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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9 日 

主日講台信息 

「羊群」  

／康來昌牧師 

 

經文：彌迦書第二章 12-13 節 

「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們，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處，如

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場上的羊群；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開路的（或譯：

破城的）在他們前面上去；他們直闖過城門，從城門出去。他們的王在前面行；

耶和華引導他們。」 

 

基督徒是神的羊群，需要有牧者帶領 

彌迦書 2：12-13 講到基督徒、神的兒女是一群羊，而且看起來有一點烏合

之眾。雖然這兩節經文很正面，是被帶領的，但人數眾多，大大喧嘩，然後好像

很衝鋒陷陣，有點亂；是好事，但有點亂。我覺得這是歷世歷代教會在見主以前

可能有的最好的現象，就是我們是一群羊，我們也被上帝帶領，人數也眾多，也

蒙神的恩典，甚至往前衝（不管是什麼意思），是得勝的，但還是有點亂。 

這就是我今天要表達的，就是我們在現在的世界，到主再來之前，教會有衰

有興。但不管是興是衰，都需要有牧人來帶領我們。而最好的牧人帶領時，也會

有一些不是那麼理想的狀況。我們基督徒起碼一個主流的想法，我們是很現實

的。所謂很現實，就是說我們不是作夢的人，我們知道上帝給我們的恩典是無限

的，但在我們有罪的人沒有完全被潔淨之前，總還是有他的軟弱。因為我們軟弱，

所以一定需要牧人。 

 

聖經對神兒女的描述 

聖經裡對神的子民有好多描述方式，神的兒女好像神的新婦，意思是說教

會、基督徒我們要專心的愛主。聖經也講到教會或以色列好像耶和華的軍隊，那

表示我們要能衝鋒陷陣、作戰。聖經也說我們教會、基督徒、真以色列人好像上

帝的管家，那說明我們需要忠心良善、有見識。（這實在就像我們教會很多長老，

不管是在教會或社會上就是最好的 CEO，要把公司管理得非常好。要很能幹，

忠心良善管理家裡、錢財，都管理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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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基督徒是神的新婦、管家，軍隊，這都很正面，但聖經也用了一個方

式來描述，我們是神的羊群。這就比較，不敢說是負面，但跟前面幾個形像所表

達出來的能幹、忠心、會打仗、很聰明，羊好像就沒有了。說我們是羊群，所表

現出來特點就是，我們一定需要人來照顧。每個教會都需要有人來照顧，因為我

們軟弱，而且仇敵也很強大。 

 

神擊打牧人，羊就分散 

馬可福音 14：27，耶穌對門徒說：「你們都要跌倒了」。「你們」就是耶穌這

12 個門徒，還有另外 70 個門徒，還有跟隨耶穌的這一群人，路加福音裡耶穌曾

稱他們說：「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我們是一小群羊群？當然千人、萬人和百

人、十人都是小群，都是指我們勢單力薄。「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

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我們不要怕，但我們是軟弱的，需要人來領導。最核

心的小群 12 個，耶穌說：「你們今天都要跌倒」。 

「跌倒」是聖經裡一個比較特殊的字眼，當然不是說像我有巴金森症常常摔

倒，「跌倒」就是犯罪，就是失去信心，就是軟弱。你們今天都要跌倒，都要失

去信心，都會軟弱。為什麼？因為有強大的壓力來壓迫你們嗎？不是。因為有魔

鬼來引誘你們嗎？不是。因為有重大的事情發生讓你們承受不了嗎？不是。今天

晚上你們都要跌倒了，因為「經上記著說：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這句話裡的「我」是上帝，「牧人」是群眾或教會的領袖。不是魔鬼要做什

