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挖掘活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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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說所看見所聽見的
** 開始的話
* 在我們這群蒙恩之人的生命條件、經歷、時光裏，都隱藏著無限量的活泉！從
其中湧流出來的活水，能繼續堅固、恩膏我們自己，也能拯救、醫治、滋潤許
多我們所愛的生命。萬王之王親自來找著我，叫我認識他、跟從他、享受他、
見證他的過程本身，是件何等榮耀的事。但是在我們還沒有回復正直敏銳的心，
願意認真挖掘「蒙恩過程的究竟」之前，那無限量的活泉，只不過是被埋藏在
地裏的寶貝而已。聖徒的信仰生活，有三種光景，第一種，是要努力信主；第
二種，是要努力認識主；第三種，是要努力因主而活。唯有進到第三階段的聖
徒，才能在凡事上看見主的同在、引導、應允、得勝、果子，隨時隨地聽見主
的聲音。凡已得著這以馬內利奧秘之人，才能隨時隨地，從他們生命裏流出活
水來。
* 凡已看見別人未曾看見的、聽見別人未曾聽見的聖徒，是不能不述說「所看見、
所聽見」的！並且「闡明基督」和「見證基督」所帶出來的能力和結果，是大
有不同的！作見證的時候，聖靈就在說者、聽者的生命裏，非常活躍地動工。
在作見證之人的眼光、心腸、表情、說話、行事裏，聖靈都彰顯權柄，在聽見
證之人身上，我們能看見聖靈所賜的扎心、悔改、重生、醫治、自由。
* 我們何等地盼望，我們生命的蒙恩，能很快地成為我們所愛之人的祝福！單單
為他們代禱，還不能成全其事。當我們真正有心要挖掘「過去在我蒙恩時光裏，
所隱藏著主的工作」時，我們就得著許多「未曾看過、聽過的實際見證」
。我們
也會看見：我得，那些被挖掘的活水，繼續滋潤自己生命的時候，這活水透過
我的生命，很快地流到所愛之人的生命裏，使他們讓主得著…
* 在聖經裏，每一個蒙主呼召的人，都有其獨特蒙召、蒙恩膏、蒙重用的經歷。
今日，我們每一個聖徒的蒙召、蒙恩的經歷，也是非常獨特的，裏面隱藏著滿
滿的慈愛和恩惠！

** 經文：約 1:35-51 主基督找著「安得烈、彼得、腓利、拿但業」的途徑
和方法，主也知透了他們的生命背景、將來他們如何蒙主使用；
3:10-11 主基督找著「尼哥底母」的途徑和方法 ；4:16-17，
29-30，39 主找著撒馬利亞婦人的途徑和方法；5:14 主找著三十
八年瘸腿之人的途徑和方法；6:56-57 主找著「凡信耶穌基督之
人」的方法；徒 4:12-20 不能不說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9:15-22
主基督尋找保羅的途徑和方法；16:6-7 明白主的靈如何帶領；
14-15 看透主基督如何尋找呂底亞的屬靈光景；26:16-23 保羅明
白主如何帶領「他蒙召的一生」而作見證

1、基督帶著永遠無限的福份，一對一地來找著了我 ⇒ 蒙召時的
見證《約1:35-51，3:10-11，4:16-17，29-30，39，5:14，6:56-57》
1) 一對一地，來找著我
- 亞伯拉罕、摩西、大衛、彼得、撒瑪利亞婦人、保羅、抹大拉馬利亞等…
都按照每個人個別的條件和情況來尋找 /《詩 139 篇》，大衛看見了 「我
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未成形的體質，你
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
了」
- 主將我的生命作為整體地塑造我、重生我、保護我、引導我、精鍊我、
使用我、榮耀我 -- 叫我無法測度他對我個人生命的計劃、創造、照顧、
成全，是何等地細密、廣大、長遠…
- 聖徒的誤解(我只不過是千千萬萬聖民中的一個而已)，使我們不能大大
蒙恩…
- 從我們每一個人真正地回復「與主一對一」的相遇、對話、同行開始，
進入了另一境界 / 主在每一位聖徒的心靈裏，設立了他獨特獨有的寶
座，而且個別地照顧每一位聖徒…
⇒ 本週，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得著「主尋找我的獨特途徑和方法」
。早已
得著的聖徒，則回想而感恩！
2) 當我還在問題裏時，來找著我
- 主基督來找我們的時候，是按照每一個人所遭遇的問題，帶著永遠的答
案而來：飢渴慕義尋找神的拿但業，婚姻問題裏的撒瑪利亞婦人，心
靈有問題的抹大拉馬利亞，疾病問題困擾三十八年的瘸腿，有兒女問
題的睚魯，因犯罪而內疚的犯姦淫的女人，事業出問題的彼得，無子
嗣的亞伯拉罕，為以色列民受逼迫的摩西…
- 每個人在尚未遇見主之前的問題，蒙召後都成為「得人的答案和見證」:
* 亞伯拉罕的問題 → 兒女、後代蒙福的見證；摩西的八十年→ 拯救以色
列，帶領以色列過曠野四十年需要的智慧；保羅 → 清楚說明律法和福
音的不同；撒瑪利亞婦人 → 悔改和變化；瘸腿的 → 疾病得醫治的見
證…
* 當我察看生長背景、過程、經歷、嗜好、專業、矛盾、苦難、失敗時，
我能發現蒙召的緣由
3) 帶著永遠無限的福份，來找著我
- 永生和永遠的福樂 / 神的兒女 / 基督的身體 / 聖靈的殿 / 君尊的祭司 / 先
知 / 祭司 / 君王…
- 天上地上永遠的福份 / 個人、家庭、地區、時代、永遠的基業 / 永遠作

