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1.18                    如何挖掘活泉之三 

連結且擴張我生命的疆界 

** 開始的話 
* 在每個人所擁有的「生命聯絡網」裏，隱藏著無限量的活泉！這活泉，是當我

們的生命連結於天上寶座時，藉著從寶座流出來的活水，繼續地連結，不斷地

擴展… 一個人的生命不是「孤立」的，乃是與別的生命緊緊連結的！藉著「房

角石」耶穌基督，我的生命已經連結於天父、天上的寶座、整個以色列、千萬

的後代… 我們活在地上的終極目標是甚麽？我們在地上的日子是已經被限定

的，在這有限的時光裏，用所得著的福音生命、信息、見證，盡量多得基督門

徒(永遠肢體)，並要與他們連結且擴張… 

* 永遠無限的慈愛已經連結於我們的生命了。愛是神賜給我們最大的禮物，是在

無形、有形的世界裏，最偉大的發明，原是神本性的顯現！信、望、愛，這三

樣中，永遠長存的就是愛，一切誡命的總綱，就是愛！我們在過去的日子裏，

追求過各樣的目標，得著各樣的成就，享受過各樣的享樂之後，歸根究底歸納

的結論，就是「在這世界裏，在永遠的時光裏，沒有一樣東西，是比愛更有意

義、能力、成就」。我們已經發現了：沒有愛的知識，使我們成爲複雜；沒有愛

的戒律，使我們成爲無能；沒有愛的成功、稱讚，則使我們陷入虛空。唯有愛

才能帶給我們聖潔、自由、能力、果效、成功。因著神愛我們，我們才可以親

近神，在凡事上享受神的愛，能勝過仇敵魔鬼的晝夜控告及暗示；也因爲我們

愛父神，所以能勝過一切的試探和試煉；又因爲有許多人愛我，所以在我奔跑

的日子裏，能得著勇氣和能力，更因爲我有所愛的人群，所以我能得著生命生

活的動力、喜樂、安慰和滿足！ 

* 愛有多種，其中最大最美的，就是賜人「永生」和「永遠福樂」的愛。神是愛！

他那愛的本性，使他計劃永遠完美的國度，使他創造天地萬物，使他按自己形

像創造人，使他賜下道和靈、永遠的應許、智慧和能力。當人跌倒時，他向人

顯明耶穌基督的福音，叫他的兒女們，明白他所豫備完美、永遠無限的愛！我

們已經得著了這永遠無限的大愛，這愛叫我們彼此相聚，使我們有份於這「愛

的團契」，繼續多體認父神在我們中間的愛，在愛中彼此聯絡得合式，一同向

世界傳播「基督的愛」，使這愛的團契，繼續不斷地擴張！神又將愛人、憐憫

人的心，放在我們這些先蒙愛之人的心靈裏，叫我們蒙愛後，都自然地爲所愛

的家人、親友、困苦流離的人迫切代禱，並且將他們的名字、資訊帶到這愛的

團契裏來同心禱告。日子久了，我們都看到那臨到我們每一個生命裏的愛，這

愛，透過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生命聯絡網，流向更多更廣的人群裏！   

* 在一個蒙愛之人的生命聯絡網裏，隱藏著許多蒙愛的人群。在前的蒙愛之人，

眞正蒙恩的時刻，那群原在他生命聯絡網裏，隱藏著的蒙愛之人，一個一個逐

漸被愛火點燃而活絡起來，繼續將愛火燃燒，又繼續點燃隱藏在各個聯絡網裏

