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7/01/2012 
題目：好牧人 
經文：約翰福音：10：11—21 
主旨：我們能享受豐滿與滿足的生命，因耶穌是那位至大至高的牧者。 
 
引言： 
 
     今天‘好牧人’這個題目有可能熟悉，也有可能不熟悉。我們熟悉，是因為我

們聽過好多次，也蠻喜歡聽耶穌是好牧人這句話﹔我們不熟悉的原因：因為我們大

多數人大概是在城市裡長大的，所以和羊沒有第一身的經歷和來往。但是透過聽不

同的道和看一些的書本，我們也知道一些有關羊的事情，一般來說，羊是比較不安

全的，很容易被一些不熟悉的聲音和陌生人所驚嚇。它們往往也不輕易也不敢去一

些新的地方去找草吃，有故事，也有牧羊人告訴我們：羊在自己吃草的地方，就算

草已經吃光了，他甚至可以在那個地方餓死，但是它不會想到走遠一點，在那邊有

更多更好的草。如果他們迷失的話，他們不一定像其他的動物像貓，狗能夠找到自

己的家，沒有一個牧羊人，或是一隻牧羊狗的話，他們很容易的被野獸所攻擊所侵

犯。當你聽到這些對羊的描寫的話，你好像會感覺到和人差不多吧，也可能因為這

個緣故，所以聖經中經常用羊來比喻人，當我們看見聖經講到羊的時候都可以用人

來代替。 
 
     我們人也可以不安全，也可以很輕易受欺負，也很輕易的就迷失了路。這在這

樣的前提之下，我們要來看耶穌的另外一個自我的宣言： “我是好牧人”。 
 
     為了要好好的，更完整，完美的了解欣賞這一句話，我們一定要來看一下舊

約。我想當過去我和你們談到新約耶穌的自我宣言，在去年十二月，談到耶穌就是

門，我們都談到舊約的一些背景。今日，我想和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在舊約的聖經

裡面，這一位創造天地的主，往往是用牧人作為一個描寫。在《創世紀》48 章 15
節， “但願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

