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流之上的聲⾳音 

 
 
耶和華的聲⾳音發在⽔水上； 
                   榮耀的神打雷，  
                             耶和華打雷在⼤大⽔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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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們⼼心靈的呼喊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
座流出來。 

啟⽰示錄 22:1 （CUVS） 
 
 

貫穿整本聖經，⽔水，象徵性地，多次地被⽤用來描繪⼀一個巨⼤大的精神真理：上帝
不朽的⽣生命湧動著，就像⽔水從他的寶座流向他的⼈人們。那些曾為上帝⼦子民的⼈人
們，那些注定要成為上帝⼦子民的⼈人們，持續地向那些對於這⽔水乾渴的⼈人們，向
那些追隨上帝飲⽤用這⽔水的⼈人們，告知上帝的存在。 
 

這聽起來熟悉嗎？這些話是在⼤大約兩千年前，耶穌在偉⼤大的宴席尾聲說的，根
據在場的⼈人的回憶錄： 
 

約翰福⾳音 7:37-39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為耶穌
尚未得著榮耀。 
 

這裡所指的“⽔水”是什麼，怎麼樣才能得到它呢，為什麼它如此重要呢？為什麼
耶穌勸告他的聽眾飲⽤用唯獨他可以提供的⽔水呢？為什麼他和那個在井邊的⼥女⼈人
說同樣的話呢（約翰福⾳音 4），為什麼他在半個世紀多以後向使徒約翰重申兩
次1，正如約翰在啟⽰示錄裡記錄的⼀一樣呢？ 
 
 
 
 
 
 
 
 
 
 
 
 
 

是什麼讓這⽣生命之⽔水這樣吸引著在井旁的⼥女⼈人的⼼心呢？ 
 

約翰福⾳音 4:9-15 

9 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 「你既是猶太⼈人，怎麽向我⼀一個撒⾺馬利亞婦⼈人要⽔水
喝呢？ 」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 

	  	  	  	  	  	  	  	  	  	  	  	  	  	  	  	  	  	  	  	  	  	  	  	  	  	  	  	  	  	  	  	  	  	  	  	  	  	  	  	  	  	  	  	  	  	  	  	  	  	  	  	  	  	  	  	  
1啟⽰示錄 7: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1啟⽰示錄 22:17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
的⽔水喝。 



10 耶穌回答說： 「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 你必
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 

11 婦⼈人說： 「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 你從那裡得活⽔水呢？ 

12 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裡的⽔水，
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 

13 耶穌回答說： 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
湧到永⽣生。 」 

15 婦⼈人說： 「先⽣生， 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 也不⽤用來這麽遠打⽔水。 」 
 

我們內⼼心的呼喊是這樣嗎？你的⼼心靈也渴望飲⽤用泉湧的活⽔水，因此你可以再也
不⼲干渴嗎？在你基督徒的旅⾏行中，你嘗試過那精神之⽔水的味道嗎？ 
 

這是確信的事實，耶穌基督來到世上免費地賜予所有渴望精神之⽔水的⼈人們精神
之⽔水。但是僅僅熟知聖經中定義的精神之⽔水是不⾜足以接受它的，這和僅僅知道
⽔水是在沙漠旅⾏行的⼈人想要喝的東西差不多。 
 

我們必須實實際際飲⽤用上帝的泉⽔水，⽽而不是簡單地認識到它的存在。為避免錯
誤的理解，泉湧的活⽔水不是指聖經這本書，就像⽔水不是承載它的玻璃杯。聖經
來⾃自於泉湧的活⽔水，但是聖經不是泉⽔水本⾝身。耶穌基督才是泉⽔水。信仰他的⼈人，
並知道要如何飲⽤用他的泉⽔水的⼈人才不會再乾渴。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解釋飲⽤用泉湧的活⽔水——耶穌基督，的意義。我們都像在井
邊的⼥女⼈人⼀一樣乾渴嗎？我們都像她⼀一樣願意放棄她承載著混雜的宗教信條的珍
貴的⽔水壺嗎？我們都像她⼀一樣渴望學會享受從耶穌基督的井裡飲⽔水嗎？ 
 

願主在我們⽣生命的每⼀一天增加我們的⼲干渴。願我們在他存在的綠洲露營，每天
都飲⽤用他的泉⽔水。願這井裡的泉⽔水奔湧成永恆⽣生命。 
 
 
 
 
 
 
 
 
 
 
 
 
 
 
 
 
 
 
 
 



第⼆二章 

⽣生命之⽔水 

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活，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
海⽔水也變甜了。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以西結書 47:9 
 
 

詩篇 1:1-3 

1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
都順利。 
 

我們都⾒見過在河岸邊的樹。這些樹總是⾧長得最繁茂，最強壯，總是接觸最多的
果實，因為它們從來都不缺少維繫⽣生命所需要的⽔水。就像⽔水對於實在的⽣生命很
重要，⽔水對於⼀一個⼈人的精神⽣生命也⼀一樣重要。缺少⽔水會阻礙⽣生⾧長，缺少精神之
⽔水對於信徒們精神成⾧長也同樣會有阻礙作⽤用。成⽂文的上帝的法則像預⾔言⼀一樣來
⾃自於同⼀一⼜⼝口井：通過啟⽰示錄，就像上帝的神聖的⼈人說的（或者寫下的），他們
是有感於聖靈。2這些男⼈人和⼥女⼈人們的根不停地從神聖的⽔水源汲取營養。泉湧的
活⽔水就是⽣生命之源，這⽔水永不⼲干涸。 
 

這是⼀一條真實的河流，它真的存在。上帝在這⽔水的中央（啟⽰示錄 22：1；以西
結書 47:9）。當信徒們找到這神聖的⽔水源，並且飲⽤用它，他們的⽣生命超⾃自然地
豐饒起來。很多的信徒曾經瞥⾒見過上帝慷慨的饋贈，或許只是偶爾。但是我們
想要居住在這地⽅方，飲⽤用他源源不斷供給的泉⽔水。我們的⼼心因他在這綠洲的存
在⽽而滿⾜足嘆息。這地⽅方無法⽤用⾔言語描述，但是⾜足以激起我們的讚美。他對我們
的威嚴和愛⾜足以激起我們歡愉的驚嘆。在這裡，有⼀一條充溢著上帝的美德和恩
惠，權⼒力和和平，⼀一種想和他的⼦子民⼀一同居住的造物者的信⼼心和友誼。 
 

詩篇 46:1-5 

（可拉後裔的詩歌，交與伶⾧長。調⽤用⼥女⾳音。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
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 

其中的⽔水雖砰訇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 （細拉） 

有⼀一道河， 這河的分使神的城歡喜；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神必幫助這城。 
 

上帝的河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渴望被栽種的地⽅方。那不僅是⼀一個繁榮和清爽的地
⽅方，還是⼀一個治癒的地⽅方。上帝會引領我們去到這河流，在那裡可以修復我們
的靈魂。 
 

詩篇 36:8 

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 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 

	  	  	  	  	  	  	  	  	  	  	  	  	  	  	  	  	  	  	  	  	  	  	  	  	  	  	  	  	  	  	  	  	  	  	  	  	  	  	  	  	  	  	  	  	  	  	  	  	  	  	  	  	  	  	  	  
2 彼得後書 1:20-21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
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 



 

詩篇 23:1-3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活⽔水，到⽬目前為⽌止提及的（例如上帝的河流、靜⽌止的⽔水、活⽔水的源泉）都是由
上帝的王座發散出。注意以西結書裡提到這⽔水是從上帝王權的聖所流淌出來。 
 

以西結書 47:1-12 

他帶我回到殿⾨門， ⾒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原來殿⾯面朝東） 。這⽔水從
檻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 

2 他帶我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外⾨門 ，⾒見⽔水從右邊流出。 

3 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量了⼀一千肘， 使我趟過⽔水，⽔水到踝⼦子⾻骨。 

4 他又量了⼀一千肘， 使我趟過⽔水，⽔水就到膝； 再量了⼀一千肘， 使我趟過⽔水，
⽔水便到腰 ； 

5 又量了⼀一千肘， ⽔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躺過。因為⽔水勢漲起，成為可趟
的⽔水，不可趟的河。 

