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1.4                     如何挖掘活泉之一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 開始的話 
* 2009 新的年度，主賜給我們『挖掘活泉之年』的禱告題目！也將《結 37：1-14》

所顯示「在骸骨上，加筋，長肉，遮皮，加上生命的氣息，使骸骨成爲耶和華

極大的軍隊」的異象，和《結 47：12》所顯示「從聖殿寶座流出來的活水，變爲

江河，變爲大洋，叫鹽海變爲活海，叫死地變爲肥沃之地，使無限的植物、動

物、萬物都活過來」的異象，顯明給我們看了！我們的生命祭壇，在過去七年

的時光裏，所蒙受的恩典，正合乎所得的異象。主給我們基督以馬內利的信息，

使我們建造聖殿(遇神 → 交通 → 同行的骨架)，叫我們長肉(加上聖經綜覽、各

類主題信息)，加添生命氣息(去年的『點燃靈火之年』) 。在另一個七年開始的

第一年，主叫我們開始挖掘那已經隱藏在我們生命、條件、聯絡網、後代裏的

活泉。主說，若我們喜愛順從，從寶座那裏流出來的活水，必將透過我們每一

個人的生命、家庭和整個團契，無限量的流出來，興起時代的事工，來祝福當

代和後代的聖民！ 

*在一月間，我們一同領受主給我們「如何挖掘活泉」的四講信息，同心禱告，一

同跟着主的引導而走，主必堅固、賜福、重用我們！在我們一起禱告中，主讓

我們發現，那隱藏在我們生命裏的活泉有四方面，就是 1) 我們這些信而接納基

督福音，而要活出基督生命之人，所隱藏無限量的活泉； 2) 在我們蒙召、蒙愛

之人的條件、時光、經歷裏，所隱藏無限量的活泉； 3) 在我們個人人際關係裏

的生命聯絡網和我們團契所擁有的聯絡網裏，所隱藏無限量的活泉； 4) 在將來

要繼承我們聖工的兒女、門徒、後代的生命裏，所隱藏無限量的活泉。本週，

我們要領受第一個信息，好叫我們明白如何挖掘在我們生命和團契裏的信息和

見證… 
** 經文：約 1:14, 18, 6:35, 53-57, 7:38-39；徒 1:8, 1:14, 2:1-4, 37-47, 

4:11-13, 31, 5:41-42, 6:7, 7:54-56, 8:4-8, 9:1-9, 17-22, 
11:25-26, 12:23-24, 13:1-4, 18:24-28, 19:8-11, 19-20, 28:23, 
30-31；西 1:15-18, 2:6-7, 3:17；腓 1:20, 2:5, 3:7-14, 4:13 

1、凡已通過五旬節的基督門徒 = 擁有了無限的活泉 
**主耶穌說:「我就是生命的糧，到我這裡來的，必定不餓，信我的，永遠

不渴」《約 6：35》，「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說，從他腹中要流出活水的江

河來」《約 7：38》，凡眞信耶穌基督的生命，都連結於天上的寶座，他們生

命裏隱藏着無限量的活泉，他們只要信靠主耶穌(聖靈)，就要從他腹中流

出活水的江河來，以此祝福周圍的親人和時常見面的人！ 

1) 神的榮耀、權能永遠不變地同在 
① 神的話所具有的創造能力： 創造、保護、引導、成就 → 因著亞當不順

從神的話，而失去一切 → 藉著神所豫備基督福音的能力，使人復活(重

生)，使人得醫治(成聖)，使人享受權柄和能力… 
② 耶穌基督： 按神的話，道成肉身來到世界；按神的話，說話、生活、
敎導；按神的話，死而復活；按神的話，掌管天上地下永遠的權柄；
按神的話，昇天；按神的話，藉聖靈與聖徒同在；按神的話，正在作
世界福音化事工；按神的話，必將再來…  

③ 聖靈： 臨到凡信神的話和耶穌基督之人的生命裏，彰顯基督如何道成
肉身，仍然活在聖徒生命、生活裏的奧秘，隨時、隨地、凡事上指教、
引導、恩膏聖徒來成全神的美意，使聖徒能享受從天上寶座而來一切
的恩賜、能力、賞賜…   

