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徒保罗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牧养人以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诗376) 

Ⅰ．保罗乃是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牧养人以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 

腓 3:17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你们怎样以我们为榜样，也当留意那些这样行的人。帖后 3:9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利，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效法

我们。弗 4:16 本于祂，全身藉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

自己建造起来。 

Ⅱ．使徒是他们所传之

福音的榜样—“你们知

道，我们在你们中间，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

为人”： 

Ａ．在召会里，人比什么都要紧；人就是方法，人就是主的工作；你所是的，就是你所作的。 

约6:57 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太12:33 或说树好，果子就好；或说树坏，果子也坏；树总是凭果子认出来的。 

Ｂ．我们需要跟随使徒的榜样，注意生命过于工作。 

约12: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林后4:12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Ⅲ．保罗是信徒的榜

样，他在灵里活基督，

并供应基督作为那

灵，为着建造基督的

身体： 

提前1:16 然而，我所

以蒙了怜悯，是要叫

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

身上，显示祂一切的

恒忍，给后来信靠祂

得永远生命的人作榜

样。 

Ａ．主向保罗显现，选定保罗作执事和见证人，将保罗所看见祂的事，和祂将要显现给保罗的事，见证出来。徒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23:11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当壮胆，你怎样

在耶路撒冷郑重的为我作了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Ｂ．保罗以基督为一切—作他的生活、榜样、目标和秘诀。腓1: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

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3: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3:14 向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4:11・・・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

以知足。4: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 

Ｃ．保罗凭着灵活着，凭着灵而行，为着那灵撒种并供应那灵，作一个在他灵里生活、事奉的属灵人。 

加5:16 我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林后3:6 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

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 

Ｄ．保罗在新约的职事，就是在那灵的职事，义的职事并和好的职事里，被神注入，将神照耀出来。 

林后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

主灵变化成的。5:20 所以我们为基督作了大使，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 

Ｅ．保罗生活并作每一件事，都是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着身体。 

林后12:14 因为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蓄，父母乃该为儿女积蓄。15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并完全花上自己。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

得你们的爱么？弗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Ⅳ．牧养人，

顾惜并喂养

人最好的

路，乃 

是给他们正

确的榜样；

保罗自己活

基 

Ａ．使徒不仅传福音，也活福音；他们尽职传福音，不仅凭着言语，也凭着展示神能力的生活，就是在圣灵里，并在他们信心确据里的生活。帖前1:5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于言语，也在于能力和圣灵，并充足的确信，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Ｂ．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成了效法使徒的人；这引导他们跟从主，以主为榜样，因而使他们成了所有信徒的榜样。 

帖前1:6 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之中，带着圣灵的喜乐，领受了主的话，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Ｃ．使徒保罗

一再强调使

徒进到信徒

那里；这表 

１．使徒一面争战，一面在神里面放胆，对帖撒罗尼迦人讲说福音。帖前2:2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苦害，又被凌辱，就如你们所知道的，

然而还是在我们的神里面放胆，在极大的争战中，对你们讲说了神的福音。 

２．使徒毫无错谬、污秽或诡诈。帖前2:3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谬，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 

３．神首先试验并验中使徒，然后把福音托付他们；因此，他们的讲说、他们福音的传扬，不是出于自己，要讨人喜欢，乃是出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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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他就以

此喂养他属

灵的儿女： 

明在使徒将

福音注入初

信者里面时，

使徒的 

行事为人扮

演了重要的

角色: 帖前

1:9 因为他

们自己正在

传报关于我

们的事，就

是我们是怎

样的进到了

你们那里，

你们又是怎

样离弃了偶

像转向神，

来服事又活

又真的神， 

要讨神喜欢；神一直察验、察看并试验他们的心。帖前2:4 但神怎样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４．使徒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也没有借掩饰而贪婪： 

帖前2:5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就如你

们所知道的；也没有藉掩饰而贪婪，这是神可以作

见证的。 

ａ．借掩饰而贪婪，就是混乱或搀混神的话。 

林后2:17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话，而是出于纯诚，出于神，在神面前

在基督里讲神的话。 

ｂ．也是为利假装敬虔。提前6:5 以及那败坏了心思，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而失

丧了真理之人无止境的争论。 

５．使徒没有寻求从人

来的荣耀： 

帖前2:6 我们作基督的

使徒，虽然有权利叫人

尊重，却没有向你们，

或向别人，寻求从人来

的荣耀。 

ａ．寻求从人来的荣耀，对每一个基督的工人都是真试诱；许多已被这事吞灭、破坏。 

ｂ．路西弗由于寻求荣耀，成为神的对头撒但；凡寻求从人来之荣耀的，都是撒但的跟从者。 

结28:17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将你摆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ｃ．我们能给主用多少，我们的用处会持续多久，乃在于我们是否寻求从人来的荣耀。约7:17 人若立志实行