6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看⾒見了甚麽？他就帶我回到河邊。 

7 我回到河邊的時候，⾒見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有極多的樹⽊木。 

8 他對我說： 這⽔水往東⽅方流去，必下到亞拉巴，直到海。所發出來的⽔水必
流⼊入鹽海，使⽔水變甜（原⽂文是得醫治；下同） 。 

9 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活， 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
的⿂魚，海⽔水也變甜了。 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10 必有漁夫站在河邊，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都作曬（或譯：張）網之處。
那⿂魚各從其類，好像⼤大海的⿂魚甚多。 

11 只是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不得治好，必為鹽地。 

12 在河這邊 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的樹⽊木；其果可作⾷食物，葉⼦子不枯乾，
果⼦子不斷絕。每⽉月必結新果⼦子， 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 樹上的果⼦子必
作⾷食物，葉⼦子乃為治病。 

注意這醫治，有⽔水不斷的從聖所——上帝的住所，湧流⽽而來。 

希伯來書 8:2 提到，耶穌是這聖所裡執事的。耶穌基督不斷掌管著這地⽅方，這
維持⽣生命所需的⽔水發源的地⽅方！再次，我們可以看出上帝在盛宴的最後⼀一天呼
喚於那些乾渴的⼈人們前來，呼喚他們來飲⽔水是多麼得深刻。 
 
 
 
 

約翰福⾳音 7:37-39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
喝。 

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 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為
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那麼，到底這⽔水是什麼？我們可以看出這⽔水對於信徒們的⽣生命的作⽤用。我們可
以看出我們的主對於⿎鼓勵我們飲⽤用這⽔水所傾注的熱情。我們可以看出這⽔水和聖
靈緊緊相連。但是，我們要怎麼才能消受它呢？我們怎麼才可以為我們⾃自⼰己掙
得這⽔水呢？ 
 
 
 
 
 
 
 
 
 
 
 
 
 
 
 
 
 
 
 
 
 
 
 
 
 
 
 
 
 
 
 
 
 
 
 
 
 
 
 
 
 
 
 
 
 
 
 
 



第三章 

他的聲⾳音在⽔水之上 

耶和華的聲⾳音發在⽔水上；榮耀的神打雷，耶和華打雷在⼤大⽔水之上。 

詩篇 29：3 
 
 
 

從上帝聖所王座流淌出的⽔水是耶和華聲⾳音的⼀一個⽐比擬。我們在之前的篇章詩篇
46：5 中讀到上帝在這⽔水中央。他的聲⾳音在這⽔水之上（詩篇 29:3）；他的聲⾳音攜
著同樣的盤旋在這⽔水之上的聖靈，等待著耶和華的聲⾳音宣布地球成為創世記的
第⼀一章。他的聲⾳音不僅創造了地球⽽而且還在不斷地維繫著地球。3 
 

現在，還是同樣的神的神聖的聲⾳音。這活⽔水是神的神聖的話語從他寶座的聖殿
湧流⽽而來。⽽而信仰者便是聽到它並且以之為⽣生。4正是這河⽔水充溢著從上帝王位
⽽而來的神的活的話語，正是這河⽔水湧流進每⼀一個信仰者的精神，從⽽而準備基督
的新娘——教會。 
 
 
 
 
 
 
 
 
 
 
 
 
 
 
 
 
 
 
 
 
 
 
 

以弗所書 5:25-27 

	  	  	  	  	  	  	  	  	  	  	  	  	  	  	  	  	  	  	  	  	  	  	  	  	  	  	  	  	  	  	  	  	  	  	  	  	  	  	  	  	  	  	  	  	  	  	  	  	  	  	  	  	  	  	  	  
3 希伯來書 11:3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 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 ；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
來的。 
3 
3希伯來書 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
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3 
4⾺馬太福⾳音 4: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4 
4又⾒見，申命記 8:3 中引⽤用了這條經⽂文來解釋整個在荒野漫遊的⽬目的！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 ，成為聖潔，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
疵的。 
 

這些詩篇變得極端的重要，當我們要理解教會是怎樣通過這天啟的詞：瑞瑪，
經這⽔水的洗禮⽽而被洗淨的，怎樣被準備，又是怎樣被造成神聖的⽽而沒有污點的。 
 

以弗所中的“藉著道”，字⾯面意思就是通過“瑞瑪”，意味著“神啟”。這些說話⽅方式，
來⾃自耶穌的話語，是從耶和華那⾥里通過聖靈⽽而來，就像約翰接收到的聖靈感化
⽽而寫下啟⽰示錄。保羅當他在寫新約篇章時，感受到的聖靈是來⾃自於同⼀一條活⽔水。
保羅寫道：但是我向你證實，兄弟們，我宣揚的福⾳音不是來⾃自於⼈人。因為這既
不是我從⼈人那裡收到的，也不是我⾃自⼰己教的。這福⾳音是通過耶穌基督的揭⽰示的。
5 
 

“耶穌基督的揭⽰示”是來⾃自於從基督的聖所中流淌到保羅的活⽔水般的話語。保羅
把他們寫下來，就像約翰在神的啟⽰示下寫下新約的第⼀一章。我們所有的⼈人也⼀一
樣，將會在不斷湧流的道的河流⾥里安歇和停留。這道便是耶穌從他的⼼心底和每
⼀一個信仰者說的話。這些就是我們以之為⽣生的道——⾺馬太福⾳音中的從上帝⼜⼝口出
傳出的話語，“瑞瑪”。 
 

我們經常被誘惑覺得使徒約翰和保羅是獨特的，或者⽐比我們更合格作為上帝的
羔⽺羊去聽到主的聲⾳音（約翰福⾳音 10:27）。但這完全不是出⾃自於聖經的教義。我
們同樣從同⼀一⼜⼝口井中喝⽔水，“瑞瑪”來⾃自於湧流的活⽔水，正是喝了這⽔水，洗淨我
們，使得我們在耶和華⾯面前沒有污點，沒有褶皺，沒有瑕疵；正是喝了這⽔水幫
助我們準備新郎——耶和華，和他的新娘——教會，的婚禮。每⼀一個信奉真理
的⼈人都會聽到耶和華的聲⾳音，6 “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7這些是耶穌對彼拉多
說的話，也是他對反對他的猶太⼈人說的話。 
 
 

安歇吧，親愛的教友，我們沒有拒絕過耶和華，我們已經承認他是我們的主和
救世主。 
 

羅⾺馬書 10:8-11，17 

他到底怎麽說呢？他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裡，在你⼼心裡。就是我們所
傳信主的道。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經上說：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5 加拉太書 1:11-12 
5 
6 約翰福⾳音 18:37 
7 約翰福⾳音 8:47a 



當我們可以確信我們的救贖的時候，我們不敢依著喜悅的⾃自滿航⾏行。我們必須
從事於我們神的事業，持續地投⼊入聖靈的事情： 
 

◊ 學會愛上我們最初的愛，耶穌基督（啟⽰示錄 2:1-7）， 
 

◊ 培養我們的⼼心靈去聽到耶和華最輕的低語（雅歌 2:14；8:13-14；希伯來書
4:1-16；12:25-29）， 
 

◊ 學會以每⼀一個天啟性的從神的⼜⼝口出發出的話語“瑞瑪”——精神⾷食糧為⽣生（⾺馬
太福⾳音 4:4；申命記 8:3） 
 

◊ 讓“瑞瑪”的啟⽰示來洗淨我們，使得我們得到精神上的清潔（以弗所書 5:26）
以及建⽴立我們的信仰（羅⾺馬書 10:17） 
 

◊ 使得我們遠離反叛，罪孽，巫術，頑固，邪惡，邪神崇拜（撒母⽿耳記上
15:22-23）。 
 

 