麼事（魔鬼當然有做事）；不是有什麼特別重大壓力（當然有重大壓力）；但最重

要的，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掌權，「我要擊打牧人」這句話實在講得再直接一點就

是，天父要擊打祂的兒子，天父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不是只有狼來的時候羊

會分散，聖經這樣講，常識也告訴我們，不必有狼，羊群的特點就是始終需要人

來看管、照顧。 

我再說，我們有很獨立、自主、能幹的形像，我們是軍隊，那不需要牧人，

或說不是直接需要牧人。我們是上帝的管家，精明、能幹、忠心。我們是上帝的

新婦，貞潔、善良，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條，愛自己的先生。但是羊群就是軟弱，

羊群不僅是敵人來的時候軟弱，沒有敵人的時候，只要沒有牧人、牧人不在，也

就四散了。 

我們信友堂的狀況，比較起來，比眾教會要好得多，算是非常好的。如果在

歐美，常常看到基督教刊物上有聘牧啟示，很多教會，不知道有沒有一半以上，

教會的牧師是空缺的。聽說洛杉磯有五百個牧師沒有教會，有三百個教會沒有牧

師，大概是這個數字。我覺得很奇怪，不是應該牧師找羊，尋羊啟示，怎麼會是

尋牧啟示？羊群找牧人，很不幸了，更不幸的是有很教會找不到牧人，但教會要

繼續進行，就十年、八年沒有牧師，然後很多人發現沒有牧師也不錯，有牧師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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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在沒有牧師的情形下教會自己在運作。當然，教會是神的，神在帶領，

我們很感謝主，不過正常的狀況根據聖經，沒有牧人，羊是會分散的。 

 

個人團體都需要有好領導者 

任何一個群體都需要一個好的領導者，一個球隊、團隊、公司、國家、軍隊，

關鍵實在是領導者。在這一兩百年來的風氣、潮流，有人說是群眾創造歷史，群

眾帶領世界。但我不同意這說法，我同意英國歷史學家卡來爾說的，歷史是英雄

寫成的。我覺得就是領導者。就如蘋果的得勝是因為有賈伯斯，或起碼這佔主要

的原因。領導在教會裡是需要的。 

我沒有否認我們需要民主，我也沒有否認領導者需要能聆聽大家心聲，但他

要會領導，尤其是作牧師的（其實不只是作牧師的）。你說我不是牧師，今天這

道跟我沒有關係。不，有關係的，你作家長、老師、公司裡一個小組的領導，你

都需要知道，要作好的領導者，你要有異象、有方向、有勇氣、有智慧。你需要

非常能夠親民，知道他們的需要，但如果神讓你作領導者，就需要知道怎麼帶領

人，你起碼要比被帶領者知道的多一些，你需要知道才能夠領導得好。像以色列

人，如果沒有人好好領導就亂了，我們也是一樣。 

 

以雅各家為例 

教會跟以色列的關係很像，以色列是建立在雅各的 12 個兒子所產生的支派

上，教會是新以色列，是耶穌 12 個門徒所建立的各個教會。這 12 個人需要有

領袖。耶穌是我們的領袖，沒有錯，但神在人間也總是設立包括有缺點、有很多

缺點的領袖。有時候的確我們也知道，壞的領袖比沒有領袖還要糟糕，不過那不

是個正常的現象。正常的現象需要有一個好的領袖，希望我們以此自許。你不作

總統、教練、牧師、長老、隊長、團長，你總還有要教導、領導的人。你說我只

有一個人，那你需要好好的領導你自己。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

從身子的私慾。」我們不是讓慾望來管理我們，是讓我們的理智來管理我們的慾

望，我們的信仰管理我們理智。任何人，即使是一個人，即使是魯濱遜一個人在

荒島上，他也需要能夠用上帝給的智慧來牧養、帶領他自己，好叫他在牧養、帶

領島上的植物、動物時帶領得對。 

當雅各的 12 個兒子沒有一個好的領導人時，雅各家是很混亂的。雅各不是

一個好兒子，他騙爸爸。雅各不是一個好爸爸，他偏愛大兒子。雅各不是個好丈

夫，他有四個老婆，也偏心。不是好爸爸、不是好兒子、不是好丈夫，但雅各是

好工人、好管家，惡劣的老闆拉班給的職務，他都做得非常好。雅各是什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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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整個聖經，除了耶穌以外，最好的牧人就是雅各。 