蒙愛的人群，如此的擴展實在是無限的… 從 120 人開始的「愛的火苗」，經過

燃燒了列邦萬民後，如今來到「二十一世紀的主角」華人當中，其愛的烈火實

在達到了前所未有的極點！ 

** 經文：約 1:41-45 在蒙恩的基督門徒身旁，必定隱藏著許多蒙恩者！安得
烈、彼得、腓力、拿但業…誰會想到他們那一群無名小卒、平凡的兄弟和
朋友關係，原來是「時代的主角」。 = 他們的蒙召和我們的蒙召，是完全一
樣的！遇見了同一位基督，蒙受了同樣的基督大愛，擁有了同樣的基督一
切榮耀、能力、基業！那麽，在我們生命聯絡網裏，我們所愛的那一群人
又是誰？徒 1:12-14 他們蒙召後，已過了三年半。他們都已成為「看見、
聽見、經歷」基督「道成肉身、行出神蹟異能、趕鬼、叫死人復活、醫治
病人，死而復活、寶座掌權」的見證人，也都成為擁有永遠的應許、無限
的能源的一群人。當他們同心恒切禱告的時候，整個世界和歷史都改變了！
= 我們也已經看過、聽過、經歷過「今日住在我們裏面的耶穌」，從我們相
聚、學習、同心禱告的那時刻開始，我們每週、每日看到主基督在我們裏
面所作的偉大工作！徒 2:41-47 他們如此生活是理所當然的！歷史上，
每一個真正得了基督永遠的國度、榮耀、權能、基業的人群之間的生活，
就是如此 = 我們這生命堂「愛的團契」裏，真正回復如此生活的人，所擁有
的生命聯絡網，正在繼續擴展… 每日，神蹟異能繼續不斷地跟隨他們！徒
4:32-37 回復基督永遠大愛的巴拿巴，如何完全奉獻而得取永遠豐盛基業
的光景。當他那樣蒙恩的時候，原來在他前面豫備著非常重要的際遇和聯
絡網 = 當我們真正回應神的愛時，我們前面的時光、際遇、聯絡網都被改變… 

徒 11:19-26 在巴拿巴的生命聯絡網裏，原來隱藏著「保羅」這位歷史性
的人物。巴拿巴所作「將保羅介紹給安提阿教會」這簡單容易的一件事，
就此改變了整個歷史和世界。保羅對基督的認識、享受、傳揚，是比其他
使徒和當代信徒更美，是「上好的福音、上好的禱告、上好的見證、上好
的恩賜」(因此，神將新約聖經一半的啟示，透過他的生命揭開 / 保羅在《羅

1:8-12》說，自己已經知道羅馬教會的聖徒蒙恩，但仍極盼望到羅馬去「把
些恩賜分給他們」，這句話就證明，他發現當代聖徒所認識、所享受的基
督福音還是不夠的)。保羅在安提阿教導聖徒一年以後，他們都被稱為「基
督徒(因基督而活的人) 」，安提阿教會成為祝福時代的教會了！= 當我們生
命堂聖徒們擁有「保羅所認識、所享受的上好福音信息、恩賜、見證(使人
24 小時凡事上與主同行)」時，就必同樣蒙主重用！我們也像巴拿巴一樣，
將一個個擁有上好福音的事工者，連結於我們生命聯絡網裏的個人、家庭、
團契、教會，就能作出非常偉大的事！徒 13:1-3 安提阿教會聖徒所擁有
全世界的生命聯絡網被開啟=當我們生命堂聖徒真正抓住「四大福音化」的
終身目標，繼續學習耶穌基督，跟從耶穌基督的同時，我們生命聯絡網、
生命疆界繼續被打開(已有許多證據) 徒 14:19-23 保羅這位傳福音的工
人，在宣教事工中所遇到的凡事上，都有神美好的計劃，特別是所遇到的