這是我們的準備，通過在他的“瑞瑪”話語的河流裡清洗我們，以得到⼀一個沒有
污點，褶皺或者瑕疵的新娘。我們深愛的耶和華會和⼀一個他無法談話的，⼀一個
還沒有學會去聽他的聲⾳音，⾸首先作為他的羔⽺羊（約翰福⾳音 10）然後成為為他的
出現著迷的愛⼈人結婚嗎？聽到主的聲⾳音，那籠罩在⽢甘甜的流⽔水之上的聲⾳音（詩
篇 46:4-5；29:3-4；36:8-12），我們對於他的出現是乾渴的，我們渴望從他的井
中——⽣生命之泉中飲⽔水。他的存在的榮耀在他的聲⾳音中得以揭⽰示。 
 
 

（創世記 2:8；出埃及記 33:12-23；撒母⽿耳書上 3:21）。他對我們的愛和友善是
多麼的榮耀，拉近了我們和他的距離，也讓他離我們更近！ 
 
 
 
 
 
 
 
 
 
 
 
 
 
 
 
 
 
 
 
 
 



第四章 

勿要離棄這泉⽔水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
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耶利⽶米書 2:13 
 

當我們離他更近時，我們鞏固我們和耶和華的關係。我們單獨花費時間在我們
選擇的在⼼心中準備的聖壇。就像摩西在帳幕的會⾯面的地⽅方⾒見到上帝，我們也應
該有⼀一個我們準備與上帝會⾯面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學會如何從活⽔水的源泉飲⽔水
的地⽅方。 
 

巨⼤大的罪惡將會出現，當上帝的⼦子民不能夠從他的泉⽔水⾥里飲⽔水，在這泉⽔水邊，
去學習聆聽他的聲⾳音。第⼀一，我們沒有接受到必須的，永恆的給予⽣生命的⽔水。
這⽔水對於維繫他們的在主的精神⽣生命是必須的。第⼆二，對於精神之⽔水有需求，
他們反⽽而創造出其他版本的精神之⽔水。這就是為什麼在世界各地有許多的宗教
神學體系，甚⾄至許多也有極好的基於愛之上的特點。但是他們缺少⼀一樣東西：
活⽔水。 
 

這⽔水僅僅來⾃自於耶穌基督的泉⽔水。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都不能重
現基督現在在世界上所創造的奇蹟。可悲的是，並不是許多的基督徒就可以創
造基督的奇蹟。這是為什麼呢？ 
 

好的果實來⾃自於那些被好好地澆⽔水的樹。活⽔水可以⽣生產出有活⼒力的精神果實。
活⽔水結出的果實是明顯的。從活⽔水的泉⽔水中飲⽔水的信仰者在他們的⽣生命中擁有
明顯的的精神果實。這些果實包括上帝通過天兆，神蹟，和奇蹟對於他們教會
的讚許。8當然這也包括贏得那些迷失的⼈人。但是真正的來⾃自於耶穌基督的活⽔水，
也包括奇蹟，治愈，斬去惡魔，傳道者的天兆，以及聖靈的天兆，例如：講不
通的⽅方⾔言。 
 

認識到因為“我是主我從來不變”9是使⼈人清醒的，我們無法改變上帝選擇處理我
們的⽅方法。我們被奉勸從他的井中飲⽔水，這樣的追尋的果實總是會從他的認可
的祝福展現出來。如果我們反之，追尋我們跟隨基督的⽅方式，我們⾃自⼰己的活著
的⽅方式，沒有從我們最⾼高的指揮官那裡得到啟⽰示的話，我們將會很像該隱，他
的確在上帝⾯面前盡到了他該盡到的義務，但是他跟從了⾃自⼰己覺得正確的⽅方式⽽而

	  	  	  	  	  	  	  	  	  	  	  	  	  	  	  	  	  	  	  	  	  	  	  	  	  	  	  	  	  	  	  	  	  	  	  	  	  	  	  	  	  	  	  	  	  	  	  	  	  	  	  	  	  	  	  	  
8 使徒⾏行傳 2:22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蹟， 
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8⾺馬可福⾳音 16:17-20 
8信的⼈人 必有神蹟隨著他們 ，就是 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818 ⼿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麽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819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邊。 
820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8約翰福⾳音 14:12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
往⽗父那裡去。 
8 
9 瑪拉基書 3:6 



不是上帝通過天啟告訴他的⽅方式。結果是？上帝沒有接受他的犧牲。該隱於是
對上帝很⽣生氣。我們必須要實施我們的宗教⾏行為通過傾聽上帝的聲⾳音，然後精
確地遵循它。 
 

有多少教會正在做像這樣極好的⼯工作（在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追隨者看來），但
是上帝還沒有通過超⾃自然的跡象，神蹟和奇蹟來展現他的認可？我的朋友們，
沒有來⾃自耶穌基督的天啟，貌似基督徒的教義就出現了，使得許多的教會顯得
很忙碌。但是他們缺少上帝的許可。發⽣生了什麼呢？ 
 

就像那些因為沒有聽到主的聲⾳音的死在荒蠻地帶的上帝的⼦子民們10，所以即使今
天，上帝也會讓他的⼦子民在他們荒野漫遊之時死去，除⾮非他們最終⾃自⼰己學會去
聽以及遵循上帝的聲⾳音，從⽽而從耶穌基督這活⽔水源泉飲⽔水。唯有如此，主才會
讓他們穿越他們的約旦河進⼊入新約的應許之地。直到那時候，相較於那些活躍
的模仿基督的⾏行⾛走，因⽽而可以聽⾒見和遵循上帝的聲⾳音的教會，有些教會仍只是
無⼒力的缺乏活⼒力，困惑的以及無果實的。正是他的聲⾳音作為活⽔水從聖所流出。 
 

耶穌眼中的微光繼續成為他的教會。他是多麼享受和他可愛的新娘的個⼈人的友
誼啊！她又是對他，她的初戀怎樣地渴望！這是耶穌通過他持續的啟⽰示性的話
語，正在準備的教會⾥里⼈人的⼼心靈。從他們的⼼心底他們已經學會了從他們的精神
去聽他的流動的話語（約翰福⾳音 7:37-39）。這是他為她準備她和王的婚禮的機
理，他⽤用聖靈的⽔水來清洗她，使得她沒有絲毫的污漬，褶皺或者瑕疵。 
 

啟⽰示錄 3:20-22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
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
同坐⼀一般。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就像王想王后以斯帖伸出他的權杖，她，已經準備好的，就可以進⼊入他的存在。
所以基督的新娘今天有了進⼊入王的權利。我們觸碰他的⼼心，就像以斯帖觸碰她
丈夫的。他先說，然後她學會聆聽。她克服了困難，然後被邀請與王⼀一起坐在
他的王座。學會聆聽和遵循來⾃自於活⽔水源泉的聲⾳音的信仰者也會想王后以斯帖
⼀一樣。 
 

但是這準備⼯工作是怎樣發起的呢？在聖經中有無數的例⼦子。⽐比如說，使徒保羅
在阿拉伯半島待了三年，不是去學聖經。他⾮非常了解聖經，我們也應該和他⼀一
樣熟悉聖經。事實上，我們認為我們接收到的天啟在不熟悉了解聖經的情況下
是無法被確認的。保羅去到阿拉伯半島不是為去更多地學習聖經，是為了學會
如何聆聽主的聲⾳音。他去學習如何通過聖靈的⼒力量使他在主裡⾯面⽣生活以及⾏行動。
這⽤用去了他三年時間。 
 

	  	  	  	  	  	  	  	  	  	  	  	  	  	  	  	  	  	  	  	  	  	  	  	  	  	  	  	  	  	  	  	  	  	  	  	  	  	  	  	  	  	  	  	  	  	  	  	  	  	  	  	  	  	  	  	  
10 約書亞記 5:6 以⾊色列⼈人在曠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國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滅了， 因為他們沒有
聽從耶和華的話 。耶和華曾向他們起誓，必不容他們看⾒見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我們的地，
就是流奶與蜜之地。 