* 若我們能帶着正直的靈、淸潔的心來信從神的話，就能享受從神而來無
限的能力… 

2) 「已通過五旬節」的門徒和「還未通過五旬節」的門徒，其生命和能力
有極大的差異 
- 雖然同樣是蒙恩、蒙愛的聖民，但生命的表現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懼怕、枯乾、矛盾←→ 權能、滋潤、自由) 
# 彼得： 三次不認主←→ 聖靈充滿，傳福音，使 3000 人重生， 終自願

殉道 
# 保羅： 三晝夜不吃不喝(因遇見基督而受震撼) 
# 一位年青傳道人的見證： Jaeson Ma： 當他 20 歲時，曾作過他自己所謂

「急難的禱告，震驚的禱告」(主耶穌成為我唯一滿足的禱告)之後，所
經歷的一切改變… 目前在全世界蒙主重用，已建立了 200 間教會 

# 唐崇榮牧師 16 歲時的見證 / 韓國崔權能牧師的見證 / 趙鏞基牧師的見
證…  

* 在我一生中，曾否有過因基督而真正埋頭沉思？在我一生中，曾否有過
因遇見基督所受的震撼而晝夜思想基督，完全拆毁、重新建造的經歷？ 
若還沒有經歷過，我很可能在基督裏過著矛盾的生活(既然已經遇見了
萬王之王，但若我還沒有認真面對祂的話，這實在是極大的矛盾了！) 

3) 那麼，我們所盼望「通過五旬節的門徒」，其生命光景是如何？ 
= 真正遇見了基督，在自己的生命、條件、關係、時光裏已經得著了「一

位主(基督) 」，而隨時隨事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力的門徒成聖多少，就
彰顯主的榮光多少！ 

= 明白基督福音的奧秘，願意與基督同死同復活而得着新生命、新關係、
新基業《徒 1：1-11= 整本舊約 / 四福音》，時常靠禱告，察驗基督在自
己生命裏的美意《徒 1：14》，明白聖靈在自己心靈裏的顯明、引導、恩
膏《徒 2：1-3》，無論得時不得時，傳揚基督福音《徒 2：4，14-36》，時常
遇到神所豫備的羊群，就是虛心、哀慟、飢渴慕義、清心的八福人《徒

2：5-13》，時常能趕鬼、重生人、醫治人、培養人《徒 2：37-41》，時常與
基督的門徒同在，一同為着四大福音化(個人、家庭、地區、世界)事工，
禱告配搭的門徒《徒 2：42-47，徒 3：1-28：31》 

4) 在我生命、生活裏能夠「活出基督」，最重要的關鍵是甚麼？  



- 將基督道成肉身、死而復活、寶座掌權的極大奧秘，完全應用在我的生
命條件裏…  

- 關鍵就在於 ① 重生(蒙揀選、蒙愛、蒙恩、蒙召)的確據； ② 得着心腸(凡
事上尋見神的愛，愛神愛民愛國)； ③ 與神立約(終身目標：四大福音化 
/ 如何成就：以馬內利)； ④ 明白神的美意(凡事上神的美意)； ⑤ 堅定
終身生活事奉的方法(以禱告、肢體、事工為中心) → 不可缺少這五個
要點中的任何一個，也要彼此連結，在我的條件裏確認，起碼三年反
覆，才能達到較完整的「活出基督」…  

⇒ 我們教會的網站《spring4life.com》裏的十架總論、福音五課、基本二
十課、醫治十課，能幫助每位聖徒「遇見主、與主交通、與主同行」(活
出基督) ，是得造就的主要信息 / 網站裏的聖經綜覽，則以「活出基督」
爲目標，分享整本聖經。在三年內「以禱告、肢體、事工為中心」的
生活上，提供聚會信息… 