大衛也是好牧人，他會保護羊群，擊打獅子、熊這些攻擊羊的東西，但這還

是負面的，只是會保護羊群這不夠，還要讓你的羊群茁壯、茂盛、繁多。雅各有

個非常惡劣的老闆拉班，但他非常忠心看顧他的羊群。他對拉班講，「我沒有來

之前你的羊群非常的少，我來了之後，你非常的富裕。耶和華隨我的腳步祝福

你」。 

各位，我們不誇口，但很希望我們所在的地方，家庭、公司、小組，最少沒

有因為我們在那裡作某些程度的領導而敗壞了，如果能夠更好、進步，那是最好。 

可惜雅各這很好的僕人、工人，後來他愛的妻子拉結死了以後，他變得不太

問世事，不太管他的家。當他所愛的兒子約瑟死了（他以為死了）以後，他更是

沒有好好管理，以致於他的家很混亂。如果雅各沒有作到家長、牧長的責任，他

的 12 個兒子中的老大就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但是沒有。流便是老大，但他不是

領導的人才，他不是牧人，他上了父親的床，亂倫，其他的弟弟也都不聽他的。

老二西緬，老三利未跟流便剛好相反，流便是太愛，尤其太愛女人，西緬和利未

是太狠，狠到殺人，都不能領導。責任就在老四猶大的身上。在猶大被上帝和他

瑪改變之後，他成為這個家的領導。 

看創世記雅各的家庭，當然馬上想到的就是約瑟，他的被賣、作宰相、怎麼

救了許多人，包括埃及人和附近的人以及他的全家。約瑟是個很好的管理者、很

好的治理埃及的人。但如果我們看得仔細一點，這個家的主角是猶大，是猶大解

決了他們家裡的問題。 

我們需要有一個好的領導。彌迦書告訴我們，神的羊群遠離了神，就為自己

和別人製造出非常多的麻煩。當神設立好的牧人時，他們比較好，神擊打牧人時，

他們就很糟糕。 

我們感謝主，我們每次的答案都是這個：不管教會怎麼爛，不管我們怎麼爛，

陰間的權勢不能勝過教會。各位，你聽到一千一萬個教會糟糕、牧師糟糕、神父

性侵小孩的事，一定叫我們傷痛，而且我可以跟你保證會越來越多。不是這個事

情越來越多，而是被揭發得越來越多，恐怕牧者有這些不好的行為也是有很多。

教會的醜陋和黑暗非常的多，牧者、領導者的錯誤非常的多，罄竹難書。但是，

神設立的教會，陰間的權勢不能勝過他。我們這一群羊群也是軍隊，雖然傷痕累

累、常常失敗，你要有信心，我們會得勝的。求主幫助我們。 

雅各的家很混亂，猶大起來以後就比較好。不過越是這樣，越是想到我們需

要一個領導者。 

以巴別塔事件為例 

巴別塔的事情也顯出人多麼需要一個好的領導者。創世記 11：4，「他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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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是從大洪水之後挪亞的後裔）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

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為什麼這件事上帝不喜悅？除了上帝不喜悅以外，我們也應該很稀奇，因為

他們建這座塔頂通天的塔，似乎建得很順利。到底古代文明是怎麼回事，其實很

費解。我們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很偉大的工程，到今天沒有一個好的工程答案告

訴我們金字塔是怎麼建成的，那些石頭是怎麼切、運、堆得這麼好，以致於有傳

聞是外星人來建的。這當然是鬼話，但怎麼建起來我們不知道。其實若多懂一點

上古史就會知道，在全世界各處很多文明、文化消失了，但有一些工程叫人很稀

奇。那些巨大的石頭，沒有工具、機械，是怎麼運到一個地方，怎麼切割、堆積

的。以前人的科技真的很差嗎？可能並不差。你看那些古老的文明就知道。所以

巴別塔絕對不是一個傳說而已，一定是真有其事，人能夠建一個塔，塔頂通天。 

 

為何上帝不喜悅人建巴別塔？ 

然後我們看到聖經寫得好像希臘神話一樣，希臘神話裡的宙斯，天地的主，

是非常小氣、好色、下流的，好像創世記裡耶和華也很小氣：「他們要造一個城？

這怎麼可以」？然就去破壞，變換他們口音。 

當然我們的神不是這樣，耶和華神不是小氣。甚至造一座城來傳揚我們的

名，都不一定是那麼錯誤，我們的名如果有高舉基督那就好了。可能那最大的錯

誤是在「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因為上帝起初創造的時候有一個命令，神創

造亞當夏娃，對他們吩咐：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神要人遍滿地面，

讓遍地無一處不得到按著神形像所造的人所做的治理。神要人遍滿地面，理想的

是我們在每個地方都有人，每個地方都有人代替、代表神來治理。可是人不願意，

這也顯出人的悖逆。 

我們看到造巴別塔的事情，是罪人很少合作做善事。罪人很容易作惡，作惡

很容易成功。各位，在你們的社區、學校、公司，要推動一件好的事情真是很難，

我們人的罪惡是這樣，群眾的罪惡也是這樣。 

 