我們也要⽤用這麼⾧長時間嗎？這不⼀一定。你會樂意投⼊入三年的時間，如果三年就
是主告訴你的？你會樂意變賣你所有的東西然后買下這包含與主的親密關係的
領域嗎？或者你像那個富有的年輕⼈人⽐比起愛主更愛他⾃自⼰己塵世的財富積累，因
⽽而不會丟棄財富，不夠渴望去追隨他？設想你被保證當你完成⼀一個三年的培訓
項⽬目，你將會得到六千萬元。你會放棄你現在的事業和協約⽽而把你接下來的三
年投資到這個項⽬目嗎？為什麼信仰者們不以同樣的⽅方式來看待他們聽懂基督活
⽔水的聲⾳音的投資呢？基督的財富不是更寶貴嗎？ 
 

主已經有⼀一個為每⼀一個信仰者準備的個⼈人的課程。這課程是在他們學會從他的
活⽔水源泉飲⽔水以後，專⾨門設計⽤用來幫助他們去完成他們的上帝預設命運。我們
的⽣生活⽅方式，協約，以及糾紛經常使我們緊握的財富。但是把他們緊緊地握在
⼿手中，我們就可能像那個費盡地離開⽣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泉年輕⼈人，因為跟隨主
的課程的代價對他來說太⼤大了以⾄至於他無法承擔。 
 

耶穌從未讓我們去複制另外⼀一個⼈人的教會。這個想法是我們⾃自⼰己宗教的虛構的
其中之⼀一。我們猜想他會要求我們去到世界的另⼀一邊，又或許在貧困中⽣生活。
主只要求我們聽到他的聲⾳音並且遵循。所以主告訴你要去做的事情和他告訴我
的是不⼀一樣的。他告訴彼得不要在意約翰將會有什麼樣的教會。有些信仰者對
於未知⾮非常的懼怕，他們緊緊抓住熟悉的事務不放，因此他們永遠都無法相信
主給他們指路，指向上帝的對他們⽣生命的意願。因此，他們的⽣生命錯失了精彩
的 神聖的計劃，⽬目標，命運以及上帝給他們預留的天堂的桂冠！全因為他們固
執地回絕，或者半信半疑地花費必須的時間來虔誠地，狂熱地遵循主的聲⾳音。 
 

許多被眷顧的在主裡⾯面的兄弟姐妹祈禱能夠知道主的意願，（這個禱告顯然在
聖經中是沒有提到的），但是⼀一個孩⼦子需要禱告來知道和他親密無間的⽗父母的
意願嗎？⽗父母不是⼀一直在⼀一起親密地⽤用愛來教誨，引導和指引嗎？⼀一個⼈人⽤用⼼心
學習聆聽和遵循我們牧師的聲⾳音將會在今⽣生和天堂中的⽣生命得到最顯著的回報。 
 

摩西的⼦子民拒絕攀爬⼭山巒去聆聽主的聲⾳音，他們反之選擇讓摩西為他們去聆聽11。
主怎麼可能被⼀一個要求他們的牧師作為他們的主的聲⾳音的教會⽽而喚醒呢？ 
 

在⾯面對彼得的被否認糾纏的⼼心，⼀一句“跟隨我”召喚耶穌來到彼得⾯面前。 （約翰
19:15-22）“跟隨我”這話意味著跟隨⼀一個領先的⼈人，去陪伴，作為⼀一個侍者加⼊入。
12耶穌要求我們陪伴他。他給那些真正百忙中抽空花費時間單獨給他的⼈人提供⽣生
命之⽔水。耶穌如此親切地坦⽩白他的⼼心——當他和我們這樣談話，我們怎麼才能
夠不愛他呢？當我們不會學會飲⽔水，並來到他的⾝身邊，他怎麼能給給我們清涼
的提神的活⽔水呢？ 
 

禱告的⼩小房間是⽤用來和那個曾經為聖徒做調解的⼈人談⼼心⽤用的。我們可以學會讓
主給我們設置⼀一天的⽇日程。我們信仰的創作和完善者等待著飢餓的渴望享⽤用天
啟的精神⾷食糧的靈魂的召喚。他給凡是乾渴的⼈人們活⽔水，唯這⼀一活⽔水將會變成
⽔水的源泉，奔湧不息直到永恆的⽣生命。當我們虛弱的時候，他的愛是怎樣地激
勵著我們⾛走向他。當我們學會在他的存在中靜⽌止，他使我們再強壯起來是多麼

	  	  	  	  	  	  	  	  	  	  	  	  	  	  	  	  	  	  	  	  	  	  	  	  	  	  	  	  	  	  	  	  	  	  	  	  	  	  	  	  	  	  	  	  	  	  	  	  	  	  	  	  	  	  	  	  
11 希伯來書 12:18-29 
12 Strong's Concordance #190 



的迅速，就想以利亞學的那樣13。我們學會在他⾯面前堅定，進⼊入他的依靠，終⽌止
我們⾃自⼰己的⼯工作14，從⽽而讓他做他的。我們必須永不放棄這泉⽔水，並且認定這唯
⼀一的交流⽅方式和我們的⽼老師，耶穌基督。 
 
 
 
 
 
 
 
 
 
 
 
 
 
 
 
 
 
 
 
 
 
 
 
 
 
 
 
 
 
 
 
 
 
 
 
 
 
 
 
 
 
 
 
 
 
 

	  	  	  	  	  	  	  	  	  	  	  	  	  	  	  	  	  	  	  	  	  	  	  	  	  	  	  	  	  	  	  	  	  	  	  	  	  	  	  	  	  	  	  	  	  	  	  	  	  	  	  	  	  	  	  	  
13 列王記上 19:12 
14 希伯來書 4:9-11 



第五章 

在我⽗父親的住所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
預備地⽅方去。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
在那裡。 

約翰福⾳音 14:2-3 
 
 
 

我們深愛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坐在這花園是多麼快樂的事，他最⾼高的渴望就是教
會我們每⼀一個⼈人進⼊入並在上帝的存在的王座休憩。耶穌在花園中祈禱道：“使他
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約翰福⾳音 17:22） 
 

我深信在每⼀一個⼼心靈深處的渴望就是和上帝合⽽而為⼀一。這是⼀一個被培養的渴望。
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那些渴望的⼈人將“合⽽而為⼀一”變成現實！ 
 

在約翰福⾳音 14 章中，主針對我們的未來做了⼀一個⾮非凡的陳述： 
 

約翰福⾳音 14:1-2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
們預備地⽅方去。 
 

多少次我誦讀這幾⾏行詩篇，並且想到在天堂有⼀一個特地為我準備的未來的宅邸
我是多麼⼤大的安慰。想像在天堂我們想要擁有的奢侈豪華的東西是很容易的。
或許這就真的是我們未來在天堂的圖景。但是有⼀一天我讀著這些詩篇，主開始
像我揭⽰示⼀一些真相，那些引起了我的注意的詩篇。 
 

“宅邸”這個詞可能應該更合適地被翻譯為“居住的地⽅方”或者“⼀一個住宅”。當我沉
思著這些詩篇，聖靈開始向我展現這些詩篇不是簡單地談論⼀一個未來的地⽅方。
思考⼀一下第三節： 
 

約翰福⾳音 14: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
在那裡。 
 

理解這些詩篇的關鍵在於認識到耶穌通過聖靈談論⼀一個在聖靈裡⾯面的他所在的
地⽅方。他不是說“我曾經在的”或者“我將會在的”，⽽而是說“我在的地⽅方”。換句話
說，現在耶穌在哪裡，我們也可以在那裡。這是⼀一個在精神裡⾯面的地⽅方，⽽而不
是⼀一個物質存在的地⽅方。 
 

耶穌必須離開為了讓安慰者，聖靈來到。 （約翰福⾳音 16:7）耶穌離開的⼀一個⽬目
的就是為了為你準備⼀一個在聖靈裡⾯面的地⽅方居住，這樣你就可以和耶穌同在。 



 

