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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瑞都召會 

四月八日福音聚會 

人对神的七种反应 
 

 

读经：约翰福音四章三至二十九节，三十九节，四十二节 

 

约四 3〜8 祂就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

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行路疲累，就这样坐在井旁，那时约是

午后六时。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给我水

喝。原来祂的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9〜10  撒玛利亚妇人对祂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

人要水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祂，

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11〜14 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从那里得活水？我

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给了我们，他自己和他的子孙并牲畜，也

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么？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

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 

15〜16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

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到这里来。 

17〜18 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所说的是

真的。 

19〜24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申言者。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

你们倒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

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

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

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祂的人。神是灵；敬

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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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祂来了，必

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祂。 

28〜29 那妇人就留下她的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

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岂不就是基

督么？ 

39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入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祂

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42  他们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你的话；因为我们亲自

听见了，知道这位真是世人的救主。 
 

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人对神的七种反应。在信息前所引用的这段经文里，有妇人
的七问与耶稣的六答。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说话，一问一答之间，她整个人就改变了；
她丢下水罐子，跑到城里去，向人传扬耶稣是基督（世人的救主）。这是神迹！一个不信的人，
听了神的话就信了，这就是神迹。神迹在圣经里称作表号；换句话说，神迹不光是外面的作
为，还有属灵的、神圣的、内在的意义。这内在的意义是普及全人类的。 

 

在表面上看来，这妇人和主耶稣妇的对话好象很平常，但在这对话后面，却说出了属灵
的真理和事实。你看第十节，耶稣的回答主要是说到两件事：第一，神的恩赐；第二，神的
自己。 

 

神的恩赐是甚么？比如星宿、月亮、太阳、雨水，这些都是神赐给人生存的环境。圣经
里有一句话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每当我们观赏自然界的美景，，深
处就会对这位造物主涌出赞美。其实自然界的一切，只是神的作为；宏观如此，微观也是如
此。你若用显微镜来看身体上的细胞，会看见这位造物主实在是奇妙。所以圣经里有句话说
到，我是很奇妙的被造。但神的作为无论怎样奇妙，都比不上神的自己和祂的所是。 
 

本篇信息不是要讲神的作为，而是要讲神的所是，就是神是甚么。譬如，某人有个很能
干的妻子，又会烧饭，又会装饰房子，但无论她能作多少事，都只是她的作为，这些事请外
面的人来也可以作，却没有人能代替这位妻子和她的所是。人生存之所以有意义，完全是在
于人的所是。因此神对待我们，不仅是给我们恩赐，更是把祂的自己，祂的所是给我们。一
个基督徒不光是得着神的恩赐，更是得着神的自己。信息前的这段经文说到，主耶稣要把活
水赐给这妇人，（10）这活水是甚么？主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
的是谁，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给你活水”。（10）换句话说，那个人就是这个水。听起来很
玄妙，却是很实际。 

 

这位神是父、是子、是灵。父神是源头，祂是看不见的。圣经说，祂是在人所不能靠近
的光中。这就是说，在神与人之间原本是隔绝的，但有一天神降卑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一
个与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的人，称为耶稣基督，圣经里称祂为子神。祂经过三十三年半为人
生活以后，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后祂复活了。根据圣经所说，主耶稣死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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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成为灵神。所以神虽是一位，却是以三个不同的方式向人显现。在永远里，在耶稣没
有来以前，祂是父神。但有一天祂彰显在人当中，就称为子神。然后祂经过死而复活，成了
灵神，如今就活在我们里面。 

 

所以神的所是，好比水流，是一直川流不息的。这一位神从永世里就涌流不息。当我们
接受了这一位神，相信了祂，把祂接受进来以后，祂就在我们里面一直涌流，把我们带到永
远的生命里。所以主耶稣对那妇人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
命”。（14） 

 