祂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从自己说的。 

林后4:5 因为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作你们的奴仆。 

６．使徒虽然

是基督的使

徒，却不维护

自己的权柄

和尊严：  

ａ．在基督徒的工作中维护权柄、尊严或权利，就破坏了工作；主耶稣在地上时放弃了祂的尊严（约十三4 ～5），使徒

保罗也宁可不用他的权利。 

林前9:12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分享这权利，何况我们？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利，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任何

拦阻。 

ｂ．我们若效法这个榜样，就会把基督身体里这种要求地位的致命病菌杀死。 

太20:28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７．使徒顾惜信徒并切慕他们，如同乳母顾惜、切慕自己的孩子：帖

前2:7 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8 我们这

样切慕你们，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

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9 弟兄们，你们原记得我们的劳碌辛

苦；我们是昼夜作工，把神的福音传扬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任何人受

累。 

ａ．顾惜人就是使人快乐，安慰人，叫人觉得你令他们愉快，在

每件事上并在每一方面都叫人容易接触你。 

ｂ．在我们天然的人性里顾惜人，是不真的；我们顾惜人必须有

基督的同在作迷人的因素，作复活的实际。 

ｃ．顾惜人包含喂养人；喂养人是以那在三个时期中尽其丰满职

事之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他们。 

８．使徒不但将神的福

音分给帖撒罗尼迦人，

连自己的性命也分给他

们： 

ａ．过洁净、正直的生活，并且爱初信者，甚至将我们的性命分给他们，乃是我们将福音注入他们里面的必要

条件。 

ｂ．保罗为圣徒的缘故，不仅愿意花费他所有的，也愿意花上他自己，就是他这个人。 

林后12:15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并完全花上自己。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么？ 

９．在劝勉信徒上，使徒看自己是父亲，要叫他们

行事为人配得过神，而有一种生活行动，使他们能

进入神的国，并被引进神的荣耀： 

ａ．信徒从前是拜偶像的人，在撒但的国里。 

ｂ．现今借着在基督里的救恩，他们蒙了呼召，并已信入神的国；这国乃是他们在

神圣的管治下，带着进入神荣耀的指望，敬拜并享受神的范围。 
  



经历：①为了牧养新人，学习作对的人、成为榜样 

我们要学习作对的人，过于学习作对的事。事作对了而人不对，一点价值也

没有。…你不能事奉神超过你所是的。戴德生在讲雅歌的《联合与交通》（Union 

andCommunion）一书中说，“你所是的比你所作的更重要。”这话给我深刻的印象。

我们该注意如何正确地帮助弟兄姊妹。 

神是看你这人有否被神摸着。…你在脾气上受对付，你才能在脾气上帮助人；

你在服装上受对付，你就能在服装上帮助人。召会不是社会，召会乃是身体，身

体乃是生命的问题。 

我们的态度可能是人人软弱，我们不软弱。我们可能感觉我们是刚强的。保

罗在林前九章二十二节说，“向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

这意指我们要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向生病的人，我们就下到生病之人的水平。

这是借着探访牧养人的路。保罗也说，“有谁绊跌，我不焦急？”这是对跌倒之人

绊跌的原因，忧急且气愤。这显示保罗作好牧者，照顾神群羊的榜样。 

帖前二章一至十二节给我们看见，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作初信者的榜样。我们

要成为正确的榜样，我们的动机就必须单纯，特别是在钱财的事上更是如此。这几节

经文所写的许多话，都与钱财、贪婪、贪欲有关。我们若在钱财上不单纯，我们若不

纯诚、不诚实、不忠信，就可能会成为混乱并搀混神话语的人。不仅如此，这动机会

叫我们用谄媚的话，并且借掩饰而贪婪。这些都是严重的事。因此，我们若要成为年

幼圣徒正确的榜样，我们的贪婪就必须受对付，钱财的事必须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绝

