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是群羊的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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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次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 蒂姆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只会读1到3
节。 这是对长老的勉励：所以，我这作长老， 作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
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乃
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这句 「要尽监督之职」有被包含在钦定版圣经里，我认为在 最新的美国标准版也包含了这句
话。 所以，这些经文都在说：务要牧养群羊，尽监督之职。 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请你暂时保留
彼得前书的经文， 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我们可以从保罗的榜样， 以及在使徒行传20:17，他对长
老所说的话中学到很多，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现在，我们经常会讲到
「教牧书信」，例如提摩太前后书。 但提摩太并不是一个真正典型的当地教会的长老。 这里说的是那
些不知名的，典型的当地教会的长老。 保罗请他们来， 他请教会的长老到他那里来。 他们来了，保罗
就说，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
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
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
稣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被捆绑，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
证， 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
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 神恩惠的福音。看吧， 我素常 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 如今我晓
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我于众人的血是
洁净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 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现在，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谈很多。 但是，保罗现在开始直接勉励长老。 他在第28节说，你们就
当为自己谨慎。 首先， 牧师要为自己谨慎。 然后， 你们当为全群谨慎，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
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 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儆醒。
这是另一个勉励：你们应当儆醒， 我们应当记念这些事。 记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地流泪，
劝戒你们各人。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 我们常常会如此为出去传道的人祷告， 例如约翰·德什弟兄去印
度或孟加拉国； 我们会如此祷告。 如今我把你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 等等一类的
话。 联系上下文，这实际上是特意写给长老的。 所以我们把你们交托神。 丹尼和马克，我们把你们交
托神， 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 这是你们
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 （他现在在给长老
作榜样。） 我这样劳苦，所以你必须扶助软弱的人， 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 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
福。 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 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
的，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了。现在，请在此思考： 这个曾经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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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口吐威吓凶杀之话的人， 现在他们在和他亲嘴，为他痛哭，抱着他的颈项。 想到这里，这是多么奇
妙的一件事啊！
我们今天下午在此聚集， 为要正式承认并选立这两个人，把他们分别为圣， 让他们去做神呼召
他们去做的工。 昨晚，我们稍微看了一下群羊对牧人要尽哪些责任， 群羊对神设立照管他们的人要尽
哪些责任。 我们看到群羊最基本的责任是 去加倍地敬奉长老， 因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
们。 今天下午，我想把管理群羊的责任 托付给丹尼和马克。确实如此， 当你开始来考察这些事，我不
认为有任何人， 我作牧师有很多年了，我不认为有任何人 认为自己确实 达到了圣经对牧师工作的要
求。 但我想来看这几件事。你们有些人听过， 我知道蒂姆和其他人有讲过 马克和丹尼将要作的工， 所
以我知道你有受过这方面的教导，知道这个职分有 一些不同的名称。
有哪些？我们讲到了其中的一个， 牧人或牧师。还有哪些？ 长老，还有呢？ 监督。 我们读了
彼得前书的那段经文。彼得前书 用了所有这三个名称。 彼得是在对长老和牧养神教会的牧人说话。 正
是在这里说到了：要尽监督之职。 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请长老来，告诉他们， 勉励他们去
牧养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又有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所以，这里有牧人，监
督和长老。 这三个名称都是对此职分的描述。
我今天想从牧养这个角度来略谈一点。 蒂姆弟兄讲到了这点。 圣经对于牧养这个话题谈了很
多， 但我想稍微讲一下 「长老」这个词和「监督」这个词。我想问你， 你想到了什么，什么应该是（
长老的责任）？ 一个长老有什么责任？ 单单来看它的用法，「长老」这个词的希腊文是「长者」。 你
是怎么认为的？他们若是长老， 他们的生命应该具有什么特征？ 成熟。是否有人说了不同的一点？ 我
站在这里听得不是很清楚。 谦卑，这点很好。 亲切。 长者这个概念， 我有仔细思考过它的涵义： 成
熟，智慧，有经验。 不一定是年纪很大的人，但他们 认识主要有一段时间，不是一个刚得救的人。 不
是一个没有经历过风雨的人。
所以，作为长老 这个职分， 这点很重要：你要是一个长大的人， 要是一个榜样。 亲爱的，这