苦難越大，所得的基業福份就越大。在保羅被石頭打死的當地，提摩太這
另一時代的工人被發掘，成為保羅的屬靈兒子 = 正當我們傳揚基督福音時，
所遇的逼迫、患亂、問題裏，我們特別留意察驗而要得「時代的答案和工
人」 徒 16:1-15 在保羅生命聯絡網裏的提摩太，正式蒙召，呂底亞和他
的家庭蒙召，腓立比美好的教會被建立起來，祝福整個馬其頓、亞該亞、
保羅整個世界的宣教事工… = 17:1-9 保羅親族「耶孫」和他的家庭蒙召，
帖撒羅尼迦教會被建立起來，帶來那麽美好的見證，並祝福亞該亞和全世
界宣教事工… 徒 18:1-4 基督門徒認得出基督門徒！保羅發現百基拉、
亞居拉夫婦，就投奔了他們，同時建立起哥林多教會來。百基拉、亞居拉
夫婦祝福亞該亞、亞細亞、全世界的宣教事工《羅 16:3-4》… 徒 18:24-28 
百基拉夫婦又遇見了亞波羅牧師，另一位保羅就出現了… = 我們生命堂聖徒
的生命聯絡網被打開，各地許多蒙召的工人被發掘，各地教會被建立，是
過去七年我們所撰寫「今日使徒行傳」裏，都發生過的事… 羅 16:1-27 當
時，三十多個世界各地的基督門徒、家庭、教會，彼此的認識、親蜜、代
禱、配搭，帶來世界福音化事工的大進展！ = 我們生命堂所遇見、所交流的
基督門徒、家庭、教會彼此聯絡、代禱、配搭的時候，主藉著我們要成全
那「當代以馬內利福音運動」迅速擴展… 我們必將看見《賽 60:1-22》的成全！
我們的屬靈兒女們被懷抱而來，我們的媳婦、女婿、親家、丈夫、太太，
都從各地蒙恩尊貴的使命者家庭而來，主所豫備時代性的信息、見證、人
力、財力、工具繼續不斷的歸到我們中間… 

1、在基督門徒的生命聯絡網裏，隱藏許多基督要得著的門徒《約
1:41-45，徒1:12-14，41-47，4:32-37》 

1) 何等豐盛的恩典、慈愛已經臨到我的生命裏！ 
- 若我已經發現、確認了：在我生命裏已擁有「基督福音」和「條件、見

證裏」的無限活泉(過去兩週，「新年信息之一、二」) 

2) 主要呼召的人，正隱藏在今日我所愛、所遇見、所憐憫的人群裏！他們
要一直等候到我生命加倍蒙恩。 當我生命一蒙恩，他們就被主發掘 = 我生
命越蒙恩，就越迫切地為所愛的人代禱，是自然現象！ 

① 為所愛的配偶、兒女、父母兄弟、親友代禱 = 為他們唯一的盼望，就是
重生、享受基督的愛 

② 為著時常在一起的鄰居、同事、同業人代禱 = 心裏生出「憐憫之心」，
開始代禱，尋找神所豫備的人 

③ 為在問題裏困苦流離的人群代禱 = 看到他們的精神、疾病、婚姻、兒女、
災難，並且我生命裏有答案拯救、醫治他們時，心裏生發迫切憐憫的
心，為他們代禱，積極幫助他們，拯救他們… 

④ 看到教會裏的基督教徒(宗教徒)，在無能、無果裏事奉的人時，心裏有

很多信息想告訴他們 

3) 原來，我愛他們的心，想介紹主的愛給他們的心，憐憫的心，為他們迫
切的代禱，就是「主愛他們的彰顯」，也就是「主基督、主聖靈正在為
他們代禱的彰顯」《羅 8:26，34》 
- 觀看自己心靈，我們就能看到「主對他們的憐憫、慈愛、迫切」/ 我對

他們的代禱繼續不停，就是「主為他們的代禱不停」 = 雖然看起來仍剛
硬，仍不飢渴，仍軟弱，主總必成就 

⇒  當我們真明白這奧秘時，我們就能帶著絕對的盼望來為他們代禱，也
不致於太著急、强迫，而順從主的帶領，來成就他們蒙召蒙恩之事工！
並且向他們傳福音時，更有確據向他們宣告「主如何愛他們，主必呼
召他們」！ 