2、當我們思念基督的時候，為何在我的腹中有「活水的江河流
出來」？ 

**當我們思念上頭、天國、永遠之事時與思念地上、肉體、世界之事時，

我們的眼光、權能、智慧大有不同。所以保羅勸勉我們時常思念天上的

事，在那裏基督坐在神的右邊《西 3：1-4》。保羅明白且隨時享受了「從天

而來一切的恩賜和賞賜」，所以在他肚腹裏時常流出生命的活水來。我們

不妨在心靈裏實驗一下：當我們思念上面之事時，那無限量的活水眞的

從腹中流出來？ 

1) 當我用「在基督裏所得的生命、身份、所屬、關係」面對神，認識我的
一切條件，盼望永遠的未來時 → 我會發現：我的心態、眼光、判斷、言
語、行事都大有不同，這就是聖靈在我生命裏的作為(「聖靈與我們的心
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後嗣」《羅 8：15-17》) → 無限的聖靈，在我心靈裏
發展無限的感動、恩膏、引導 
- 當我以兒子的心察看萬事萬物，我心靈裏的感動(天父為我所造、所成

就的)，與「耶穌基督在世時，所看到的事物時之感動」是完全一樣的。
基督在世的時候，所享受過的感動、能力、恩膏，我們今日同樣享受(這
也是基督活在我裏面的證據) 

-當我願意靠聖靈而活出基督的時候，聖靈不但在我心靈裏活躍的作工，
也為我安排奇妙的時光、場所、人物、情報的遇見，因此擺在前面的
日子裏，能享受無限的恩典…  

2) 當我以「在基督裏蒙愛的心腸」，發現神在一切條件和凡事上向我顯明的
愛 / 當我願意愛神愛民愛國時，在我心裏喜樂、感恩、讚美的活泉湧出來 
/ 特別在苦難中所發現的愛能帶來無限的能力和果效 → 聖靈是當我們發
現神的愛的時候，在我心靈裏動工的靈《弗 3：15-21》(羅馬書 8 章，正談
到聖靈奧秘的時候，特別提起神永遠絕對無條件的愛《羅 8：31-39》) → 聖
靈運行在我心靈裏的時候，寶座上那無限的恩賜、賞賜就臨到我的生命
裏，我的生活現場裏… 

3) 當我以「在基督裏所得終身目標(四大福音化) 」，來察驗神在凡事上的美
意時，我才能正確地得著神的美意和時間表 → 聖靈必指教我《約 14：26，
羅 8：26-28，雅 1：5》→ 順從帶來成就，成就又帶來獨特的引導(指教)和
恩典，如此的良性循環(定見→察驗→指教→順從→成就→察驗→指教→
順從→成就…)，使我進入無限恩典的時光裏… 
** 定見(應許=四大福音化 / 同在)，是當聖民察驗神的美意時，非有不可

關鍵性的要件中之要件！《雅 1：5-8》說，沒有定見的，不要想得着
甚麽美意(智慧)！當我們失去定見的同時，在凡事上失去一切的智慧
(美意、事實)，不知為何活在這世界，不知為何喫飯、作工、休息，不
知為何結婚，生兒養女，不知為何遇見某人、某事於某地。《羅 8：26》

說，「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察驗主的美意)，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
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在凡事上指教我們) 」，並且使我們愛神的人
(接受神所賜的應許、願意順從主且已得著了定見的人) ，能察驗到「主
叫萬事都互相效力」的美意… 

4) 當我學習基督的教導，在凡事上明白主所賜的答案時，我對得著的異象、
計劃、想法、言語、行事都有絕對的確據(在苦難、持久的過程、惡劣的
條件裏，則更需如此的確據) → 要是我的心靈不責備我，坦然無懼地面對
神，我知道我所求、所講、所作的主必成就《約壹 3：21》，因此我的心剛
強壯膽起來。當我的心明白，這都是聖靈在我心靈裏的工作的時候，說
話行事都有自由、權柄、喜樂、期待… → 看到成就的時候，信心更加堅
固，得著更為有根有基的異象、計劃、時間表、智慧，在此良性循環裏，
得著無限的恩典… 
- 基督福音，不是一種觀念、抽象的道理，也不是叫人等候將來才能得到