泉源是先有源，源涌出来就是泉，泉流出来就是川。无论是源、泉或川，其实就是一个
泉源，一个涌流。有人问，神究竟是父、子还是灵？当祂在我们里面涌流，你摸着祂是源头
时，祂就是父；你看见祂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时，祂就是子；你摸着祂在里面一直充满你，
一直叫你喜乐时，那就是灵。所以这一位神用寓意来说，就是我们里面活水的泉源。 

 

圣经说，人被造为一个器皿。这器皿就是要盛装神这活水的泉源。所以在旧约里有一句
这样的话：我的百姓，作了两件很愚昧的事，第一，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就
是为自己凿出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句就说出人生所有的经历。人为着世上的成就和享
受，去为自己盖一个小窝或金窝。但那些都是不能存水的池子，无法叫人满足。人财富越多，
里面越虚空。人真实的意义，就是被神充满。就好比可口可乐的瓶子被可口可乐充满了，就
有意义。它被造的时候，就是要装可口可乐的，如果你把其它东西装进去，它就毫无意义。
朋友，你是为着神被造的，你里面需要盛装神这活水才能满足，人生才能有意义。 

 

这撒玛利亚妇人在主耶稣面前就是一个空瓶子。我们来看她与主耶稣的对话，共有七段，
每一段话都说出人对神的一种反应。 

 

壹 神对人永远的心意，乃是作活水的泉源，供人享受： 
 

我们先来看纲要第壹点，这里说到神对人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作人活水的泉源。祂不是
要我们拜祂，也不是要我们为祂作甚么，祂乃是要作活水的泉源充满我们，叫我们的人生有
意义。所以神对人永远的心意，就是作活水的泉源来供人享受。人一切的问题都是因着没有
满足，没有享受，所以就去找那些不是食物的东西来吃。你看一个人没东西吃的时候，连树
根都会拿来吃。今天人犯罪，作一些伤害人的事，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满足。然而神造
人是要成为人的满足，给人享受。 

 

一 父神是源头，子神是泉，灵神是流，从永远流到永远：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约四 14。 
 

父神好比水流的源头，子神好比涌出来的水泉，灵神好比那道水流，从永远一直涌流到
永远。这一位神是活神，从亘古的永远一直涌到未来的永远。祂说，“我所赐的水”，现在我
们能领会这水不是物质的水，而是神自己。祂要进入我们里面，我们一接受这位活神进到我
们里面，祂就成为我们里面的泉源，一直涌到永远的生命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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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愿意人白白接受祂作生命的水喝： 

“天使又指给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

的水喝”―启二二 1，17。 
 

第二，神愿意人白白接受祂作生命的水来喝。这话来自圣经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天
使又指给我看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十七节下：“愿意的都可白白取生命的水
喝”。这是不用出代价的。拜菩萨要出代价，拜穆罕默德也要出代价，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
午餐。但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 

 

三 人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耶二 13。 
 

人却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就是人的悲剧。 
 

贰 人对耶稣进步的认识： 
 

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是在这背景之下，向主耶稣提出七个问题。在问答之间，她对主耶稣
有进步的认识。 

 

一 犹太人―约四 9。 

 
首先她认识耶稣是犹太人，这是历史的认识。 
 

二 申言者（先知）―19 节。 

 
第二，她认识耶稣是先知，能预知万事，这是宗教的认识。 
 

三 弥赛亚（基督）―25，29 节。 
 

第三，她认识这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这是传统的认识。在他们的
传统里，传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解决人一切的问题。 

 

四 世人的救主―42 节。 
 

然后她认识这位耶稣就是世人的救主。她无法从自己的难处里解救出来，但这一位能，
因祂就是世人的救主。 

 

你若认识耶稣是犹太人，那是第一层，历史的认识。你若认识耶稣是先知，是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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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认识；好比回教徒，他们只认识耶稣是先知。第三，你若认识耶稣是基督，那是第三
层，传统的认识。第四，你若认识祂是你的救主，那你就进一步认识了祂。 

 

五 活水的泉源―14 节。 
 

然而，终极的认识，乃在于看见祂是活水的泉源，要在你里面涌流到永远的生命。 
 

三 人对神作活水的七种反应： 

 