难道不是事实吗？ 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基督徒犯罪 是在我们行为像小孩一样时， 做出那些幼稚的事。
要长大！ 长老应该是长大之人， 成熟之人的榜样。 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作一个榜样； 有智慧，
负责任，端庄，成熟，有经验。 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读到了这些期望，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
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 信徒的榜样。 还有提多书2:7-8，你自己凡事要显出 善
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等等。 所以，要端庄，成熟，谦卑， 不是控制群羊，
而是作群羊的榜样。
长老要能给人出有智慧的计谋。 所以，这意味着 在你开口说话时，人们会听你要说些什么，
从某种方面来看，这是件畏惧的事。 有人到我这里来，他说，我记得你说过这些话。 我说，我有说过
这些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你八年前说过这些话。 所以，换言之，你们要把一切卸给神， 弟兄
们，要求神在你的言语中赐予你智慧， 让你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所以， 雅各告诉我们，你们
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你需要去求智慧。 很多事看上去， 从
表面上来看，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答案。 你知道基遍人做的那件事， 约书亚照表面所发生的事去行， 并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意识到在这个职分上， 我们是多么需要神的智慧。 这全都与「
长老」这个词紧密相连。
你是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弟兄需要能够 告诉那位比他年纪小的弟兄哪些事他需要去避免。 现
在，很多时候，年纪小的弟兄不愿意去听， 但至少要有人能够告诉他正确的事， 去帮助他不作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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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 我相信这里还可以讲得更详细， 但我只是在简要的说。
「监督」这个词又如何？「监督」这个词让你想到了什么？ 神给我们这个词来描述这个职
分的性质。 是什么？察看，对。这个词逐字翻， 你大概学过这点， Greek: ‘Epi’ and the word
‘scope’, 它的希腊文是由Epi和scope这两个字组成的， 指的是为圣徒负责或监督的意思。 这个词确
实有看守的意思。 一个监督在工作岗位上要起什么作用？ 他要做计划，他要做协调工作， 他要告诉人
该做什么事。他要能知道事务发展的趋势。 所以，你要有一点概念， 能知道事务发展的趋势，以及事
务该如何协调配合， 而不是完全迷失在雾里， 如堕烟海。 保护，看守，看顾，带领。 总的来说，这些
与「监督」一词紧密相连。
无论如何， 我想谈的是「牧人」这个词， 因为圣经对此谈了很多， 这在神的心里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 从牧养的方面来看，你有想到什么？ 牧养。 照顾。 还有什么？ 保护，照顾，守护， 带领。是
不是有人提到了带领？ 这里有引导的意思。 我们说了哪些？ 带领，照顾，保护。 群羊在所有这些过
程中会变得非常饿。 「放牧」和「牧师」来自于同一个词， 它们来自于「牧养」这个词。 所以，要喂
食。 一起来做个总结： 要去照顾受伤的和有病的，要儆醒，要保护。 圣经对此谈了很多。 这贯穿了旧
约，我们若只来看旧约： 神是我们的牧人，神是他百姓的牧人， 神把羊羔抱在怀中，等等。 所以，我
们在旧约就有这些了。 在新约，我们有主耶稣， 他是群羊的大牧人，等等。
神自己是一位牧人， 然后彼得说，在神之下有牧人。 我们这些牧人 是在进入神自己所做的工
作。 这在神的心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让你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若能与我翻到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二
十一章，第15节。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阿，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西门，
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
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 对耶稣说，主
阿，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难道不奇妙吗？ 这是一个使徒， 核
心在于爱， 他和主之间这种爱的关系全都回到了 要喂养我的羊。要照顾我的羊。要牧养我的羊。 这件
事在神的心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对那些被呼召来做这工作的人来说，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对
主的爱， 来证明我们的爱，让我们的爱经得住考验。 无论如何，我们要牧养，照顾并喂养主的羊。
我想来读一段旧约的经文， 然后我想从中做出一个总结。 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 这
里谈到了很多牧养的事。 这个话题我们真的可以谈很多，但我只想来谈几点。 你若想学习 牧养这个工
作，你可以回到 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它讲了很多。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阿，你要向以色列的牧
人发预言，攻击他们， 要对牧人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
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 你们吃脂油，穿羊毛， 你们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 看看所有这些经文，
我们简直可以在此花上数个小时。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 这是牧人该做的事。 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 这是牧人该做的事。
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 这是牧人该做的事。 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 这点反复被重复，去领回被
逐的羊。 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 但用强暴严严地辖制。 因无牧人， 羊就分散。 既分散，便作了一
切 野兽的食物。 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 我的羊 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
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 就成为掠