神。”這一位神是那位牧養我的，是我的牧者。大家最熟悉的一段經文是《詩篇》

23 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耶和華這一位創造天地的神，這一位守約的神，他是我

的牧人。 
 
     我們在《申命記》也看到這一位創造的神，這一位的牧人，他如何透過摩西和

亞倫來牧養以色列民。當然在聖經裡面，有一個很清楚的描寫大衛是如何的牧養以

色列民的，並且是一個好的牧人。在《詩篇》78 篇也是一段在這裡弟兄姊妹比較

熟悉的，“他 ”就是指做耶和華神，選擇了自己的僕人大衛，從羊圈中將他召來，

叫他不再跟從那些帶奶的母羊，為要牧養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產業以色列。於

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 
 
     然后在大衛之后的君王和先知都要成為神子民的那位牧者，來牧養以色列人。

他們當中有好的君王和先知，但聖經裡面告訴我們有更多的不好的君王和不好的先

知知，因著這個緣故，所以神的子民就好像一群羊沒有牧人一樣了。他們被人欺



負，他們感覺到困惑，當他們受傷時，沒有人把油倒在他們的傷口上。剛才我們看

的一段經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他用油膏抹我的頭，用油膏抹當然是有君王的意

思，但是最基本的從一個牧人角度來看，用油倒在羊的傷口上。因此當他們沒有一

個牧人的時候，沒有人在那裡包裹他們的傷口，沒有人把油膏抹他們的傷口，他們

是無助的，他們的身體和心靈有極大的需要。 
 
     后來在先知的書信裡面，我們開始看見了一些目前沒有牧羊的人在那裡照顧他

們，他們期待有一天，有另外一個牧者來。其中一兩節代表性的經文，在《耶利米

書》23 章：我要將我羊群中剩余的，從我趕他們到的各國內招聚出來，領他們歸

回本圈，他們也必生養眾多。《以西結書》也說牧人在他的羊群失散的時候，怎麼

樣尋找他的羊？“我”指做將來要來的彌賽亞，這一位神，我也一樣的要把這些羊

找來，把這些羊都歸在一個地方。這是當時的背景。 
 
     沒有牧人在那裡期望有一天有一位牧者把他們召集在一起，以這做一個背景，

耶穌出來了。耶穌說： “我是好牧人”，我就是舊約聖經裡所指向的那一位的牧

者，那一位大的牧人，那一位好的牧人。 
 
 
I. 耶穌是那位與羊有密切關系的牧人。 
 
 
以這作為我們的背景，我們一起再將好牧人這一句話來解開一下，來看看是什麼意

思，也特別的看一下，這段經文與你我今天又有什麼關系？在這段經文裡面 11—
15 節，耶穌開始就將祂自己和兩種人對照，一種人就是盜賊，另一種的是雇工，

他講到賊來了，莫非就是偷和搶，要來傷害這些的羊。他們對羊一點都不關心，他

們所關心的是自己的福利。在中世紀的教會歷史裡，我們看到當時的羅馬天主教如

何在那裡教導那些無知的信徒，如果你要你的親人在煉獄裡少受點苦的話，你就要

多奉獻給教會。所以在街上有很多人帶著那種銅做的碗在那裡收錢，每當有人把一

個銅板丟進去，有聲音響時，他就說這個人又減少了一些痛苦，在更多的，又減少

了一份痛苦。這種無知的嘔心的操作，在那裡傷害這些的信徒，這些的羊。當然在

宗教改革后，因著馬丁路德的教導重回到聖經裡面，這些的惡習慣就開始被消除

了。 這些就像強盜一樣的，賊一樣的。今日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教會裡，我們也看

到一些相同的現象，當然我們不一定放錢罐在那裡，丟一分錢在那裡就說你積了多

少功德，沒有那種的操作，但也有一些的人看來好像是牧人一樣，他們所想的透過

教會，想自己如何賺更多的錢，有時候他們自己的經濟豐富到一定的程度，連美國

的國會都要開始進到他們的教會裡，他們的生活中，去審核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

的。 
 
有時候我們在一些教會裡，聽到一些經常教導那種道德虧欠的信息，那一些的教

會，或許在我們的當中，列了很長的清單，你一定要做••••••如果你做不好

的話，你就是可怕的罪人，你要經常的認罪，你要悔改。因此造成了一些經常生活



在懼怕神的憤怒的信徒，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神的恩典和憐憫，所知道的就是恐

懼。比如說有一個極端的例子，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在這種的環境裡長大，造成了嚴

重的心裡問題，去找一個專業的輔導，她一進去，輔導員第一眼就看見她緊緊地抱

住黑色的聖經，她不肯放下, 為什麼，她害怕她一放她就失去了救恩，因為對她來

講, 她的救恩, 就是我要緊緊地抱住這本聖經，這本聖經所講的我都要牢牢地遵守，

做不好的我就被定罪. 這是何等的一種教導，這真是像賊進來傷害這些羊群一樣.  
一點都沒有知道神的恩典是什麼.   當我們在這種的親情況之下的時候,  難怪大概十