不该说谄媚的话，不该借掩饰而贪婪，也不该为自己寻求荣耀。此外，我们不该想要

讨人的喜欢，反而要尽全力讨神的喜欢。这样，别的信徒就有好榜样可以效法。 

在职青年篇 

作为在职青年，你不仅要学习工作技能，也要学习作对的人。仅仅学习技能绝对

不会使你成功。有的人虽然在技术和能力上很杰出，但是因为性格不稳定无法跟别人

建立起信赖关系。平时看似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有什么困难或问题发生，马上就会

变得不稳定，容易变得孤立。这是因为人内心深处的高傲、个人主义、金钱爱、贪欲、

贪婪等没有被对付，而吞食了那人自己。作为在主里的在职青年，不论你在公司还是

在召会的服事上，都要学习做对的人。当你迷惘的时候，你需要问自己这是否在实行

义。就算在实行义的事上有很多困难，如果你不实行义，而行不义的话，那会被你周

围的人知道，他们就绝不会从心底里尊敬你。你要有心志在主里、与主一起、为着主

(In the Lord, with the Lord, for the Lord)，说正确的话，行正确的事，敬

畏神，讨神喜悦。为此，你需要借着坦白自己的内在消极的东西来对付它们。阿

们！ 

经历：②如同乳母饱含着爱，温柔的顾惜新人 

帖前 2:7 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8 我们这样切

慕你们，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因你们

是我们所爱的。 

保罗虽然是弟兄，但他认为自己是乳养的母亲。他当然没有想到地位、尊严

或权柄。作为乳母的思想，与尊严或地位的思想大不相同。乳母有什么地位可言？

有什么地位、尊严或权柄是属于她的？她的尊严在于乳养并顾惜她的孩子，温柔

地照顾他们。 

顾惜是很可爱、极其温柔的辞。保罗认为自己不仅是服事人的，也是顾惜人的。

他当然没有控制信徒。他不仅服事他们，更顾惜他们。他对他们的照顾满了温柔。 

8节中的切慕，意热切喜爱、热切渴望，就象乳养的母亲热切关心她所喂养、

顾惜的孩子。这就是使徒对初信的人所作的。 

中高中生篇： 

你虽然是年轻的高中生，也要有负担牧养新人（刚得救的、软弱的、福音朋

友、公会寻求者、刚搬来的）。你不能认为自己软弱并且没有精力去做那样的事。

你也许是软弱的，但是还有比你更软弱的。你也许在为着成绩没有进步而苦恼，

但是还有人比你在课业上更停滞不前的。请你先为着以上所说的五种人祷告。用

LINE组成祷告小组，每天为着新人互相祷告 1分钟。然后，在祷告的支持下，实

行 1对1的牧养。牧养也请用 LINE每天发送简短的牧养和顾惜的话。如果是简短

的信息，他们每天读，会变得很期待吧。这里的重点是，简短的话以及每天发送。

如果不简短，新人不会读，我们实行也会变得困难。另外，基本上如果不是每天

发送，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新人会遇到试诱而变得软弱，就无法有实际的供应

和支援。 

在这些牧养的实行上，以下几项很重要： 

a) 借着与主个人的，满了爱情的，亲密的交通，摸到主的爱，热切的爱主。 
诗歌 169: 
1.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因为爱的缘故，求原谅我，将你圣名，日念千遍不住 
(復)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 
2.我心爱你，不知如何约束我的奇乐，你爱有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热。 
6.这爱将受什么限制？要到那里停止？进、进，我主，甘甜价值今日远胜昨日。 

 

b) 爱主，接受来自主的托付牧养新人。 

c) 带着神的爱去爱新人，如同乳母温柔的顾惜喂养新人。 

d) 绝对不要摆权威，要如乳养的母亲来实行。 

e) 要认识到不仅要有教导，也必须成为榜样，为了成为好的榜样，要对付里

面消极的东西。 



约翰福音第 9章的里程碑：宗教瞎眼的人的需要―生命的视力和生命的牧养 
By神大BSGOB/OG 

约9:1 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2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是谁犯了罪，

叫这人生来就瞎眼？是这人，还是他父母？3 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
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 

5 我在世界的时候，是世界的光。6 祂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7 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

差遣。）他去一洗，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了。8 他的邻舍和那先前见他是讨饭的，
就说，这不是那素常坐着讨饭的人么？9 有的说，就是他。又有的说，不是，却

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10 于是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11 他回
答说，那名叫耶稣的人，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

一洗，就看见了。12 他们对他说，那个人在那里？他说，我不知道。13 他们就
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 

35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入神的儿子么？36 他回答说，
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入祂？37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祂，这和你说话的就是

祂。38 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瞎眼是罪和死的问题。死人必定是瞎眼的。“这世代的神（撒旦）･･･弄瞎了
他们这不信者的心思。”所以他们需要“基督荣耀之福音的光照”照亮他們，（林
后四 4，）“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但权下转向神。”（徒二六
18。）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是谁犯了罪，叫这人生来就瞎眼？是这人，还是他父
母？”。他们这里的问题是 Yes还是 No的问题，属于知识树，结果是死；（创 2:17）
但主在3节的答复，却把他们引向祂自己这生命树，结果是生命。（创2:9）. 