物，也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 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 所
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 神从头到尾都在说，“我的
3

羊，我的羊，我的羊。” 我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 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
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 不再作他们的食物。 神继续说到了新约美好的应许 和神将会成就的事。
我不会读所有这些经文， 但你若读了这一整章，你会看到牧养的工作。
一个真正的牧人被呼召来做什么？我想在此给你五点。 第一，他被呼召去寻找。 他被呼召去寻
找。我们看到这里好几次谈到了这点。 他被呼召去寻找失丧的羊， 指的是尚未得救的人。 在路加福
音第十五章。牧人会出去，撇下九十九只羊， 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了他。 他被呼召去寻找迷路的
羊。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是同一幅画面， 不过这里讲的是人，一个属于主的小子。 他会撇下这九十九
个，往山里去找那个迷路的小子。 神会这么做。一个真正的牧人会这么做。 最后，他会寻找那些分散
的羊。 我们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反复读到了这点。 你若来学习这件事，这里说羊被分散了。 狼抓住
羊，赶散了羊群。 所以，要去寻找那些失丧的，迷路的，被分散的羊。
所以，要寻找。第二点：带领。 我们讲过这点，带领群羊。他会把群羊带到哪里去？ 圣经所强
调的一个重点是， 我们知道他会把群羊带到草地上。 他会把群羊带到草地上。他会让群羊躺卧在青草
地上。 神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你要把群羊带到 安息之地。 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躺卧在青
草地上。 你去看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余下的那些经文， 我们的工作是去把神的群羊带到安息之地； 不让
群羊担惊受怕， 而是让他们得享安息，让他们能安息在神。 生产性劳动是在安息之地。 要把群羊带到
安息之地，带到草地上。 第三点，要去喂养羊。
所以，寻找，带领，喂养。 不是用抽象的，神学上的圣经知识， 而是用对人有益的，能滋润灵
魂的话语 来帮助他们打生命之战。 保罗对提摩太说，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
事，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提摩太若确实有这么做，那么他会 用真道
的话语来滋润群羊，来喂养群羊。
所以，寻找，带领，喂养，医治。 照顾；医治他们。缠裹受伤的。 你再去往下看， 这会让我们
花上数个小时，哪怕只是看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中 有关缠裹受伤的， 医治有病的那些经文。 耶稣说，主
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这是牧人最荣耀的职责之一： 有特权去缠裹
受伤的、有病的、伤心的羊， 带领他们到安歇之地，使他们躺卧在青草地上。 这是何等的荣耀！
寻找，带领，喂养，医治和保护。 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你们就当谨慎， 为自己，也为
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必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入。 我们的工作是去保护群羊，不仅是从人的方面，
还有鬼魔的攻击； 要帮助群羊不为任何事胆战心惊。
耶利米书23:4， 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 牧人会牧养他们。神应许了新约的牧
人。 神会设立牧人。这是何等伟大的应许！ 神说，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 他们不再惧
怕， 不再惊惶， 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何等美好的祝福！ 神说，我必设立人 来照管
你们，你不必再惧怕，你不必再为任何事惊惶。 这是何等荣耀的应许！ 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我们
没有读这节经文，是在38节。 神说，他们必不再作外邦人的掠物， 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却要
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 没有理由去让群羊活在惊吓之中。 牧师工作的一部分是 去帮助群羊， 把他们
带到一个地方，使他们不再惧怕或惊惶。
好， 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没有人能当得起。 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事都需要主。 但有这些责任：
寻找羊，带领羊，喂养羊，医治羊，保护羊。 我们多么需要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做这些事！
我想用此来结束，这节经文对我多年来有很大的影响。 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
第十章。 这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你记得 主耶稣把自己说成 好撒玛利亚人吗？他们确实对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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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但他确实是一个撒玛利
亚人。第33节， 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 这个人掉在坑里， 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
慈心，上前到他那来。 这是主对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所做的事，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
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一个教会，一个店 指的是一个教会。他把那人带到店里去照应
他。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主做了什
么？ 他在坑里找到了你， 扶你骑上他自己的牲口，用油和酒倒在你的伤处， 他把你带到店里，把你和
一群信徒放在一起， 他对店主说，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这是一件好事。有时
候， 这个人会让你花费很多， 但你知道是主把他带到了你这里，让你来照应他。 把这个应许， 把这句
话放在你的心中，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这是一件好事， 在你牧养群羊时，
要记住这点。
愿主祝福你们！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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