多年以前，有一位傳道人寫了一本書，叫做《情緒暴力的教會》在那裡沒有談到神

的恩典，所給的是使到信徒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罪疚感。當然也有些好像是牧人但

是也像盜賊一樣的，他們在教會裏，他們趁著那些的會眾在他們的情緒和意志最脆

弱的時候，在那裡佔著他們的便宜。 
 
     耶穌和另外一種人的對照是那些的雇工，雇工在那裡就做他的工作，按時來按

時走，該做的他都做，但是他們的心不在這些人的當中，他一切都做得好好的，但

是他的心不在。因為這些不是屬於他的，他只是來打工的。我也和你們經常提到在

我讀中學時，有一個教宗教的老師，我們在背后稱他為神棍，他教宗教教聖經教得

很好，因著他的教導，我們在考香港年考的時候，都考得很好，但是他的私生活卻

是另一回事，這是我們年輕的中學生都能看得到的，所以我們在他背后都叫他神

棍。他是一個典型的雇工，他的心不一定在我們身上，他只做他該做的，如果出了

什麼事，他會第一個准備跑的。 
 
     換一句話說，當耶穌一開始說我是好牧人，他拿這兩種人來對照時，他是告訴

我們這些的羊和他們一點親密的關系都沒有，這些的羊雖然在他們照顧之下，但仍

然是困擾的，仍然是流離失所的，仍然在那裡被人佔便宜，被人侵犯。所以以這兩

種人做背景，耶穌說：“我是好牧人”。然后我們要來看一下， 耶穌說：我是好

牧人，我們住意在 11 節和 15 節，耶穌兩次提到我這個好牧人，是為羊捨命的。

V.15, 我認識我父，並且我為羊捨命。下面也提到我這個捨命不是你要我捨命，而

是父神的心意，我聽從父神，但不是任何人要逼我做，而是我心甘情願的。是我要

把我的生命犧牲，好叫這些的羊，這些的人能夠和他們的創造主和好，是因為這些

的羊是為了讓他們的屬靈的生命活出來，要叫他們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我將我的生

命為了他們捨掉。 
 
     大概二十年前左右，我家的最小的孩子，大概兩歲多一點，我們家裡面，我記

得那個下午，從早上就開始慢鍋在煮牛尾湯，煮了差不多大半天了，小兒子就在那

裡走，然后碰到那個電線，漫過就翻了，湯就掉在他的腳上，你要記得是熱的，有

油的，蠻痛的一件事。然后就把他送到醫院去，在醫院的那段時間，其中的治療就

是把腳放在 whirlpool (漩渦型的水漩)，是為了讓腳上的燒死的皮膚出來，讓新的

皮膚生長，雖然也吃了止痛藥，醫生說吃的這個止痛藥不但能止痛，就是昨天發生

的事情都能忘記，可這個小孩子，一進那個房間就會記起昨天的事情，也蠻痛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抱著他，然后他的腳在水裡面，我不斷的跟他說：孩子,  這一定

很痛, daddy so sorry, it must hurt a lot.  我記得我跟他說：我多麼願意替你承擔，我



就把我的腳放在水裡，免得你那麼的痛。后來，我再想一下，就算我的意志是多麼

的崇高，讓我來替你。但是他還是那一個受苦的, 是不是? 這我們都會說我巴不得

為你受這份苦，但你我都是有限的，我們做不到，結果還是那一個人在受苦。但這

一位牧人就不一樣，他說：你犯得這些的罪應該得到懲罰，讓我來替你，讓我來替

你死，因為他替你我的死，我們不需要在遭遇到這些的懲罰，因為他替你我的，我

們所犯的罪真正得到了赦免，被神的饒恕了，這是多麼密切的關系。 
 
 
1.  聽他的聲音.   然后在這一段經文裡，又告訴我們這密切的關系是怎麼一回事？

在第 3、4 節，這裡說，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第 4 節，羊認識他的

聲音﹔14 節，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有沒有看到好密切

的關系，你講話的時候，他聽見了，他知道是你在講，他認識你，他一講話，你就

聽見了﹔剛才那首歌《細細的聽》，聽什麼？聽牧人的聲音，他一講話，你一聽，

就知道是誰在講話，你就會跟從他。當何伯母在醫院昏迷時，你不知道她認不認得

你，你講話，她不一定聽不聽的見。注意到有一兩次，當我去的時候，她的幾個女

兒說媽媽•••••媽媽聽見了，媽媽就嘗試想把眼睛睜開，但不一定能睜開，但

她聽到女兒的聲音，她是有反應的，她知道他們是誰，就是在那個昏迷的狀態，她

一聽見了，就認識他們是誰了。當女兒們看見媽媽, 丈夫看到她有這種反應的時

候，他們都好高興，她聽見了，她聽見了，她聽見的后面是她認識他們。她知道你

是誰了。一個很密切的關系，因為他們是屬於她的。我想這對我們是不是很大的鼓

勵和安慰.  
 