王，永遠行作新事來事奉神
- 連結於亞伯拉罕的福份和以色列的榮光 / 當代的亞伯拉罕、以色列…
- 在我蒙召的一生時光裏，隱藏著「亞伯拉罕一生蒙福的內容《創 12-24 章》、
以色列從出埃及到得取迦南地基業的內容、使徒行傳的整個內容」
→ 因此保羅說，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
盛的榮耀！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弗 1:18-19》
⇒ 當我發現這位「創造主、慈愛的父、全能的神、萬王之王」，帶著無
限的愛、豐盛的福份、永遠的時光，特地來找著我時，雖然我的條件、
關係、環境仍然不變，但是我所擁有一切條件的意義，則全然改變了：
我所使用的書桌、飯桌、杯盤、眼鏡、衣服、鞋子…/ 我的臉、眼睛、
鼻子、手指…/ 我的配偶、兒女、父母兄弟、肢體…/ 我過去的背景、
時光、經驗、成功、失敗…的意義都變為「神兒女所擁有的、大蒙眷
愛的所擁有的、蒙召的大使所擁有的」→ 因此，在我眼光裏，全世界
都變了，我所用的時光的意義也都變了！ = 這就是所有蒙恩的聖民、蒙
主重用的神僕們，一致發現而享受的…

2、超出我所祈求、想像的，成就了那天上來的異象 ⇒ 蒙恩日
子裏的見證《徒4:12-20，9:15-22，26:16-23》
1) 蒙召之後，日月加添新恩，在與主同行的日子裏，得了許多見證
- 日子如何，恩典也如何：保羅在亞基帕王面前的見證《徒 26:16-23》/ 當
亞伯拉罕回顧過去 175 年與主同行的日子…《創 24:1》/ 當摩西在毘斯迦
山回顧過去 120 年與主同行的日子…《申 34:1-9》/ 當大衛臨終時，回顧
過去七十年與主同行的日子《代上 28:10-30》
- 無論蒙召多久，要回顧而察驗「過去蒙恩日子裏，我的生命和事奉，遇
見了幾個轉捩點？那時候新恩如何的臨到我身上？之後又得了何種際
遇，看見何事成就？這是非常的重要！
# 參考：李牧師常說：他在 1976 年(重生)，1990 年(獻身)，1994 年(蒙恩
膏)，2001 年(事奉進入另一轉捩點)…
2) 以基督為指標而察驗的時候，才能正確地得著神在我的條件和時光裏的
作為
- 沒有「基督的指標」，無法得著凡事上察驗神美意的根據，因此，我的
一生裏所遇見的所有事，都成為「偶然、無意、茫然」
。以基督為判斷
的指標(身份、心腸、目標、教導)來察驗的同時，在我所擁有一切的條
件和所遇見一切事情裏，所隱藏神的美意(慈愛、計劃、智慧、時間表)，
就向我顯明…
- 認識基督的程度如何，我生命的膏抹、能力、果子也如何

= 這就是保羅所題到的「與主同死同復活」《羅 6:1-11》；「在基督裏，生
根建造」《西 2:7》；「為基督而活」《腓 1:20》；「以基督的心為心」《腓
2:5》；「以認識基督為至寶」《腓 3:8》；「靠著那加給我力量的，凡事
都能作」《腓 4:13》
3) 每一位聖徒，都擁有「自己獨特的雅歌書」
① 愛情的開始(重生)《雅 1-2 章》：「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認識主、自
己、世界、時光的興奮 / 親近主的甘甜 / 但是還沒有能力能勝過一切生
活上遇到的試探、問題、矛盾、試煉…
② 愛情的成熟(成聖)《雅 3-4 章》：「你們看見我心所愛的沒有？」在問題
中，尋找主所賜的答案 / 越來越得著主在凡事上的美意 / 我的生命越成
聖，在我眼光裏的主越加榮美，在主眼光裏的我，也越來越美(生命、
能力、果子)
③ 愛情的考驗(獻身)《雅 5-6 章》：「我的佳偶，求你給我開門」！當我生
命成長到一個地步的時候，主呼召我參與事工 / 經過掙扎，當我回應的
時刻開始，主加倍的恩膏、賞賜臨到我身上，許多羊群因我得著牧養…
④ 愛情的完成(果子)《雅 7-8 章》=「在我們的門內有各樣新陳佳美的果子」！
生命和事工裏，結出許多內在外在的果子！凡事上，都因基督而活，
「求你將我放在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 參考雅歌書裏「佳
偶和良人之間，關係發展」的程序和內容，來寫出自己的雅歌書，將
在我生命造就和見證主的果效上，大得益處！