的永生福份，乃是非常實際、實在、今日的生命、智慧、能力，以及
個人在地上所面臨的凡事上！從靈裏與神交通的奧秘開始，心靈的喜
樂、身體的健康安和、夫婦相愛蒙福、生養蒙恩後裔、得著門徒、豐
富的經濟生活、每天凡事上蒙恩的一切奧秘，都只有從基督福音裏，
才能得着 完美的答案(神的美意、智慧)。所以，真正認識基督福音之
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活泉(萬福之源)。凡遇到他的人，都是有福的，
因為在凡事上，都能得取那從生命活泉裏流出來的活水！ 

5) 無論何時，只要能用「基督生活的方法(靠聖靈，靠禱告，以肢體、門徒
為中心) 」生活的時候，從寶座那裏無限的活水、智慧、能力、賞賜流到
我的生命、生活、現場、時光裏 → 保持如此生活方法越長久，越多的恩
典就臨到我生命裏 → 日子久了，就成為習慣、體質，享受無限的福份 
- 因爲我知道我軟弱的體質，一剎那間會受到肉體、世界、魔鬼的攻擊和

試探而跌倒，所以定出「生活運作原理(靠聖靈、靠禱告、以肢體、門
徒、事工爲中心 / 七日的運作 / 每日的運作) 」來生活，就能得着保護
而繼續發展  

- 偶爾軟弱不尋求主、不跟從主的時候也會有，但因我的生命裏已掌握了
「一套系統」，只要我願意察驗神的美意，就能即時得着神的引導… 



3、當傳揚基督福音的時候，無限的活泉湧流出來 
**當亞當回復以馬內利的時候，從他所居的地方，有四道生命河往東西南

北流出來，祝福各地《創 2：10》。使徒約翰看到了在新天新地裏，有生命

水從神的寶座流出來，滋養十二樣(完全數)生命果子，那生命樹的葉子能

醫治萬民《啟 22：1-2》。當一個聖民，回復神的話(基督)和聖靈，從骸骨變

爲有靈的活人《結 37：1-14》時，從他生命的至聖所(寶座)那裏流出活水來，

滋潤著像沙漠、死海的家庭、兒女、地區八福人的心靈，如此的生命福

音事工，直傳揚到地極、萬民、列邦、普天下《結 47：1-12》。主說，「信

我的人，就如經上所說，從他腹中要流出活水的江河來」《約 7：38》。因信

從耶穌基督而得著了「生命活泉」的人，就會在自己的生活現場裏，自

然而然流出生命的活水來，使身旁的人，一同蒙受從寶座流出來各樣美

好的恩賜。若那人更是爲「祝福人」而禱告時，在他生命裏的活水，就

要 30 倍、60 倍、100 倍的流出來，傳福音的門路也將無限的擴張！ 

1) 當一個人蒙恩的時候，神同時為他豫備許多「藉他生命蒙恩的人群」 
① 在他所愛的家人、親友中《創 17：9-14，19：29，26：1-5，45：7，徒 16：31，

約 1：35-51…》 
② 時常在一起的鄰居、同事、同業的人群中《創 21：22-34，26：26-33，創 39：

1-6，王下 5：1-14，徒 18：1-4…》 
③ 特別將會遇到曾在同一樣問題裏蒙恩的人群《來 2：18，彼前 2：21，林後 1：

4》 
④ 肢體的生命聯絡網裏《徒 2：41-47，8：4-17，11：19-30，13：1-3，19：8-20，

羅 16：1-27…》  
⑤ 到處隱藏着許多神所豫備的子民： ⑴ 在問題裏哀慟的八福人《太 5：1-11，

9：35-38，徒 8：4-8》⑵ 飢渴慕義尋找神的人群《徒 2：37-41》 ⑶ 有使命的
人和家庭《徒 16：1-5，14-15，17：1-9，18：1-4》 ⑷ 許多蒙恩的基督團契和
教會《徒 11：19-30，19：8-20，羅 1：6-12，弗 1：15-17，腓 1：3-11，帖前 1：2-7》 
⑸ 像保羅一樣的牧師、傳道《徒 9：1-22，13：1-3，16：1-5，18：24-28》 