以摩西和以色列民為例 

不過，神的羊群沒有領袖就亂，最明顯的就是摩西和他的百姓。當約瑟死了

以後，有不認識約瑟的王興起，以色列人就開始在埃及受苦受難。那麼久的苦難、

呼求，這麼可憐，為什麼神都沒有救？為什麼等了那麼久神才出手？ 

從一個角度來講，神是在等摩西來（或說神在預備摩西）。因為神要消滅埃

及人太容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虐待、傷害很苦，要停止這種傷害非常容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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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那之間可以叫埃及所有人都死掉。但埃及所有人都死掉，以色列人並不會得自

由，不會成一個國家，不會成為一個有力、幸福、快樂、有目標的團體，他們仍

然會是一群烏合之眾，很可能通通都自相殘殺死掉。羊不需要狼來破壞，沒有牧

人，羊就分散了；沒有牧人，我們沒有方向、沒有目標，就會散掉。 

摩西上山四十天沒下來，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不見了，他們就慌亂，就對亞倫

說：「起來！為我們做神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

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什麼事。」從這裡你看到一件事。請各位不要誤會，我

不是反對民主，我是說領導者需要有方向。百姓慌亂摩西不見了，但百姓知道做

一件錯事，在做一件錯事上他們很同心。他們吩咐亞倫，不是亞倫吩咐百姓。 

從前有一次選舉，宋楚瑜先生說：「民之所欲，常在我心」。這是政客的話，

講得也很好聽，民主不就是這樣？我相信現在的民意代表、市長競選，大概都是

這樣講，「我要滿足、造福選民，你們的意思我會表達，我會照著做」。很好聽，

我們都習以為常，認為是正常的真理了，但是，對嗎？各位，你在教小孩時，是

每天問：「寶貝，你要吃什麼東西？」「我要吃巧克力」，「好」。「我要吃冰淇淋」，

「好」。「我要吃糖」，「好」。他從來不會選蔬菜的。「你要做什麼」？「我要看電

視」，「好」。「我要玩這個、那個；我要從樓上跳下去，你接住我」。各位，你能

讓你管理的對象隨他所欲的去行嗎？ 

我不是反對民主、民心，我提醒作領導者的（包括你領導你自己一個人），

你是攻克己身，叫身服你。我們不是用自己的權威和喜好去治理人或甚至自己；

我們管理自己，自己的目標都不是隨自己的意思，我們認識真理的人，要讓真理

來引導我們。我們在引導、帶領一個教會、團契時，我知道現在民主意識高漲，

大概大家都是放羊吃草，你們要吃什麼就吃。「我們現在要吃有機的草、天然的

草、天然的冰淇淋」，我都不知道再這樣下去，會不會有毒梟在推銷毒品時也說：

「這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天然嬰粟花做的，非常營養」。我們不能夠照自己的意

思做事，求主幫助我們。 

百姓是這樣，他們見摩西不下山，就指導亞倫。搞錯了，應該亞倫指導他們，

結果是他們指導亞倫：「為我們做神像」。原文不是「神像」，就是「神」，「為我

們做神，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荒唐！你怎麼能夠順從一個你手所造的東西？ 

從這樣來看，包括現在中元鬼節，包括基督教以外所有其他的宗教，他們都

在拜他們手所造的。荒唐！你怎麼能拜你手所造的，那拜你的手還比較對，因為

它是你手造的。我們基督徒是拜造我們的主，那是正確的。 

但人糊塗了，沒有領袖，他們就要造一個神。這個神來引導他們，這不是很

荒唐？你造出來的神來引導你，怎麼會引導得對？「亞倫對他們說：你們去摘下

你們妻子、兒女耳上的金環，拿來給我。百姓就都摘下他們耳上的金環，拿來給

亞倫。」這也很稀奇，你看群眾，服從惡的命令很容易。「把你的金子給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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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容易的事？但就很容易，百姓都把金子給亞倫了。要人順服信靠上帝好難，