     當我在我絕望的當中，我呼求他的名字，當我要講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我只

能叫主呀，主呀。我知道他聽見我了，他在那裡說我知道是你，這是何等一種的安

慰。你有沒有想過當你看見好人在那裡受苦的時候，當你看見好人在那裡生重病死

掉的時候，你的心裡面會很憤怒，為什麼會有這種的事情，你的這位神如果你在的

話，是很殘忍的，為什麼讓好人在那裡死掉，不好的人卻好好的在那活著，你會在

那裡發怒，你會在那裡對神大喊大叫。但是你知道嗎？神在那裡說：我聽見了，我

聽見了是你的聲音，我知道，但是你相信我吧，你相信我，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喔, 當你知道他認識你，你也認識他的時候，何等的一個鼓勵，這一個親密的關系

也包括了供應安全的關系。 
 
2. 供應我們的安全.    在去年的十二月，和大家一起用一篇的信息來講他就是門，

耶穌講我就是門。我是那一個守門的，當羊進入他那個屋子裡面，他就守住那個

門，羊在那裡面是何等的安全。當我們在踏入這個門裡的時候，我們不需要被邪惡

或那些邪惡人的攻擊，因為他是我們的門，他供應我們的安全。 
 
II. 耶穌是那位好牧人。 
 
 
在 11、14 節，重復提到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不單指與我們有一個好的關

系，親密的關系，而且他是一個好的牧人，不單只是一個牧人，而是一個好的牧



人。大家也記得我在不同的時候和大家分享《納尼亞的歷險記》“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獅子, 女巫，魔衣櫥”  在第一次，四個孩子進入這個童話世

界，他們就去到海塔的家，海塔夫人對他們說：我們這個世界有一個王，他的名字

叫亞斯蘭，他現在不在，他去了另一個地方，但是有很多的謠言最近出現了，他就

要回來了，我們都在期待他就要回來了。然后這四個孩子就問：那位獅子亞斯蘭王

安全不安全呢，海塔夫人聽見了說：安全? 你說獅子安全嗎？當然不安全了。你再

喜歡的獅子，會有那一個獅子是安全的? 你去了任何的動物園，都有一個欄杆圍牆

圍住的，防止獅子碰到你。因為獅子是絕對不安全的。神有時候也是這樣的，你說

神安全嗎？我說這個神才不安全呢!你又沒有試過掉在他的手裡，你又沒試過你相

信那之后，怎麼那麼倒霉的？就像多年前，有一個人散會和我說：薛牧師，我很困

擾，我信了耶穌之后，好像沒停止過生病。遇到這個神，你說安全，我說一點都不

安全呢，你說我要相信你，我要愛你，我要聽你的話跟隨你，這更可怕! 是不是？

你可能在一次情感沖動的時候，神呢，我要跟隨你，你帶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但是你講的時候，神真的聽見了。然后有一天神要你去某某地方，你說有沒有開我

玩笑，那個地方都沒人去，神說：你不是和我說過，我帶你去哪裡，你就去嗎？一

點都不安全的，你以為你把孩子帶到教會裡，認識了神就會很安全。也許神把他帶

到一個你從來都沒想過的地方，如果你早知道神會呼召你的孩子做傳道人或宣教

士，大概他小的時候，你不會隨便把你的孩子帶進教會來。一點都不安全，但是海

塔夫人知道他一點都不安全，但是他是好的。He is not safe, but He is good.  他是那

一位好的牧人，好的君王。 
 
 
         1.  好的牧人帶領我們 
 
我們再來看一下，他是怎麼樣的好？你頭腦都知道祂是好的，但是你在某些的處境

裡，你就會懷疑，是不是?   首先這個好的牧人，我們要借用《詩篇》23 篇，因為

當你在講解《約翰福音》10 章的時候，你不能夠離開《詩篇》23 篇，所以我們要

借用 23 篇來幫助我們更多的了解這段經文，但是讓我們注意的是詩篇 23: 第 2
節，“領我到可安歇的溪水邊，”  然後你再看《約翰福音》10 章 3、4 節:“看門的