4) 會逐漸看見他們生命的變化(成為八福人)，在他們生活裏有些事將要發生 

2、在分享基督福音時，隱藏的門徒將被發掘《徒11:19-26，13:1-3，
14:19-23，16:1-15，17:1-9，18:1-4，24-28》 

1) 在福音信息和彰顯的能力上，有不同的層次 
① 使人願意決志禱告，受洗，參加教會，作崇拜的福音信息 

② 使人飢渴慕義，多學習耶穌基督，得到使命，參加事奉的福音信息 

③ 使人「遇見主、與主交通、與主同行，因基督而活」的福音信息 → 上
好的福音、恩賜、見證 

2) 蒙受上好福音信息的門徒，必在自己的生命、生活裏彰顯出「主的慈愛、
恩典、能力、榮光」 

- 因為主的寶座時常坐定在「生命的至聖所(靈) 」裏，所以時常享受「靠
聖靈、趕鬼、得享天國」 

- 所分享的福音，帶著非常的深度，又闡明「正常、日常、時常」非常實
際的應用 

- 所掌握的生活運作原理，使他從主日到週末，凡事上享受主的引導、得
勝、成全(基督為中心，禱告為中心，肢體為中心，事奉為中心)，叫他
常常喜樂、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使他彰顯以馬內利的榮耀 

3) 基督福音是「識別人的指標」/ 他們的人際關係則以「基督門徒為中心」
發展 
- 在地上有限的日子裏，我們無法叫所有人成為我們的朋友，但當我繼續

傳講基督福音時，預定與我相聚的基督門徒被發現，以同得「一父、
一主、一靈、一洗、一體、一基業」的基督門徒為中心，發展人際關
係時，我生命的聯絡網，藉著那群門徒的聯絡網無限的展開，並且所
得的人際關係，都與我永遠的基業和賞賜相關。「誰是我的父母兄弟？」



《太 12:48》 

- 所愛之家人的時間表還未到時，更是要為他們的緣故，堅定我人際關係
的中心點，必發自於「基督門徒的團契」，這樣才能使我所愛的配偶、
兒女、父母兄弟、親友蒙恩的時間，快快來臨！ # 李牧師兩個家人蒙恩
的見證… 

- 必要從基督團契裏得著能力，在生活現場(生命聯絡網)裏，無論得時不
得時見證主，將現場裏所愛的、所憐憫之人的名單、信息帶到基督團
契裏，一同代禱，我所愛的迅速蒙恩，我生命時光和能力不致浪費，
從而得著許多時代的貴人… 

4) 基督門徒才能識別「基督所要找尋的門徒」和他們蒙召的時間表 

- 基督門徒，會在日常生活中許多際遇裏，將他的眼光繼續集中於「誰是
主基督所要得著的」 

- 基督門徒，正確掌握看透現場人群的問題和答案，叫聖靈在聽道之人生
命裏動工 

- 基督門徒，才能看透聖靈在聽道之人生命裏的作為(使人扎心、得安慰、
得盼望、得信心…) 

- 主所找著的門徒，會主動的「强留」傳福音者，不怕外界的逼迫《徒

16:14-15，17:1-9，18:1-4》 

5) 也懂得使「所發現的門徒」遇見基督，活出基督 

- 因為自己在生命裏，有親身經驗，所以懂得使門徒得著重生、遇見主的
確據 → 懂得使門徒與主立約(得著人生終極目標) → 懂得使門徒明白主
在凡事上的美意 → 懂得使門徒領悟聖靈的感動、能力、恩賜、果子 → 懂
得使門徒喜愛與神交通，與神同行 → 懂得使門徒作見證… 

- 懂得在門徒面前謙卑自己，而叫主基督興旺，因此門徒不依靠人的知
識、能力、勢力，而喜愛尋找主、依靠主、跟從主、見證主 / 門徒很快
再衍生出懂得培養「活祭的門徒」 

3、將他們連結於門徒團契時，無限的聯絡網因此開展…《 羅
16:1-27》 

1) 傳福音的門路繼續展開，到處遇到使命者、有使命的家庭、團契 

- 事實上，到處隱藏著許多神所豫備的門徒：① 在問題裏哀慟的八福人《太

5:1-11，9:35-38，徒 8:4-8》； ② 飢渴慕義尋求神的人群《徒 2:37-41》； ③ 有
使命的個人和家庭《徒 16:1-5，14-15，17:1-9，18:1-4》；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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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像保羅一樣的牧師、傳道《徒 9:1-22，13:1-3，16:1-5，18:24-28》 