要人順服信靠一個木頭的關公、石頭的媽祖，好容易。他們主動的做，主動的要

做這神像，要膜拜它。 

然後亞倫就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們就說：以色

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荒唐！你的手造的東西，沒有生命，不能呼吸，

不能動。所有的宗教，台灣所有的廟宇，這種荒唐荒謬的事隨時發生，你有什麼

好拜的。「某個廟裡金子打造的菩薩像被偷走了」。「他不是很靈嗎？小偷偷他時，

他都不會叫一聲有人來偷我？」當拉結把神像放在他身子底下時，他爸爸在找那

神像，神像不會說一句話：「我在這裡」。為什麼我們會拜那不能看、不能聽的東

西？你說：「我們不拜那些」。但當知識份子拜知識，政客拜權力時，是一樣的。

我們只能拜那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主，拯救我們、管理萬物、愛我們的主。 

但亞倫就造了這個大亂，摩西下山對亞倫說：「這百姓向你做了什麼？你竟

使他們陷在大罪裡！」22 節，亞倫說：「求我主不要發烈怒。這百姓專於作惡，

是你知道的」，這又是一件重複的事。 

 

人離開主就沒有良善 

亞里斯多德說，友誼是一個美德。也就是說惡人沒有友誼，也就是那些幫派、

會黨、流氓，說什麼歃血為盟，其實他們沒有友誼、沒有美德。真正的友誼是有

道德的。惡人說起來好像同甘共苦，但只是為了利益，惡人沒有友誼。 

當我們離開上帝，我們沒有美德，也就沒有友誼。亞當夏娃離開上帝，不再

恩愛，「你給我的女人叫我吃的，是女人害我的」。以前說你是我骨中骨、肉中肉，

現在是你害我。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推責任給別人。惡人沒有友誼。 

然後亞倫對摩西說：「他們對我說：你為我們做神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

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什麼事」，你知道亞倫說這

句話還有一個暗示，「摩西，整個事的錯就是因為你，你不見太久了」。這個神像

怎麼出來的？亞倫真是會編故事，他說：「我對他們說：凡有金環的可以摘下來，

他們就給了我」。注意下面這句話，「我把金環扔在火中，這牛犢便出來了」，講

故事！前面才講是用雕刻出來的，現在說金子丟進去，牛犢就出來了。從一個角

度也是對的，作惡大家很合作，同心一致，行善很難。 

「摩西見百姓放肆（亞倫縱容他們）」求主幫助我沒有表達錯誤。我們需要

民主、需要體恤民情、需要知道民之所欲是什麼，但我們有更高的標準。不是百

姓的意思，不是民意，也不是獨裁者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求主幫助我們。 

神的意思是什麼？神的意思記在神的話上。耶穌說：「我認識我的羊，我的

羊也認識我。我認識我羊的聲音，我的羊也認識我的聲音」。各位，我們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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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嗎？主認識我們的聲音，因為祂是羊的主人，祂一聽這聲音、那聲音就知