你可能會想，“好吧，我以為根據歌羅西書 1:26-27，基督榮耀的希望在我⼼心裡。”
你是對的。基督實際是在每⼀一個重⽣生的信仰者裡。但是請理解這⼀一點：我們⾒見
到耶穌的地⽅方是⼀一個精神場所，還有和我們的⽗父親，和耶穌基督的親密和友誼
也是⼀一個在聖靈裡⾯面的場所。耶穌離開去為你準備這場所，這樣你才能夠再任
何你想去的時候去那裡。 
 

⼤大衛把這地⽅方叫做“⾄至⾼高者的隱秘處”。 （詩篇 91:1）約翰提到它作為在主的餐
桌和他⼀一起⽤用餐的地⽅方。 （啟⽰示錄 3:20）沒有曾經享受⼀一段和主的親密的個⼈人
的散步，並且為神的國度完成這強⼤大的業績的⼈人，會不能夠理解和實⾏行這精神
的真相：我們是為了和耶穌基督的親密友誼才被創造的，以及通耶穌基督，和
⽗父親的親密友誼。這就是為什麼耶穌來到世上並且為了你⽽而死去。被聖靈驅動
⽽而⾏行⾛走取決於學會找到與耶穌基督的親密場所。 
 
 

⼀一個來⾃自過去的聲⾳音  

讓我和你分享⼀一本我最喜歡的書《師主篇》。這書是由⼀一個叫做⾦金碧⼠士多⾺馬·
阿·坎⾙貝斯的修道⼠士寫的，寫在 15 世紀早期。在⼀一篇題為“論基督內⼼心的對於
⼀一個忠誠的⼼心靈話語”，他寫到： 
 
我應該留⼼心到，如有⼀一顆忠誠的⼼心靈，我應該聽到我的主耶穌將和我說的。凡是聽⾒見耶穌在他
的靈魂裡說話的⼈人，凡是從耶穌的嘴裡取得安慰的話的⼈人都是受祝福的。15凡是聽到耶穌低語
的⽿耳朵，凡是不關⼼心這世界欺騙性地低語的⽿耳朵都是受祝福的。那些好的樸素的不注意演講的
外觀但是注意上帝說的內容和在⼼心靈中內在的教誨的⽿耳朵是被祝福的。16那些對於外界的浮華
景象閉眼不觀的但是時刻關注著內在的上帝的⾏行動的眼睛是被祝福的。那些贏得美德，⽤用好的
⾝身體的以及精神的⼯工作來將他們⾃自⼰己準備好，以便每天接收越來越多的秘密啟迪和內在的上帝
的教誨的⼈人們是被祝福的。他們那些讓⾃自⼰己全⾝身⼼心地為上帝服務的⼈人們，他們那些為了他的服
務將所有塵世上的阻礙都拋開的⼈人們是被祝福的。 
 
啊，我的靈魂，注意到那些先前說過的，關閉你感官享受的⾨門，切斷你的五種感覺，這樣你才
可以聽到內在的我們的主耶穌在你的靈魂中所說的話。因此你深愛的主說：我是你的健康，我
是你的平和，我是的⽣生命。讓你在我裡⾯面安息，你將會在我裡⾯面找到平和。放棄那些轉瞬即逝
的東西，找尋那些永恆的東西。除了 迷惑的，現世的東西又是什麼呢？如果主耶穌放棄你的話，
所有的造物於你來說又算什麼？因此，放棄和離開所有造物，所有塵世的東西，做存在於你的
事情，使得你在他的眼中討⼈人喜歡。這樣你才可以在天堂的國度，在這⼀一次⽣生命結束以後得到
永恆的⽣生命。 

耶穌離開去準備可以聽到他聲⾳音的地⽅方，在這裡我們可以學會通過每⼀一個從上
帝嘴裡說出的話來⽣生活。他的羔⽺羊聽到他的聲⾳音，於是跟隨他。這些羔⽺羊不會
跟隨其他的聲⾳音。被聖靈引導就是被耶穌的勸告所指導，和他的教會直接地交
互。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約翰福⾳音 15：7 這樣說
道。⼀一段和你愛的⼈人的關係怎麼可以僅僅基於那些寫的關於他們的情況，⽽而不
是基於積極主動的和他們的交流呢？聽到新郎的聲⾳音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啊！
每⼀一天都是⼀一段和你愛的⼈人，耶穌基督的新冒險。 
 

	  	  	  	  	  	  	  	  	  	  	  	  	  	  	  	  	  	  	  	  	  	  	  	  	  	  	  	  	  	  	  	  	  	  	  	  	  	  	  	  	  	  	  	  	  	  	  	  	  	  	  	  	  	  	  	  
15 ⾺馬太福⾳音 4:4——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瑞瑪）。 
16 約翰⼀一書 2:27——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
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 



 

神的國就是他的存在 
 

神的國不是酒⾁肉，⽽而是正義，與平和，以及在聖靈裡的歡愉。17神的國不在乎話
語，⽽而在乎權⼒力18，神的國不是通過觀察（例如，通過五種感覺）⽽而來……它在
你裡⾯面。19 
 

神的國不是⼀一個地域，不是⼀一段時間。反之，它是神的存在。神的國是我們第
⼀一要找尋的神的存在，他的正義，以及所有將加於你的東西（這⼀一⽣生所需要的）
20。神的國是當我們和耶穌基督建⽴立起⼀一段個⼈人的關係時，到來的神的存在，耶
穌基督實現了每⼀一顆⼼心的渴望。他將成為我們⼼心臟的脈動！ 
 

像書拉密的⼥女⼈人的對於和他深愛的牧⽺羊男孩的瘋狂的渴望（雅歌），我們也將
⾧長成渴望我們所愛的耶穌基督。通過每天花時間找尋他，保持對他的飢渴。凡
是找尋他的⼈人都能夠找到他。 
 

認知他 
 

我曾經每⼀一次我讀到箴⾔言篇 3:5-6 時，都對神⼤大聲的呼喊。我會祈禱，“神啊，
如果僅僅是⼀一次，在我的⽣生活中我可以真正地做這詩篇裡說的，我將會前所未
有的感恩。”接著我⾒見到了耶穌，然後我意識到這些篇章其實是多麼容易做到。
他們可以變得像呼吸⼀一樣簡單： 
 

箴⾔言篇 3:5-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主運⽤用了⼀一個例證來教我這些篇章。他像我展⽰示了⼀一坐三個甲板的橋。⽐比如說，
在紐約市，有些橋有兩條⾼高速，⼀一條在另⼀一條之上。從較低的⾼高速上，你可以
仰望⾒見好像天花板或者是屋頂在你之上，你不會想到那是另⼀一條不同的路在你
之上。主在向我展⽰示男⼈人和⼥女⼈人們可以在⼀一條較低的⾼高速上⾏行駛，並且被他們
⾝身體的渴望和貪求所駕馭，又或者，他們可以⾏行駛在他們⼼心靈不⾼高不低的⾼高速
上（這其中有⼀一個⼈人的性格，⼈人類的思想，情感以及推理。）但是更有成效的
是，他們可以在最⾼高層次的⽔水平上⾏行駛，精神的⾼高速。精神領域的⾼高速在靈魂
和⾝身體之上，不論是在這兩條較低的⾼高速上，要發現還存在⼀一條精神的⾼高速在
你之上是很難的。 
 

後來，主向我指⽰示了去到精神的⾼高速的路就是簡單地在你們全天所有的道路上
都認知到他。當我們停下我們的忙碌並且認知到他，我們就可以跳上精神的⾼高
速，在上⾯面⾏行駛。在聖靈裡⾏行駛，⽣生活，⽐比起在我們靈魂的或者⾝身體層次的⾼高
速上⾏行駛更令⼈人愉快。認識到神使我們能夠接觸到聖靈有關的東西。這就是神