我们接着来看人对神作活水有甚么反应。 
 

一 人的光景―与神“没有来往”，与神隔绝、生疏（约四 9）： 

“那时，你们在基督以外，和以色列国民隔绝，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

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你们这从前远

离的人，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祂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

下作成一个，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弗二 12〜14。 
 

首先，这女人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原来犹太人
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话说出人的光景，神既然那么好，是活水的涌流，人为什么不
接受祂？因为人本来与神是隔绝的，素来没有交往过。 

 

圣经以弗所书二章说到人没有主耶稣时的光景：“那时，你们在基督以外，和以色列国
民隔绝，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在基督以外”意即
你们是在基督的国度以外。“和以色列国民隔绝”。“隔绝”的英文是 alien，就是外籍人士。
换句话说，没有信主耶稣的，在神的国里就是外籍人士，与神是隔绝的，在神所应许的诸约
上是局外人。这些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神是人惟一的指望，没有神就没有指望。 

 

“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你们这从前远离的人”我们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与神相隔遥
远。但“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祂自己是我们的和平”“祂自己”就是神。你接
受了神以后，神与人之间的鸿沟就除去了。“把两下作成一个，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
仇恨”。这个仇恨叫我们与神分隔，但是借着基督的血，这个仇恨，（隔离）就除去了。 

 

与神“没有来往”是人的头一个光景；这女人的话暴露了她自己的光景，主耶稣的回答
却把她引导到祂自己身上。祂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
求祂，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神不是给你外面的福乐平安、富贵荣华，乃是给你里面的活
水，就是神的自己。 

 

二 人的努力―人“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约四 11）： 

“…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罗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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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为仇，…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在肉体里的人，不

能得神的喜悦”―八 7〜8 

“…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3 节。 
 

然后这妇人又问了。她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从哪里得活水？我们的
祖宗雅各，将这井给了我们，他自己和他的子孙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
大么？”这话说出人在神面前的第二种光景，就是想要用自己的努力，应用传统所教导的美
德以得满足。雅各是犹太人的祖宗，这祖宗留下的井在那里，她问主耶稣既没有打水的工具，
怎能打这水。这就说出人对神的反应。人总是说我要修行、我要拜佛、我要作好事，我要改
过自新。这些想法都是好的，无论你信回教或佛教，目的都是想要为善。但是中国人有一句
话很有意思，就是理欲之争。甚么叫作理欲之争？就是在你里面有一位“理先生”，还有一
位“欲先生”，“欲先生”和“理先生”在你里面争来争去，争到 后还是“欲先生”得胜，
这就是我们人的故事。 

 

按圣经来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律，叫作心思的律（罗八 23），这心思的律叫我们要行善、
要改过、要圣洁、要公义。然而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另一个意念却要你及时行乐，放纵情欲。
这就是你的欲，圣经称之为罪的律。（罗八 23）这理欲之争，就是心思的律与肉体中罪的律交
战，结果就叫我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就如圣经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
我。”（罗八 18 下） 

 

所以人总想努力打水，但打来打去就是打不到。为什么？因为这水不是靠你的努力可以
打到的。我认识一位尼姑，她吃素修道几十年，都无法寻到真理和满足。后来听了福音，就
简单地开口呼求主名，一呼求主名，这活水就进入她里面，使她全人充满喜乐，这是她吃斋
念经几十年所得不到的。所以人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得到这活水。但偏偏人一有寻求神的心，
就想凭自己去努力。 

 

耶稣怎么回答这妇人的第二问呢？祂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世上的东西要了
还想再要，有了还想再有，这就是世上的水，叫我们喝了还要再渴。但主耶稣说，“人若喝
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你得着了神，深处得着满足，就永远不再渴。因为主说 ，“我
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 

 

  