3、不能不說所看見所聽見的《約3:10-11，徒4:20，16:14-15…》
1) 能看透「困苦流離」的靈魂(我尚未蒙恩時的光景)，而不能不說「自己所
看見所聽見的」
- 看到在咒詛裏生活的非信徒，看到教會裏的宗教徒，看到傾向戒律、人
為、神秘、成功主義的基督教徒，看到在無知、無能、無果的矛盾裏
事奉的工人時，心裏有許多信息和見證要告訴他們…
- 這就是，主在我們心裏的嘆息、代禱、託付、催逼…
- 這就是保羅所說，「若我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林前 9:16》；「無論
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羅 1:14》；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 26:19》
- 在保羅身上擁有「比一般聖徒更好的信息、恩賜、見證」，因此，雖然
保羅清楚知道羅馬教會的聖徒，都已經那麽蒙恩了《羅 1:6,8》，但是還
是切切的想去羅馬，為的是「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
堅固」《羅 1:9-12》⇒ 若我們已得著保羅所得的那「上好的恩賜(24 小時
凡事上，與主同行 = 活祭 = 以馬內利) 」，在我們心裏必有許多話，要對

當代教會(聖徒、使命者、領袖)說，也必看見列邦萬民，都需要我所擁
有、所享受的「上好的恩賜」而心裏充滿著催逼，這就是保羅所指「從
天上來的異象」！
2) 能識別「在別人生命裏聖靈的工作」，進而能幫助別人開啟靈眼，使他
們能遇見主
- 彼得看見了：聖靈在三千人生命裏的作為《徒 2:37》；聖靈在瘸腿之人生
命裏的作為《徒 3:4》；亞拿尼亞撒非喇夫婦欺哄聖靈的光景《徒 5:3》；
聖靈在哥尼流家人生命裏的工作《徒 10:44-48》…
- 保羅看見了：神所豫定得永生的人《徒 14:48》；聖靈在路司得瘸腿之人
生命裏的工作《徒 14:9》；聖靈在呂底亞生命裏的工作《徒 16:14-15》…
⇒ 我們認識了聖靈的感動、膏抹、賜能力、果子有多少，我們就能使人
遇見主，教導人與主交通、與主同行的程度有多少…特別是我們若真
認清：聖靈所作「使人扎心、使人飢渴慕義、使人明白而信、澆灌人」
的奧秘時，我們口裏能宣告神在聽道之人身上的工作，叫聽到的人得
著堅固的信心，也能使聖靈大能的工作在那人身上彰顯出來，使人得
醫治、得恩膏、得能力…
3) 越來越得著有根有基的生命、事奉見證
- 我所愛的人(家人、親友、肢體)、時常與我同在的人、我所遇見的人，
因我生命繼續蒙恩(他們羨慕我生命的變化和恩膏 / 聽得懂我所講的信
息和見證 / 看到他們生命裏的果效)
- 遇見許多基督門徒，建立教會，本地外地的福音事工，繼續蒙主使用…
- 不但是自己的見證，加上越來越多「傳福音、輔導上相遇之人，和肢體
們的見證」！
- 又活又真實的見證，帶出另一又活又真實的見證，日子久了就成為「擁
有無限量的見證(活泉)的生命」！也越來越清楚看見主在未來所要成就
那又大又難的事…

** 結束的話
* 我們每一個蒙恩的聖民，在每天的日子裏，正在寫作「亞伯拉罕蒙福的一生、
以色列出埃及到迦南地的見證、21 世紀的新使徒行傳」！本週，我們若願意順
從主的吩咐，有心挖掘「主在我一生裏的作為(活泉)」，從我們生命裏，就自
然湧流出「拯救人、醫治人、膏抹人」的活水來，使我的生命得著更豐盛的恩
典，進入更榮耀的時光裏…

** 本週禱告題目
1) 基督帶著永遠無限的福份，一對一地來找著了我：主來找我、我遇見他、接納
他的日子、途徑、場面如何？當他來時，我是在何等的問題裏？從我接納他進
入我生命裏，我所擁有一切的條件，是否都得了永遠尊貴的意義？
2) 超出我所祈求、想像的，成就了那天上來的異象：從認識基督到如今，我與主
之間愛情故事《雅歌書》的內容如何發展？在過去蒙恩的日子裏，我的生命和事
奉經過幾個轉捩點？那時候新恩如何臨到我身上？之後又得何種際遇，看見何
事的成就？
3) 不能不說所看見所聽見的：當我看見世上有那麽多困苦流離的人時，心裏有「我
所看見所聽見的不能不說《徒 4:20》」主所催逼的强烈感動麽？在我生命裏，已
得著保羅所得「上好的恩賜」
，而迫切想與當代基督徒分享麽？我是否能認出「聖
靈在別人生命裏的作為」？我生命事奉的見證，是經年纍月、
「有根有基」地發
展而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