# 過去七年，我們生命堂每一位弟兄姐妹的見證 
2) 門徒相聚的時候，將拯救時代的福音信息臨到他們當中，得著許多美好

的見證 
- 耶路撒冷教會《徒 2：41-47》，安提阿教會《徒 11：19-30》，以弗所推喇奴學

房《徒 19：8-20》 
- 保羅寄給各個蒙恩教會的書信中之「福音信息」《13 卷書》 
- 特別是保羅在監獄裏所寫的四本《監獄書信》裏的信息和見證：《歌羅西

書》所講的基督(頭)，《以弗所書》所講的教會(身體)，《腓立比書》所講
的活祭生命的見證，《腓利門書》所講的果子 

# 主基督在過去七年裏，賜給我們生命堂的信息、異象、禱告和見證 
3) 因此，基督團契得著時代的異象，每一個成員所擁有生命的聯絡網，彼

此連結起來，在本地和世界各地的傳福音門路繼續敞開… 
- 主的應許《徒 1：8》，在耶路撒冷、猶大全地、撒瑪利亞、安提阿、小亞

細亞、馬其頓、羅馬的成全… 
# 主基督在生命堂過去七年，藉着我們的生命聯絡網在美國、中國、臺灣、

新加坡、馬來西亞展開的生命事工，我們可以無限的盼望期待：將來
另一個七年，另兩個七年之後，主所要成就的大工！ 

4) 今年『挖掘活泉之年』，若我們生命堂每一位弟兄姐妹(本地、各地)願意，
挖掘「已藏在我們生命裏的信息、見證」來祝福肢體、家人、親人、同
事、鄰居，則必將看見「從每一個人心靈裏的寶座所流出來的活水」，成
為江河，成為大洋，叫無數的個人生命、家庭、團契、地區《結 47：1-12》
活過來，耶和華極大的軍隊(基督精兵)《結 37：10》興起，無限量的擴張
主的國度！ 
① 挖掘使我重生、成聖、得基業的信息和見證(都隱藏在我的條件和過去

時光裏) 
② 挖掘《spring4life.com》裏的信息 = 按主題分類 / 按照建立生命造就的

程序(遇神→交通→同行)來建立系統 / 豫備工人培訓網站課程… 
③ 挖掘我的生命聯絡網，得着一隻羊或兩三隻羊，打開「福音小組」，邊

裝備自己，邊祝福人，邊擴展疆界…  
④ 時常與門徒相聚，繼續學習基督，繼續參與連鎖、聯合禱告，活用肢

體所擁有的聯絡網，繼續展開生命運動… 
⑤ 特別要祝福我們的兒女，要堅固兒童、青少年、青年事工 

 

 

** 結束的話 

 

** 本週禱告題目 

 

1) 凡通過五旬節的基督門徒 = 擁有了無限的活泉：在我過去的日子裏，有否「因
基督受到震撼，天天集中學習基督、思考基督、在基督裏生根建造、確認奉基
督之名禱告的果效、努力活出基督」來？從那日起我的生命、生活起了何等的
變化？直到如今，在「與主的關係、交通、同行」上，越來越進展麽？ 

2) 為何必須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因基督在我裏面活著：我能否經歷：當
我的生命抓住「基督裏的身份、心腸、目標、內容、方法」時，我心靈裏無限
的活水湧流出來？我能否分辨且說明：在那種狀態裏我的心靈所得的感動、想
法、決定，與「按肉體的條件來思想」，差別何在？     

3) 當傳揚基督福音的時候，無限的活泉湧流出來：我有否確據：若一困苦流離的
人，真明白、相信「在我生命裏擁有的基督福音的信息(情報)和見證」，同樣的
神蹟異能會發生在他的生命裏？神為我所豫備的「羊群」是那類的生命？我願
意找著他們、為之禱告麽？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