三 人的渴求―“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约

四 15）： 

“神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诗四二 1 

“神将永远，就是对永远之事的渴望，安置在人心里，使人寻求神这

位永远者，因此，短暂的事物绝不能满足人；惟有永远的神，就是基

督，能满足人心深处要有目的的感觉”―传三 11 注 1。 
 

这妇人听主的话，心里就有了渴求，于是她对主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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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这句话说出她已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对神有渴求。 

 

世人都竭力追求荣华富贵，一旦得到，里头往往觉得虚空。原因是人本有三层：外面一
层是肉体，里面一层是精神， 深处一层是灵。人肉体满足之后，精神也需要满足，但精神
满足之后仍然不够，因为深处还有灵，人的灵惟有神才能满足。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神把
“永远”放在人的心里。这永远是指人对永远之事的渴慕。金钱不是永远的，爱情不是永远
的，公民的身份不是永远的，房屋、汽车不是永远的；神把永远，就是对永远之事的渴望，
放置在人的心里，这种渴慕使人寻求神这位永远者。因此，所有短暂的事物，无论是物质的、
非物质的，都不能满足人；惟有永远的神，就是基督，才能满足人心里 深处那种要有目的
的感觉。 

 

有一本心理学的著作，分析人为什么不快乐。书中列了好几大项，其中一大项就是人有
一个终极的探讨，终极的关怀（ultimate concern），就是我的终极为何？我的目的地为何？这
问题若解决不了，人永远无法真正快乐。神把永远放在人里面，就是要人追寻这种有目的的
感觉。前文已说过，神就像水流，一直涌流到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就是人所寻求的终
极目的。这是人在神面前的第三个反应。 

 

四 人的掩饰―“我没有丈夫”（约四 17）：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箴二

八 13 

“看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真实”―诗五一 6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三二 3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一 9。 
 

第四，这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到这里打水。耶稣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到这里来。”这妇人说她没有丈夫，其实她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
她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到底丈夫是甚么？丈夫就是归属和满足。我们把这故事应用到
自己身上，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丈夫；找完了一个丈夫不满足，又找另一个，直到第
五个还是不满足，这五个丈夫是甚么？ 

 

第一个是享乐，但享乐没多久，就没有意思了。于是又找第二个丈夫，就是哲学。现在
我不要外面的享乐，而要哲学；东方的哲学、西方的哲学、融合的哲学。但结婚没有多久，
住了两年，这个也不能叫我满足。于是再找第三个丈夫，就是成就。刚作了老板，成了 VIP，
那真是很开心。但过了三年，也没甚么意思了，就休了它，去寻找第四个丈夫，就是理想。
为了追求理想，荣华富贵都拋下，我跑去印度济贫。这是个崇高的理想，追求人生的真善美。
但三、五年之后也失去了味道，只好再去找第五个丈夫。这第五个丈夫是谁？享乐、哲学、
成就都厌倦了，理想也令人乏味了， 后是现状。反正就是维持现状，不想那么多了。然而
过了两三年，就开始不满现状了。 

 

这时，享乐、哲学、成就、理想、现状都不满足你，还有甚么可求的呢？ 后就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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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爱自己吧！自己虽不太好爱，却也舍不掉，所以就一直拖着拖到死。这个伴侣是丈夫又
不是丈夫，虽不是我所爱的，却又脱不掉。这就是人生的写照，也是你我的写照。 

 

所以当主耶稣对那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过来时，那妇人说，她没有丈夫。主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所说的是
真的。”这女人的回答说出人常掩饰自己的罪。圣经耶利米书曾说，我的子民，你的偶像好像
你的城市那么多。什么是偶像？当我们离开神，去另设一个敬拜和追求的对象时，那对象就
成了我们的偶像，这在神面前乃是罪；我们去掩盖的时候，就不亨通。 

 

圣经说，承认离弃罪恶的，必蒙怜恤。神要我们在祂面前诚实，承认自己的罪过。“承
认”这辞原意响应（echo）、同意。其实你心里早就对自己不满意，而认罪就是你同意、你响
应这个不满意。你一响应，就在神面前认罪了。当你响应、承认自己的罪时，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除去你与祂之间一切的间隔，也除去一切顶替祂的东西。 

