅成了他們生命的保證人和安慰者。（22，

25。）如今在平安的陸地上，主不僅進一步使他在迷信的人眼

中成為神奇的吸引，（二八 3～6，）也使他成為土人的醫治者

和喜樂。（8～9。）在他漫長、不幸且受監禁的航程中，主保守

使徒在祂的超越裏，使他能活出一種生活，遠超憂慮的境域。

這種生活是全然尊貴，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標準，彰顯最高超的

神聖屬性，與多年前主在地上所過的生活相似。這是耶穌在祂

被神性所豐富的人性裏，再次活在地上！這是從前活在福音書

裏那奇妙、超絕、奧祕的神人，藉著祂許多肢體中的一個，在

使徒行傳裏繼續活著！這是成為肉體、釘死十架、復活、被神

高舉之基督的活見證人！保羅在他的航程裏活基督，並顯大基

督。（腓一 20～21。）（聖經恢復本，徒二八 9 註 1。） 

使徒…在他的生活和職事中，將真神彰顯出來。這位真神在耶

穌基督裏，經過成為肉體、為人生活、釘死十架、復活的過

程，成了包羅萬有的靈，活在使徒裏面，並藉著他活出來。（徒

二八 6 註 1。） 

〔使徒所受〕從羅馬來的弟兄們熱烈的歡迎，和在部丟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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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愛心的關切，（徒二八 13～14，）顯出早期召會和使徒之間

美麗的身體生活。這是在撒但所蒙蔽、人所居住的地上，屬天

國度生活的一部分。表面上，使徒是個在捆鎖中的囚犯，進入

撒但所霸佔之帝國的黑暗首都；實際上，他是基督的大使，帶

著基督的權柄，（弗六 20，太二八 18～19，）在地上神的國

中，有分於基督的召會之身體生活裏的另一部分。當他在撒但

的帝國受到宗教的逼迫時，他在神的國中享受著召會生活。這

對他是安慰，也是鼓勵。（徒二八 15 註 2。） 

在四福音是神成為肉體、經過人生、死而復活，完成了基督，

就是三一神的化身。（西二 9。）到使徒行傳是神這化身成為賜

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將基督普及到信祂的人裏面，也

就是將經過種種過程的三一神，作到祂所揀選、救贖、並變化

的人裏面，使神藉著這些人所構成的召會得著彰顯，其終極結

果乃是要來在永世裏的新耶路撒冷，作神完滿並永遠的彰顯。

那也將是神永遠的國，作祂在永世裏，在祂的神聖生命中，掌

權的範圍，直到永永遠遠。這該是今天一切福音傳揚的實際和

目標。（徒二八 31 註 2。） 

參讀：基督的三個時期—成肉體、總括與加強，第二章；如何

作同工與長老，並如何履行同工與長老的義務，第三篇；包羅

萬有的基督，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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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詩歌 

鼓勵－思想主 479 

10 10 10 10（英 656） 

降 D 大調 4/4 

１ 

要思想耶穌， 

以祂作模型， 

好在你身上顯出祂榮形： 

祂已經賜你永遠的生命， 

並使你享受復活的大能。 

２ 

要思想耶穌， 

天天都如此， 

要自甘卑微， 

不再有大志； 

那無窮生命也要多認識， 

靠復活大能經歷主的死。 

３ 

要思想耶穌， 

一生當這樣， 

要活在幔內常見主榮光； 

若棄掉自己， 

必知主心意， 

一脫離自己， 

純潔又安息。 

４ 

要思想耶穌， 

當你在向前， 

要一直向上瞻仰祂榮面， 

必榮上加榮， 

變成祂形狀， 

使祂的形像顯在你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