給他開門，領他出來，第 4 節說：他就走在前頭，羊也跟著，” 意思就是說，他在

他們前面走，他在帶領他們。他不是站在那看著你們怎麼做就怎麼做，而是在那帶

領著。隻是一個好的牧人在那裡，帶領他的羊，做他的羊的領導、領袖。我想這對

我們來說也是何等的安慰，當你知道這位大牧人，這一位的神就是在你前面走，你

的心裡那種的安慰，心裡面的那種安全，當然你看得見是最好的，當你看見他的確

在你前面走的時候，你會好放心的一步一步的跟著，但往往我們是看不到見的, 那
怎麼樣呢? 當你凡事順利，想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時候，你的見証是什麼？你見

証充滿著，我真的很感謝神，這些年帶領著我的家裡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是不是？但如果你遇到不順的事情，如果你所愛的人生了重病的時候，你還會不會

在那裡說我真的很感謝神，在那裡帶領我，你大概不會講話，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你大概會讓人帶領你禱告一下，好叫神能夠帶領我，是不是？但是我們要記得他是

那位帶領我的。雖然很多時候我的肉眼看不見，但是我需要相信他帶領著我，在我



前面走，帶我走過。在最近幾年裡，當然我屬靈的成長是不停地，你年輕的時候，

你有某些的認識，當你年紀慢慢的大了，到了我今天的這個年紀，我很多東西還是

在那裡學習。因為成長是一件不停地事情，如果那一天我停止了成長，那我就沒有

什麼意義了。在最近幾年，我深深感覺到我以前求神帶領我的孩子，帶領他的事

業，帶領他的家庭，但是最近越來越體會按著我對聖經的了解，神的帶領是肯定

的，不像你在祈求他帶領你，他一直帶領你，因為講的很清楚，這就是他，他就是

在帶領你，不管你是看得見還是看不見，神都在那裡帶領你，所以你不需要祈求神

說: “你來帶領我”。我發現我這幾年為我的家人和我自己的禱告，我的禱告是神

呀，求你幫助我，幫助我的家人和我的孩子，讓他們更加順服緊緊來跟隨你。我們

的問題不是神帶領不帶領，他一定在帶領，這是不可否定的事情，但是關鍵是我們

有沒有跟隨他。所以當我們在自己那些不可想象的處境，我要深深的相信他仍然在

那裡帶領我。 
 
     我在這裡也特別想談一下這個帶領，這是和牧人分不開的，我們都熟悉，剛才

也唱了那首歌，“我雖然走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那句

話也包括了說他在一直帶領我，當我在死蔭幽谷裡，他還在那裡帶領。有時候神在

帶領你，帶領我，當我們在病痛的時候帶領我，他把我們帶出了死蔭的幽谷，讓我

們的身體能夠經歷康復，讓我們經歷過這些危機進入了一個充滿著機會的處境，但

是這一句話也包括了他帶領你，帶領我，經過死蔭的幽谷一直走進了神的懷抱裡，

這就是他的帶領。 
 

2. 好的牧人供應我們.    
 