在创世纪第二章人被创造之后，在人的面前有善恶知识树和生命树。门徒们
认为那人生来就瞎眼是因为这人自己犯了罪或是他父母犯了罪。他们希望主回答
是 A还是 B。但是主没有回答A或 B，而是把他们带回到神那里。 

在你的学生生活中，你可以把上述情况应用到直接面对人、事、物，需要立
即做出处理的情况。有时候，你面临 2 个选择。比如说，你在找工作中拿到 2 家
公司的内定。如果你仅仅根据各家公司的信息（工资、公司规模、福利待遇等）
来选择的话，那是来自于知识的决定。虽然这些信息也是必须的，但是在面临选
择时，你需要来到作为生命的主面前，在祷告中与主有交通，根据内在的生命和
平安的感觉来做决定。在就职后的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也是同样的。神是全知全能
的，祂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会帮助你走义和祝福的路、什么又会让你远离
神和神的祝福。所以，比起仅仅依靠外面的知识的感觉，你应该以从作为生命的
神而来的内在的生命的感觉为优先。 

弟兄的见证：我在大阪一家中小型公司上班时，得到了来自大阪的一家大公
司和神户一家小型公司的 2份 offer。介绍大阪的大公司给我的人对我说，如果我
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就没有第二次机会去大公司上班，他建议我选择大公司。但

是当我和姊妹-我的妻子一起去到主面前，在祷告中考虑神户那家小公司时，里面
感觉到了明朗、气势和喜乐。最后，就凭着那个感觉选择去了神户的公司。虽然
我在那家小公司仅仅待了 3 年，但是在那里的经历到的成功和失败对以后成为极
大的帮助。在那之后，我转职到了规模远超过日本大公司的外资企业，并得到了
更大的机会。 

瞎眼是指在黑暗中。也许你眼睛的视力很好，但也许你心眼是瞎的。你不知
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或是你厌烦、远离真正顾惜你的人，而去亲近应当
远离的人。这表明你是瞎眼的人。 

主宣告祂是世界的光。然后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将那泥抹在瞎子的
眼睛上（像软膏一样抹上）。这里的泥象征人性，唾沫是从主口里所出的，象征祂
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用唾沫和泥，表征将人性与主的话—那灵调和。当你听
到圣经节后，请用那经节如下祷告，“主耶稣，你爱生来就瞎眼的人，并说我就是
世界的光。然后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唾沫和泥象征我
的人性和主的话相调和。向主敞开心，操练灵接受主的话。请将我的人性和你的
灵相调和。阿们！” 

将泥涂在眼睛上后(原文是膏油涂抹)，你要顺从地听从主的话，必须去西罗
亚池子里洗。西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一旦你信主，接受了主的话，主就差遣你
去池子里。要求你去池子里洗掉泥。这象征了受浸的水洗掉我们老旧的人性。因
此主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可 16：16)”，“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
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 3：5)”。相信而接受主的人都应该受浸，由受浸
的水洗净。 

总结来说，有以下几点： 
① 第一，作为尘土的人接受从主口里而出的唾沫，与之相调和 
② 第二，将由尘土和唾沫而成的泥涂在你心眼上，或是膏油涂抹 
③ 最后老旧的你被受浸的水埋葬、洗净 
④ 基督徒每天都应该用水洗净旧人（就像我们的身体每天都需要沐浴一样，
我们里面的人也需要被属灵地洗净） 

⑤ 最后，你会得到视力，行在光中 
⑥ 要得到主的救赎—生命的视力，你不仅要靠知识，也要顺从主的话和与主
交通而来的生命的感觉 

⑦ 宗教(犹太教、法利赛人)是指从形式上或是按照知识来敬拜神。宗教绝对
不能医治人的瞎眼。宗教虽然在形式上要求人敬拜神，但却不要求和作为生
命的神有交通 

E993（Japanese 675） 
1 O how sweet the glorious message, Simple faith may claim;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Jesus is the same. 
Still He loves to save the sinful, Heal the sick and lame; 
Cheer the mourner, still the tempest; Glory to His name! 
(C)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Jesus is the same, 

  All may change, but Jesus never! Glory to His name, 
  Glory to His name, Glory to His name; 
  All may change, but Jesus never! Glory to His name. 

 

2 He who was the friend of sinners,  
Seeks thee, lost one, now; 
Sinner, come, and at His footstool, 
Penitently bow. 
He who said, “I’ll not condemn thee, 
Go and sin no more,” 
Speaks to thee that word of pardon, 
As in days of y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