道。我想我們當中當媽媽的，都是耳朵非常靈敏的，哪一個孩子哭了、叫了，一

聽就分辨出來。每一個媽媽都是最好的樂團指揮，耳朵尖得不得了，聽得出來。 

我們的主聽得出來我們的呼聲，但倒過來，我們聽得出這是上帝的聲音還是

魔鬼的聲音嗎？為什麼異端那麼容易引誘我們，因為我們對上帝，對我們牧人的

聲音不熟悉，以致於我們每個人聽到敲門時，大野狼說：「開門、開門，請開門」。，

「你是誰」？「我是你媽媽」，立刻就開門，迎進大野狼。你對大野狼的聲音和

媽媽的聲音分不清楚，因為媽媽每次喊你，你不聽。我們太容易被異端引誘了，

求主讓我們能夠聽。 

更有甚者，不聽的結果不只是不聽，不聽的結果，羊群會變成獅子。在耶利

米書 12：8，「我的產業向我如林中的獅子，他發聲攻擊我」。我們遠離神，會恨

惡神，也會恨惡人。神是所有美善的源頭，你離開了神，你就沒有美善。我想我

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我們親近主、喜愛教會、喜愛讀經、喜愛禱告，或我

們願意做這些事，願意親近上帝，我們對人也會是比較善良，做事也比較有恆。

離開了上帝，暫時可能還會好，長期的就會枯乾。 

在大、小先知書和歷史書裡都看到，以色列人離開主、拜偶像，有很多罪惡，

其中有一個好像就是貪圖田地、佔有田地，像以賽亞書 5 章講的，「禍哉！那些

以房接房，以地連地，以致不留餘地的，只顧自己獨居境內」，這是歷世歷代，

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有千畝之地的寫照。人沒有上帝的心，就沒有愛人的心。

怎麼辦？ 

我們感謝主，神恩待我們。看到彌迦書寫到以色列人的敗壞，從 2 章 1 節

講起，「禍哉，那些在床上圖謀罪孽、造作奸惡的！天一發亮，因手有能力就行

出來了。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霸佔房屋和產業。

所以耶和華如此說：我籌劃災禍降與這族；這禍在你們的頸項上不能解脫；你們

也不能昂首而行」，第 4 節，「到那日，必有人向你們提起悲慘的哀歌，譏刺說：

我們全然敗落了！」第 3 節這話，「耶和華籌劃災禍降與這族」很重要。在人一

再得罪祂、遠離祂的時候，神有時候會降災，讓人悔改。 

那麼，我們的結束是什麼？彌迦書的結束是什麼？我們的結論是什麼？我們

講到教會、牧人、會眾、國家、社會的敗壞，這世界好像越來越沒有盼望、越來

越灰暗，人的愚昧和自私越來越多，人的殘暴和殘忍越來越多，人的沒有人性越

來越多，我們就灰心絕望了嗎？耶和華發怒、生氣了，在彌迦書第一章有講，耶

和華發怒生氣就消滅我們嗎？ 

 

基督教終極、全面的信息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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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不是的。我們的信息終極、全面的來說總是福音，對每個個人、教

會都是正面的。那正面的就是今天讀的經文，「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們」，神

會聚集我們成為群羊，聚在一起，「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就是餘民，就是

歷經滄桑、歷經擄掠、歷經教會的敗壞、歷經個人的失敗，仍然在各樣的失敗、

罪惡、失望中，因著神的恩典保守，我們還是信祂，這叫餘民。 

神會把我們聚在一起，「安置在一處，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場上的羊群；

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這句話也是我們信友堂，尤其第二堂結束時在大廳

的狀況。「開路的（或譯：破城的）」開路是往前走，破城是攻破敵人，「在他們

前面上去；他們直闖過城門，從城門出去。他們的王在前面行；耶和華引導他們。」 

我們是上帝的羊群，我們雖然也是管家、妻子、僕人、軍隊，雖然也有很強

的地方，但我們是羊群，是弱小的，總是需要牧人。神是我們的牧者，願神也賜

給我們人間的牧者。人間的牧者一定也有軟弱，但我們求神引導他，好叫他引導

我們。我們將來在天上會完美，完美的管家，要管理新天新地。完美的妻子，要

打扮我們的新居。完美的羊群，能夠出很多羊奶、羊毛，我們是豐富的。今天在

世上，有時候我們是非常流離失所的羊群，求主幫助，有好牧人來引導我們，讓

我們強大、豐富。雖然強大、豐富的時候還是不理想，會大大喧嘩，但我們寧願

交誼廳大大的喧嘩，不要冷冷清清。願神賜福我們。 

 

禱告 

「天父，謝謝你的恩典和慈愛，求主同在，求主恩待你的教會。主，我們是

你的羊，我們要能夠聽到你的聲音。你有聲音對我們講話，但我們分辨不清楚，

因為多半的時間你對我們說話，我們耳朵是閉著的，以致於當狼、其他假冒的先

知對我們說話時，我們並不能認清。我們感謝你，你認得我們，每一隻你都認得，

願我們也認得你的聲音，我們能夠聽到你的聲音，不但聽到你的聲音，我們喜愛

你的聲音，我們會對你說：「請說，僕人敬聽」。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