	  	  	  	  	  	  	  	  	  	  	  	  	  	  	  	  	  	  	  	  	  	  	  	  	  	  	  	  	  	  	  	  	  	  	  	  	  	  	  	  	  	  	  	  	  	  	  	  	  	  	  	  	  	  	  	  
17 羅⾺馬書 14:17 
18 哥林多前書 4:20 
19 路加福⾳音 17:20-21 
20 ⾺馬太福⾳音 6:35 



為我們預期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渴望⽣生活在奇蹟的國度，在你所有的道路上都
認知到他，並且學會聽從他靜⽌止的將會指導你道路的細語。 
 

讓我來分享⼀一個近期的例⼦子，這發⽣生在我從去羅⾺馬尼亞傳教回來的過程中。和
兄弟卡爾·福克斯以及⼀一隊極好的牧師，我們花了三個星期在教堂裡講課，在
街道和村莊⾥里和聖徒們⼀一起傳授福⾳音。 
 

在回來的路上，我在倫敦停留去拜訪⼀一位極好的信仰者，他⾮非常喜歡我的書在
主的餐桌⽤用餐：學會聆聽主的聲⾳音，以及牧師卡爾·福克斯的書，將詛咒變為
祝福。21在⼀一段寶貴的團契之後，這位信仰者把我送到機場讓我從那回波⼠士頓家
中。 
 

我⾛走進混亂的希思羅機場，整個機場被因航班被取消⽽而⽣生氣的上千的⼈人們所填
滿。結果是因為那天歐洲幾⼤大機場決定將他們機場交通控制系統轉換到⼀一台新
電腦上。⼤大多數的航班都被取消了，因為系統轉換失敗了。現在，我可以在倫
敦再待上幾晚，然後我意識到我是多麼幸福！但是除⾮非航空公司為我的停留埋
單。因為我幾乎把我所有的錢都捐獻去幫助羅⾺馬尼亞的信仰者們了。因為這⿇麻
煩是政府的問題，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不願意為旅客們的中途停留埋單。⼈人們
之所以憤怒是因為航空公司說他們在四五天之內都無法重新為乘客規劃航班！ 
 

我花費了⼀一個⼩小時站在⼀一條上千⼈人的隊伍裡才意識到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站在
隊伍裡。我開始在航站樓裡⾛走來⾛走去，⽤用不同的語⾔言唱歌。我開始讚美上帝，
為他存在和掌控⽽而唱讚美歌。我讚美他因他在這世界的基地存在之前，就知道
這混亂會發⽣生。我給我極好的妻⼦子麗塔打電話然後請她轉告禱告隊來祈禱。我
開始⽤用我的全部的⼼心來相信上帝，⽽而且並不從依靠我⾃自⼰己的理解。當我持續地
認知道他的存在，他指導了我的道路。 
 

當我⼀一邊讚美上帝⼀一邊⾛走去和票務員談話的時候，我有了⼀一個想法。我知道在
我的精神裡⾯面，這個想法來⾃自於上帝。票務窗⼜⼝口的隊伍空無⼀一⼈人因為所有停滯
的乘客都站在客服窗⼜⼝口，對著⼯工作⼈人員⼤大叫。 
 

票務員告訴我她可以將我安置在⼀一個備⽤用的以及唯⼀一的⼀一個出發去波⼠士頓的航
班，但是我在這備⽤用的列表裡，將會是第 30 個。我並不奢望登上⼀一般上百⼈人都
想要登上的航班。我等了 3 個⼩小時，期間我⼀一直在航站樓裡向上帝唱讚美歌。
在那段時間，主告訴我我真的可以登上這航班。哈利路亞！現在，我有了⼀一個
我可以依附的確切的瑞瑪啟⽰示性的詞，我從上帝那裡學到沒有瑞瑪的詞是不可
能的。 （路加福⾳音 1:37） 
 

最後，在適當的櫃檯等著備⽤用航班的宣告的時間到了。我剛回答完⼀一個站在我
⾝身邊的⼥女⼠士的問題，她是在這同⼀一個列表上的第⼆二⼗十⼋八位。我讓她⾒見證了基督，
她正問我，“我希望你⼀一直在為這航班禱告吧？”我向她確認我⼀一直在禱告，正
在這時候，票務員開始宣布名字。那時候距離出發時間只有⼗十五分鐘，並且從
票務櫃檯到登機⼜⼝口還有⼀一⼤大段路。⼯工作⼈人員宣布了第⼀一個姓名。緊接著的名字

	  	  	  	  	  	  	  	  	  	  	  	  	  	  	  	  	  	  	  	  	  	  	  	  	  	  	  	  	  	  	  	  	  	  	  	  	  	  	  	  	  	  	  	  	  	  	  	  	  	  	  	  	  	  	  	  
21 這兩本書對於學習實際的關鍵點來增加聆聽主的聲⾳音的信⼼心都⾮非常有幫助。如若想要知道更多的信息，
請聯繫王國信仰國際部⾨門，在本書末尾註明。 



⼯工作⼈人員說的就是我的名字！不是第三⼗十位，上帝不知何故將我改到了第⼆二
位！ 
 

我衝到我的⾶飛機上，在我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下。過了⼀一會，另⼀一個⼈人匆忙地登
機坐在我的旁邊。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是我最愉快的時間，向這個⼈人⾒見證耶穌
基督。他後來告訴我他⾮非常享受聆聽關於主的事，以及他是多麼討厭在⾶飛機上
談話，以及故意在⾶飛機上從來不和別⼈人講話！他談話間，向我澄清了他的⼀一⽣生。
他在神裡重⽣生，但是從不知道上帝是多麼想要他學會和神更近，並且可以傾聽
他的聲⾳音並且與之團契。 
 

看⾒見嗎，上帝如此精⼼心地準備來幫助我們因聖靈⽽而⾏行⾛走。當我們在我們的所有
道路上都認知到他，他是如此地急切地指導我們的步⼦子。我們的歡樂是讓這在
耶穌基督腦海裡的想法22，也村咋在我們的的腦海裡，並且在神的聖靈的⾼高速上
⾏行駛，⽽而不是在我們⾁肉體的⾝身體或者⼼心靈的道路上⾏行駛。耶穌為了我們能夠去
到並且停留⽽而準備了這樣⼀一個場所。他這麼做了，所以今天我們可以了解這地
⽅方。 
 

再也沒有和耶穌基督，和⽗父親保持溝通每分每秒地⾛走在⼀一起更⼤大的歡樂了。你
是被愛的，並且被邀請在王的存在。你是受歡迎的讓他來引導你去那靜⽌止的⽔水
邊，他在那⽔水⾥里保存著你的靈魂。那個富裕的⼈人不放棄在他這⽣生命中珍貴的東
西，並且想要緊握著那些東西不放。當我們愛上耶穌基督以後不久，我們就會
發現緊握著此⽣生珍貴的東西對我們來說不算什麼。像那個知道在⽥田地裡的寶藏
的⼈人，他 願意變賣⼀一切來買下那⽥田地。我們也擁有這樣的寶藏在我們和耶穌基
督的關係中，因此我們願意佔⽤用我們忙碌的⽣生活，花更多的時間和我們深愛的
耶穌基督。你會去到你的阿拉伯半島嗎？ 
 

願主⽤用他的存在的快樂填滿你。願你消受並堅定地和他培養更多的親密關係，
因為聖經宣稱所有尋找他的都將會找到他。 
 
 
 
 
 
 
 
 
 
 
 
 
 
 
 
 
 
 

	  	  	  	  	  	  	  	  	  	  	  	  	  	  	  	  	  	  	  	  	  	  	  	  	  	  	  	  	  	  	  	  	  	  	  	  	  	  	  	  	  	  	  	  	  	  	  	  	  	  	  	  	  	  	  	  
22 腓⽴立⽐比書 2:5 



第六章 

神⼼心中的熱情 

 

我的鴿⼦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隱密處。求你容我得⾒見你的⾯面貌，得聽
你的聲⾳音；因為你的聲⾳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雅歌 2:14 
 