     在這段經文裡，看到他的供應，《詩篇》23篇第 1 節，說：“耶和華是我的牧

者，我必不至缺乏，”  我相信我們當中有很多人經歷了很困難的處境，你好像很多

東西都沒有，但當你回頭再看的時候，你有沒有缺少過一些你所需要的，可能不

多，可是總是都有。當我們經濟越來越好，狀況舒服的時候，我們會說我們這個沒

有，那個沒有，但是你回頭看時，神從來沒有虧待過我。當你不知道下一餐飯從哪

裡來時，他在那裡看顧，在那裡供應你所需要的。 
 

而且不但如此，《馬太福音》11 章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他會給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的舒心，那種的更新﹔當你工作疲倦的

時候，有時你安排了一些的假期，可以使你得到休息，使你的心身體暫時得到更

新。但有時候，我們有些的人像機器，老牛一樣的，沒有辦法停的﹔對我們當中有

些的人，如日本人一樣，在我們字典裡面沒有休閑這兩個字，在日文裡，沒有休

閑，也沒有這個觀念，所以他們現在用休閑他們都要借用其他的語言發文，就變成

了他們的語言。因為在他們的文化裡面，以農業為主的，沒有那一個休閑的觀念，

我們很多人就是這樣，一直不停，都在那工作。有時候神使我們休閑，給我們一場

病，讓我們失去了一份工作，逼著你不休息不行。他在供應我們，他知道什麼是我

們所需的。 



 這一個好的牧人，他在那裡保護，他在那裡供應，他在那裡帶領，這也就是他

在第 10 節大家熟悉的經文：“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什麼

樣的豐盛，他在那裡照顧你，他在那裡供應你，他在那裡帶領你一生的路程。他說

給你的給我的，一個自我犧牲的一個關系，他的重點就是為了你的好，你不一定看

得見，我也不一定明白，但我要知道要相信他，這一切都是為了我的好處。 
 
 
III. 耶穌是那位心胸廣闊的牧人 
 
 
在 16 節有一句的話，可能引起很多的討論，他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

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愛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了。”   耶穌是對著一群猶太人說這句話的，他在那裡告訴他們：我不單單在這裡