- 一個眞正擁有「上好福音」的門徒，主必然重用他 / 並且他心裏有許多

信息和見證，向前述五種人傳講，因此到處都能遇見神藉著他要得著
的人群… 

# 目前，生命堂到處所遇的使命者和他們的團契… 
2) 將所發現的門徒，連結於門徒團契的時候，會看到他們生命百倍迅速的

成長 
- 門徒的生命，必要在門徒的團契裏才能真正經歷「福音的大能」 = 繼續

保持恩典 / 彼此牧養服侍 / 特別在彼此聯絡得合式的過程裏，隱藏著許
多的挑戰和功課(一百人在一起，就有一百個不同的個性、背景、條件，
在彼此聯絡得合式，而成為一個基督身體的過程裏，隱藏著重要的功
課要學習) 

3) 一個蒙愛的門徒，加入門徒團契的時候，必帶著三十個、六十個、一百
個聯絡網 

4) 特別，在各地區裏所發現的門徒，和另一地區的門徒，整體地連結起來
時，時代性的生命運動就會興起… 《羅 16:1-27，西 4:7-18…》 
- 保羅在一個地方培養門徒，設立長老或牧養者，建立教會之後離開，繼

續用「教會書信」堅固他們。也會安排一些聯絡者，來跟進教會與教
會之間的聯絡事工，也推薦傳道人、使命者等… 

- 巴拿巴，在連結使命者與使命者，使命者與一個團契，使命者與事工，
事工與事工方面，是一個天才。雖然他傳福音、教導的恩賜，似乎不
如保羅所得的，但是他的那種「聯絡的恩賜」，帶來時代福音事工的
興旺了 →我們若有心尋找，就能發現在我們的生命聯絡網裏，已有許
多可聯絡的使命者… 

5) 比任何大異象、大異夢更重要的，就是在我們目前每一個人所擁有的現
場、條件、角色上忠心。那「無限量擴張的聯絡網」，都是從今日、此
地、所擁有的關係和角色裏展開的… 

- 沒有耶路撒冷，就沒有猶大全地、撒瑪利亞、列邦、萬民、普天下、地
極 = 我們應該把今日所遇見的、在一起的人當作自己的全世界，而盡忠
於自己的角色 

# Helen Keller的老師，Ms. Sullivan的見證 -- 她一生所服事的，只是Helen
這位瞎眼、耳聾、啞巴孩子，但是她將Helen當成她的全世界，一生專
心服事的見證，和她所培養出來的殘疾女士，祝福了全世界… 

 

 

** 結束的話 



** 本週禱告題目: 

 

1) 在基督門徒的生命聯絡網裏，隱藏著許多基督要得著的門徒：「愛主愛人， 多
得基督門徒」，是否成為我終身的目標？我相信我永遠的冠冕和基業，都來自我
目前的生命聯絡網？我為所愛的家人、親友、肢體代禱的主要內容是甚麽？相
信主必成就麽？其根據是那些？ 

2) 分享基督福音時，隱藏的門徒被發掘：已否掌握「使人遇見主、活出基督」的
福音信息？能分辨基督要得的生命麽？最近有否發現在代禱的對象裏需要加強
代禱、關懷、傳福音、輔導的人？我牧養的重點，是否集中於「使人親近主、
跟從主、見證主」？ 

3) 將他們連結於門徒團契時，無限的聯絡網因此被張開：我的人際關係，是「以
基督門徒為中心」發展的麽？經常求肢體們「為我所代禱的人」代禱麽？我同
樣為肢體們所託付的代禱對象認真代禱麽？在教會本地、外地的宣教事工裏，
主正如何使用我，如何擴張我生命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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