在整本聖經中，談論主對於他的新娘的熱情，沒有⽐比雅歌更好的章節。在這⼀一
章中，主揭⽰示了他的⼼心。他⼀一直以來的渴望就是有⼀一個全⾝身⼼心投⼊入的新娘，⼀一
個未被邪惡污染的，純淨和神聖的，以及因他在她裡⾯面的清洗⽽而前所未有的潔
淨，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她對他熱情的渴望。 
 

這新郎為那些將要來到他這裡的⼈人們所著迷，並且為這僅僅同他分享的簡單的
愛所驅動。這是他尋找的處⼦子——⼀一個新娘唯有愛他的眼，沒有其他。 
 

雅歌 1:2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他的新娘以她的渴望開始她尋找他的旅程。她夢想著她的初戀，並且想著他對
於她持久的注意。她信任他，並且想像她⾃自⼰己簡單地在他的存在裡。僅僅是他
的存在使得她對於他的渴望得到滿⾜足。 
 

但是，後來，她渴望更多。新娘已經感受到主的胳膊摟著她。他在她感到脆弱
的時候是強壯的。他在她感到害怕以及需要⿎鼓勵的話的時候來到她⾝身邊安慰她。
她找到他，當她需要他的時候，並且說，謝謝你，然後⾛走上她⾃自⼰己的旅程。那
時，她還不配做他的新娘。 
 

雅歌 1: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最終，當她更留⼼心主的關懷。她的想法變得和他的相聯繫，並且更多的在他居
住的地⽅方居住。甚⾄至僅僅聽到他的名字，更多的歡樂從她的⼼心中奔湧。 
 

現在她已經成⾧長過了叫喚他的時間，請求他進⼊入她的⽣生活。她再沒有渴望去管
理她⾃自⼰己的事務，⽽而是請他來做，因此，他可以⽤用她的時間簡單的回憶他在她
⼼心中的低語。曾經他們是熟識的⼈人。現在他們已經變成了殷切的敬仰者。他的
新娘已經意識到她全⾝身⼼心地為想要和他⼀一直在⼀一起的想法消受著。 
 

雅歌 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
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他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她渴望有更多的時間和他在⼀一起，這正是他⾃自⼰己的渴望出現的時候。誰可
以拒絕⼀一個變得更可愛，更純淨，並且因每⼀一分⼀一秒她和他尋找他⽽而榮光煥發
的新娘的持續的愛呢？ 
 



雅歌 1:5-6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雖然⿊黑，卻是秀美，如同基達的帳棚，好像所羅⾨門的
幔⼦子。 

不要因⽇日頭把我曬⿊黑了 就輕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發怒，他們使我看守葡萄
園；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 
 

主的新娘知道她是美麗的，她已經意識到她沒有原因像⼀一個感到被判罪的⼈人，
或者因為在他⾯面前任何⼀一⽅方⾯面都夠好，⽽而將⾃自⼰己看低。她不再是⾃自怨⾃自艾，只
看到她的缺點。她也並不是因她的才華和能⼒力⽽而⾃自⼤大的。取⽽而代之的，她有⼀一
個⽬目標，⽇日⽇日夜夜消耗著她——永永遠遠地和她深愛的新郎在⼀一起。僅僅夢想
著和他在⼀一起已經不再⾜足夠。現在她必須有他——不是持有，⽽而是回到家中；
不是去改變他，但是去取悅他；不是去迎合他，但知道她在他的眼裡無論如何
都是⼗十分討⼈人喜歡的。 
 

她很多的朋友或親⼈人嘗試勸阻她不要去追尋她深愛的他。 “他沒法被知道，並
且他沒法被找到，”或者，他們會說， “不，他不會和因為你對他的喜歡就和你
做朋友，因為他⽐比起花費時間來完成你的幻想，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雅歌 1:7 

我⼼心所愛的啊，求你告訴我，你在何處牧⽺羊？晌午在何處使⽺羊歇臥？我何必在
你同伴的⽺羊群旁邊好像蒙著臉的⼈人呢？ （新郎） 
 

不，他已經被她的的注意完完全全地俘獲，並且他會被找到，當她追尋他的時
候，因為他同樣地也被她的愛所著迷。 
 

你也像這少⼥女⼀一樣，不停地追尋著她的愛嗎？你趨向單獨花費時間和耶穌基督
在⼀一起嗎？這是來⾃自僅僅注視她的已訂婚的新娘的信息。這也是你⼼心中的熱情
嗎？他⽤用溫柔，迷⼈人的熱情已經急切地期待同樣地來⾃自於她⼼心中的熱情，來追
求他的新娘。投向他的懷抱，並且不讓任何此⽣生的東西橫亙在你和你深愛的⼈人
中間！什麼樣的時間⽐比你⽤用來在他的存在，從永⽣生的源泉——耶穌基督——活
⽔水的源泉，飲⽔水的時間更珍貴呢？ 
 
 
 
 
 
 
 
 
 
 
 
 
 
 
 
 
 



第七章 

羔⽺羊將餵養他們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
的眼淚。 

啟⽰示錄 7:17 

羔⽺羊就是我們的⽣生命。他為我們流⾎血，因⽽而我們被洗淨了。他給我們新的正義
的禮袍，當我們靠近以便接受他們。我們允應去⽣生⾧長的禮拜的聖壇在我們⼼心中
主導。每⼀一次我們花費時間單獨和這羔⽺羊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讓我們的⼼心進⼊入
有他的存在。 
 

啟⽰示錄 7:9-10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
⽅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 
 

啟⽰示錄第七章以描述 144,000 未知的上帝的僕⼈人，那些注定不會毀滅的⼈人們，來
開頭。這場景在詩篇第九句轉移到另⼀一些⼈人，數不盡的從每⼀一個國家，族係以
及部落的⼈人，以及數不盡地球上的⽅方⾔言。他們站在羔⽺羊⾯面前穿著正義的⽩白⾊色的
袍⼦子，⼿手握著棕櫚樹枝。他們⼤大聲地向羔⽺羊宣告他們的對救贖的讚美和希望。
這是多麼美妙的場景！ 
 

啟⽰示錄 7:11-13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 

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大⼒力都歸與我們的神，直
到永永遠遠。阿們！ 

⾧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那裡來的？ 
 

天使們站著，所有附近的其他的精神⽣生命在敬畏和禮拜中落下。你曾經在你的
祈禱的⼩小房間裡在主⾯面前這麼做過嗎？以你所有的⼒力量，宣告他極妙的特質？ 
 

接著就有⼀一個問題這些穿著⽩白⾐衣來⾃自每⼀一個國家，每⼀一個部落以及⽅方⾔言，排列
著的⼈人們是誰？他們從哪裡來？ 
 

啟⽰示錄 7:14-17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
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
的眼淚。 
 



朋友們，耶穌和他的⼦子民同在是聖靈裡的⼀一個現實。這是真的，對於現在的我
們，當他的話在我們⼼心中停留。約翰福⾳音 14:7-8 告訴我們你們若認識我，也就
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 

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耶穌已經與那些聽到上帝
聲⾳音的⼈人們同在了！基督在他們裡⾯面，榮耀的希望在他們裡⾯面。如果我們將要
繼續從他的井（他在我們的精神裡講的話）中飲⽔水，我們會在他⾯面前站著穿著
正義的袍⼦子被洗淨！我們聽到並且服從他的聲⾳音，⽇日夜服務他。在他的聖所與
他保持著親密關係是多麼的榮耀啊。他的來⾃自於天堂的麵包，那從他⼜⼝口中說出
的話，是多麼神奇地使我們強壯啊。我們從源泉中喝的⽔水，從他的唇間流露的
源泉，是多麼的清爽啊。 
 

啟⽰示錄 7:16-17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 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們⼀一
切的眼淚。 