帶領你們的，我在另外的地方，另外的城市，另外的民族裡，也有我的羊，是我要

把他們帶來的，正如在《以西結書》說的，從各地方把他們帶領，歸於一個羊圈，

歸於一個牧羊人。然后這些人聽見后，想想也蠻有道理的，因為你看他醫病的對

象，不單單是猶太人，他也醫了許多的外邦人﹔這是不是就如他說的他有其他的

羊。在這段經文之前，他說我是世界的光，他不單單是猶太人的光，他是世界的光. 
那已經暗示祂在其他地方也有羊，是主要把他們找來的，要叫他們都歸於同一個牧

人。所以耶穌在這裡所看見的大牧人不單是我的好牧人，也是許多其他地方好多羊

的好牧人。 
 
     今日我們剛才在禱告的時候，是為了短宣隊禱告，一個原因是在那些地方也有

神的羊，是我們要去帶領的﹔有些還沒有進入神的羊圈，是我們要把福音傳給他

們，用愛心，耐心把他們帶到這個羊圈裡，好叫他們歸於同一個大牧人。而且你知

道嗎？現在在國內好多的教會，包括以前去過的一個神學院，去年去得時候，他們

告訴我：牧師，我們神學院今年改了方向，我們決定在未來的 5 年—10 年，我們

重點是要訓練一批的基督徒傳道人，預備他們將來把福音帶到中東那邊，到回到耶

路撒冷去。 
     是不是我們也要同樣有這個牧人的心眼呢？我們的世界不是單單你我能看得見

的，我記得當我們兩三年前，討論這個愛心行動的時候，有人說為什麼要把這麼多

錢放在其他民族去呢？我們自己中國人當中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完全同意。我也

同意我們要關心我們自己本族的人，但是我們這些跟隨這位大牧人的，我們一定要

向他一樣的心，他從來沒有將自己限制在這個小小的民族裡，他所看的是各地都有

他的羊，是他要把他們帶來，歸於一個的牧人。當你回去看啟示錄的時候，你就體

會到祂的心意是什麼，就是從各地各民族有他的子名出來，有他的羊在那裡，這是

一個好牧人，大牧人。 
 
     這和你我又有什麼關系呢？住在休斯頓的，大概你看報紙的話，大概每個星期

都會收到兩次廣告，告訴那些你夢想的房子，那房子好漂亮，不是房子的話那就是

車，是不是？你的夢想的車，誰不想買那個能走 110 英裡的車，車名我都忘記了，

很快就出來了，好像現在賣 10 萬塊，希望更多的人買的話，會越來越便宜。你夢



想的房子，夢想的車，但你不擁有那把鑰匙的話，對你一點用都沒有，我看那個報

紙，這個房子真的很好，這個車子我真的很想，但是我沒有擁有那把鑰匙，就算

了。對一個好牧人，他再好，你知道他再好，那又怎麼樣呢？ 
 
結語 
 
今天我想用一個講道時不常用的一種結束方式來結束這篇的信息。首先，你要跟這

個牧人聯系在一起，你不單單知道他是一個好牧人，你要相信他，並且你要接受他

是你的好牧人﹔你除了接受他是你的好牧人，今天的經文也告訴你：你要聽他的，

跟隨他，你既然認識了他，你就要跟隨他，你要怎麼樣聽見他，怎麼樣跟隨他，那

你就要回到他的話語，聖經裡已經清楚告訴你了，告訴我做的什麼。那你我好像是

蠻簡單的，我們就去做就是了。他說我的心裡是讓你們愛神愛人，很簡單的。但是

就因為太多的事情在那纏繞著我們，使我們不能太專心的愛他，我們愛很多其他的

東西，就是不能專心的愛他﹔也因為有太多的人我們不喜歡，所以我們不能夠愛

人。但是他的吩咐真的是簡單，愛神愛人，聽他，跟著他一步一步的走。 
 
 
然后最后一的點，當你我在跟著這個大牧人的時候，那你我是不是要有牧者的心？

最近兩三年，因為教會一直在聘牧，我有機會跟一些其他教會的牧師無論是在國內

的牧師也好，在這邊的也好，談到這一方面，很多地方都在找人，我也有機會跟其

他教會的一些和聘牧委員會談話，我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結論，不錯, 應徵的人是有

的，但我們沒有把握那個人有沒有那個牧者的心。我們有一批受了訓練的人，神學

院的訓練，無論北美的也好，香港的也好，國內的也好，我們有一批，他們都蠻會

做事的，也蠻會講道的，也是蠻會鑑定這些會眾屬靈的恩賜和幫助他們服侍，但是

我感受不到他們牧者的心。這兩天從國內收到電子郵件，當我看了之后，心中充滿

了感嘆。同樣的，在那邊有傳道人在那感嘆說：這些人都做宗教的事情做的很好

的，但是沒有那個牧者的心。我一直對大家有一個的希望：當神把人帶到你生命的

時候，你要有一個牧者的心。你不要單單的看他們，好像有時候我們做牧師，一看

見你來了, 我第一個有興趣是對他的屬靈恩賜是什麼有興趣，為什麼我重視, 因為我

知道他的屬靈恩賜是什麼的之後，我就可以把他放在教會的某一個崗位上服侍，是

不是？教會有好多的需要，這個教會也好，其他教會也好，但是他會怎麼樣？當然

他會說真好，這就是我要的教會，我一來你就看重我的恩賜，要我做這,做那。但

是做三年、四年之后會感覺怎麼樣？他會感覺你看我只不過是一件東西而已。不是

屬靈的恩賜不好，是要做的,但是在這個屬靈的恩賜同時，我們要有一個平衡，我

要愛他，關心他，像這個大牧人一樣在關心，當我感受到你在那裡關心我，你不要

講恩賜了，你就是告訴我這個事工我可不可以參與，就算我沒有這個恩賜，我也盡

量會去做。像我們的牧人，有一個牧者的心。我們當中做長老的，做執事的，做團

契輔導的，不單是牧人，你有你的責任要做，但是更看重的你要有一個牧者的心，

跟他們建立一個密切的關系，要愛護他們，關懷他們，不要讓他們變成你手中的一

個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