 

五 人的敬虔―“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约四 20）： 

“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祂

的人”―23 节。 

 
第五，人的敬虔。人一寻求神，就想作一些敬虔的事，比如上礼拜堂、挂十字架等。但

这些只是外面的宗教，而活神是要把祂自己这活水的泉源赐给你，要在你里面涌流，直涌到
永远的生命。 

 

这妇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敬虔的人，她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敬
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19）耶稣却回答说，“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21）这说出敬拜神不在乎外面的规条。祂又说，“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
的，我们敬拜我们所知道的。……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 ”。这里说到真
正敬拜祂的要在灵里，在真实里敬拜。前文曾说到人外面有身体，身体里面有魂（精神），魂
（精神）里面有灵。你把人画成一个三圈的同心圆：外圈是身体；中间一圈是魂，就是你的
精神领域；内圈是灵，这就是你要敬拜神的地方。你要进入内圈，就是你的灵，才能真正地
敬拜神。 

 

我们怎能进到灵里？很简单，我们的灵与口是连在一起的。你甚么时候向主祷告，你的
灵就什么时候动。你的灵一动，你的全人就与这活水连接了，这活水就可以在你里面涌流。
所以这里说，人要脱离那些外表敬虔的事，比如庆祝圣诞节，吃素、斋戒等。真正敬拜神的，
乃是那些在灵里并在真实里敬拜祂的人。主耶稣说，“父寻找这样敬拜祂的人”。 

 

六 人的承认―“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要来”（25 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

罗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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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人的态度就是要承认。不仅是确信，还要承认。这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
那称为基督的）要来”。她承认耶稣乃是基督。所以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
叫祂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就是那么简单，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得救脱离
第一个丈夫、第二个丈夫、第三个丈夫、第四个丈夫、第五个丈夫；得救脱离这一切虚空和
偶像（不是神的事物），也得救脱离不喜乐、没有终极的盼望和没有神的光景。凡愿意这样得
救的，就呼求主耶稣的名，把这活水接受进来。你只需要用你的灵，从心里真实地向主祷告
说，“主耶稣，谢谢你不只是人，也不只是教主，而是活水的泉源，我需要你涌流到我里面来，
作我的喜乐和满足。除去我心中的偶像，我愿接受你。洗去我的罪，我愿与你合一。主耶稣，
谢谢你，阿们。”你若这样祷告，就已经把神接受到你里面了。因为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
是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七 人的见证―“那妇人作见证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

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岂不就是基督么？”（约四 39，29）： 

“见证耶稣是基督”―徒十八 5 

“为光作见证”―约一 7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现在又作见证的”―约壹

四 14 

“受浸…在神面前有无亏良心的见证”―彼前三 21（达秘译本注）。 

 
第七，这妇人信了耶稣，就去向她城里的人作见证。你相信了还要起来作见证，这见证

就如同配对。譬如你买了一块很漂亮的玉，放在房间的角落里不对称，所以你特别把它摆在
一个精致的架子上。你信主就好比那块玉，受浸就是那个架子，把你的信仰展示出来，所以
凡是信了神的，还要为祂作见证。 

 

那妇人作甚么见证呢？她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
来了。这岂不就是基督么？”她就是把所经历的，见证在人前。照样，你只需要把自己所经
历的，见证在人前。 
 

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就称祂作救主。但认识祂作救主还是初步，我们仍需要认识祂作
我们活水的泉源，那是终极的，一直涌流到永远的生命里。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见证耶稣是
基督，耶稣是活水。 

 

我们信主之后，就要受浸，受浸不是入教，乃是作见证；见证耶稣是救主、是基督，也
是我们活水的泉源。你一见证，你的信仰就如同光摆在台面上。人若信了主而不受浸，就如
同光隐藏在台底下。所以你若信了主，就必须受浸，为主作光明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