羔⽺羊他⾃自⼰己餵養著他的教會。他⽤用他瑞瑪的話語去清洗她。他在他的寶座中，
這寶座是我們在⼼心中築起的聖壇，⽤用來和他⼀一同⽤用餐和聽到他的話語。23 
 

啟⽰示錄 22:1,16-17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從神和羔⽺羊
的寶座流出來 。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
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 ⼜⼝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
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對於許多上帝的孩⼦子們來說，啟⽰示錄裡的話幾乎全部都是關於未來的。 ，但是
對於他的已經準備好從⽣生命之河中飲⽔水的新娘來說，這些話也是關於現在的。
時間在天堂中沒有意義。上帝視⼀一天為千年，視千年為⼀一天，兢兢業業為每⼀一
顆⼼心準備著。他們飲⽤用了⾜足夠的⽣生命的精神之⽔水嗎？他們吃了⾜足夠的⽣生命的精
神的⼲干糧嗎？這些⽣生命在話語也在他們⼼心中嗎？這羔⽺羊是多麼地誠摯地渴望每
⼀一個乾渴的⼈人都前來飲⽔水，並且體驗在聖靈中，將未來的榮耀帶進現在的⽣生命
的源泉。我們敬畏地站在他的寶座前，被他在河流之上的聲⾳音洗淨，沒有污點，
沒有褶皺，瑕疵。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以賽亞書 12:3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買了吃；不
⽤用銀錢，不⽤用價值，也來買酒和奶。 

	  	  	  	  	  	  	  	  	  	  	  	  	  	  	  	  	  	  	  	  	  	  	  	  	  	  	  	  	  	  	  	  	  	  	  	  	  	  	  	  	  	  	  	  	  	  	  	  	  	  	  	  	  	  	  	  
23 啟⽰示錄 7:17 可以被看做是⾺馬太福⾳音 4:4，約翰福⾳音 10：27，約翰福⾳音 14:1-7，以弗所書 5:25-27，希伯來
書 12:25-29，以及啟⽰示錄 3:20-21 的結束。 



你們為何花錢（原⽂文是平銀）買那不⾜足為⾷食物的？⽤用勞碌得來的買那不使⼈人飽
⾜足的呢？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 

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我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
可靠的恩典。 

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為萬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素不認識的國民，你也必召來；素不認識你的國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
華─你的神以⾊色列的聖者，因為他已經榮耀你。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 

以賽亞書 55:1-6 
 
 
 
 
 
 
 
 
 
 
 
 
 
 
 
 
 
 
 
 
 
 
 
 
 
 
 
 
 
 
 
 
 
 
 
 
 
 
 
 
 
 



凡是渴望對的都可以參與…… 

親愛的朋友， 
 

耶穌邀請所有渴望了解上帝的來找他，然後他會給予你永恆⽣生命。這怎麼樣才
能達成呢？ 
 

創造了宇宙，地球以及所有夜空中星星的上帝也以他的榮耀創造了你。他為每
⼀一個⼈人都創造了⼀一個命運。他對你的⽣生命有⼀一個具體的計劃。你不是任何⼀一個
⼈人的副本！你被獨特地創造了，對你來說，來愛上帝的，對上帝來說，來向你
展⽰示他的愛。 
 

但是擁有與上帝的友誼需要我們接受上帝連接他和⼈人類的⽅方法。因為，路西法，
同時也被叫做惡魔和撒旦，讓第⼀一個⼈人類（亞當）通過犯罪孽，喪失了和上帝
的關係。從那時起，⼀一個巨⼤大的鴻溝橫亙在了上帝和⼈人類之間。 
 

耶穌基督——上帝的完美的⼈人，他 的犧牲為亞當罪孽的反叛償還了代價，同時
也為你贖了罪。當你簡單地請求耶穌基督來到你的⼼心裡並且原諒你的罪孽，同
時擁有⼀一段和上帝的個⼈人關係，並且不斷增進，你和上帝就不再必然是要分離
的。 
 

羅⾺馬書 10:9-10 這麼寫道：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現在正是請求主耶穌基督來到你的⼼心裡的時候，因此你可以每天從他活⽔水的源
泉飲⽔水，並且擁有永恆⽣生命。你現在會⽤用下⾯面的話禱告嗎，或者⽤用你⾃自⼰己的話
向上帝禱告嗎？ 
 

親愛的神⽗父，我請求你原諒我所有的罪孽，我知道你讓耶穌基督為我⽽而死，因
此我可以和你永遠活著。我請求耶穌基督現在就來到我的⼼心裡，永遠作為我的
主和救世主。謝謝你讓我成為我，謝謝耶穌基督想要我成為的，謝謝你唯⼀一為
我準備的命運和計劃。我禱告以耶穌基督的名義，阿⾨門。 
 
 
 
 
 
 
 
 
 
 
 
 
 
 
 



推薦保羅·諾克羅斯的書，為後續傾聽主的聲⾳音的學習。 
 
 

Dining at the Master's Table (英語) $15 
 

學習⼿手冊$10 

CD 課程（英語或者西班⽛牙語） $30 
 

使徒⾏行傳 29 章課程： 

Walking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英語) 
第⼀一、⼆二、三冊$15/冊 
 

河流之上的聲⾳音（⼩小冊⼦子） $5 
 

Succeeding in Spiritual Warfare (英語) $12 
 

Break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Bastard Curse (英語) $10 
 

In the Secret Place (英語) $12 
 

How Can I Get My Healing From God？ (英語) $10 
 

5 Keys to Deeper Intimacy with the Lord（英語） $5 
 

Principles for Overcoming in Spiritual Warfare 

(書和 DVD 套裝) (英語) $75 
 
 

在美國預訂實體書，請郵寄⽀支票或者郵政匯票以及另外的$5 ⽤用來第⼀一件物品的
優先遞送，（10%⽤用來給每⼀一件額外的物品），或者在網上預訂：
www.KingdomFaithMinistries.Org.   
國際預訂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來⾃自作者的特別邀請…… 
 
 

這⼩小冊⼦子是主給我的⼀一個任務，在我某⼀一天禱告的時候。這是在三天以內在聖
靈的啟迪下流利地完成的。 
 

因為它第⼀一次出版，很多牧師或者聖徒問我，讓他們翻譯成他們⾃自⼰己的語⾔言。
特別是在⾮非洲和亞洲，信仰者和⾮非信仰者都被耶穌基督所感動，耶穌基督——
這上帝的清新的⽔水，以及啟⽰示錄的給予者，就像從寶座流出的⽔水，⽣生命的源泉。 
 

在撰寫本⽂文是，幾乎 150,000 本已經被⽤用來使基督徒教堂更強壯，並且在不同的
國家，為上帝的國度贏得上千的靈魂。從聖靈創造這本⼩小冊⼦子的意圖起，所有
的城市和新的聖經學校對福⾳音開放，甚⾄至在基督徒被迫害的國家。本書完成的
延伸任務是奇蹟的，這都是因為聖靈的啟迪以及上帝的功勞。 
 

聽到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聲⾳音的飢餓是貪婪的。教會已經組織上千的聖徒在街頭
⽤用這書的副本來⽬目擊。在亞洲的聖徒在祈禱把⼀一百萬副本在吸引著上百萬靈魂
的主要的宗教節⽇日分發給⾮非信仰者！ 
 

我個⼈人想要問你是否可以在主⾯面前，考慮或者問他這個問題：是否他會讓你來
⽀支持打印這⼩小冊⼦子⽤用來在其他國家拓廣。主在我的⼼心中放置了⼀一個前景，除去
那些已經有這書的國家，還有越南，中國，⾺馬來西亞以及印度尼西亞。這些⼩小
冊⼦子在當地打印很容易，但是需求量⼤大⼤大超出了我們作為牧師組來提供資⾦金援
助可以滿⾜足的需求。可以請求你禱告以尋求幫助來捐贈，⽀支持這個⾏行動嗎？如
果你有任何問題請聯繫我。 
 

這是我參加的超過 35 年的牧師部的活動中最多產的⼀一次拓廣。我相信那些給予
幫助的⼈人會在主的國度得到極⼤大的獎勵。因為像這樣的材料在發展中國家是很
稀少的，每⼀一份副本通常會引起⼈人們⾮非凡的興趣，⼀一份副本會讓 30 個⼈人讀。這
對主的國度的影響是驚⼈人的，我們將所有的榮光歸於主！ 
 

你會幫助我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