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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日学 (8/31, 10:50am, 交谊厅)

 “体会恩典 Grace Encounter”

 2015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劳工节野餐 (9/1, Mon, 9am, Chaparral Pk)

 Derrick Tan (9/7, Sun)

音乐佈道崇拜 (9/28, Sun, 9:15am)

 恩韻聖樂佈道團

月会 (today, 12:15pm)



SCRIPTURE

讀經



創世記 26:1-6, 12-33

(pp. 39-40)



1 在亞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饑荒, 這時
又有饑荒, 以撒就往基拉耳去, 到非利士人
的王亞比米勒那裡. 2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
: 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3 你寄居在這地, 我必與你同在, 賜福給你,
因為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我
必堅定我向你父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4 我要
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又要
將這些地都賜給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
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5 都因亞伯拉罕聽從
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
、法度。」6 以撒就住在基拉耳。



12 以撒在那地耕種,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華賜福給他, 13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
了大富戶. 14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許多僕人
, 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15 當他父親亞伯拉罕
在世的日子他父親的僕人所挖的井, 非利士
人全都塞住, 填滿了土。 16 亞比米勒對以
撒說：「你離開我們去吧，因為你比我們
強盛得多。」 17 以撒就離開那裡，在基拉
耳谷支搭帳篷，住在那裡。18 當他父親亞
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
在亞伯拉罕死後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
來，仍照他父親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19 以撒的僕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
水井。 20 基拉耳的牧人與以撒的牧人爭競
，說：「這水是我們的。」以撒就給那井
起名叫埃色，因為他們和他相爭。 21 以撒
的僕人又挖了一口井，他們又為這井爭競
，因此以撒給這井起名叫西提拿。 22 以撒
離開那裡，又挖了一口井，他們不為這井
爭競了，他就給那井起名叫利河伯。他說
：「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我們必
在這地昌盛。」



23 以撒從那裡上別是巴去. 24 當夜耶和華
向他顯現, 說: “我是你父親亞伯拉罕的神,
不要懼怕, 因為我與你同在, 要賜福給你, 並
要為我僕人亞伯拉罕的緣故, 使你的後裔繁
多.” 25 以撒就在那裡築了一座壇, 求告耶和
華的名, 並且支搭帳篷. 他的僕人便在那裡
挖了一口井. 26亞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亞戶撒
和他的軍長非各, 從基拉耳來見以撒. 27 以
撒對他們說：「你們既然恨我，打發我走
了，為什麼到我這裡來呢？」 28 他們說：
「我們明明地看見耶和華與你同在，便說
，不如我們兩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約，



29 使你不害我們，正如我們未曾害你，一
味地厚待你，並且打發你平平安安地走。
你是蒙耶和華賜福的了。」 30 以撒就為他
們設擺筵席，他們便吃了喝了。 31 他們清
早起來彼此起誓。以撒打發他們走，他們
就平平安安地離開他走了。

32 那一天，以撒的僕人來，將挖井的事告
訴他，說：「我們得了水了。」 33 他就給
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別是巴，
直到今日。





SERMON

信息

8/31/14



“挖井Digging Wells” 

(創世記 26:1-33)

邓牧師



加州干旱: 缺水严重

中谷地带 (Central Valley): 农业重地

“Life grows where water flows.

水到之处; 百物滋生 (以西结书 47).”

基拉耳谷 (v. 17): 以撒,支搭帐篷, 住在那里

v.18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
水井, . .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 .以撒的仆人
在谷中挖井, 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活水: 生死攸关

以撒: 基督徒, 教会的生活 (复兴)

以撒: 基拉耳谷 (干旱, 疲乏, 无水之地)?



以撒: v. 17 基拉耳谷 (干旱, 疲乏, 无水之地)?
创世记 26 (蒙福的以撒)

以色列出埃及, 教会跑天路的缩影

别是巴 (vv. 23-33)
神的显现
神的保护
神的赐福

基拉耳 (vv. 1-16)
神的显现
神的保护
神的赐福

基拉耳谷 (vv. 17-22)
埃色井
西提拿井
利河伯井



蒙福的以撒: 基拉耳 (创 26:1-16)
神的显现 (vv. 1-6): 亞伯拉罕之约
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
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加增你的後裔
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 (单数)得福
堅定我向你父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
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1) 神的信实: 同在, 守约, 起誓
2) 亞伯拉罕的顺服
上一代的忠心 (10 年以上的会员)

基督的顺服



蒙福的以撒: 基拉耳 (创 26:1-16):顺服
神的显现 (vv. 1-6): 亞伯拉罕之约
神的保护 (vv. 7-11):利百加不被玷污
重蹈覆辙: 人的失信, 神的可信
亞比米勒王: 不信的, 表现更佳
神的赐福 (vv. 12-16): 应许实现
以撒 (基拉耳的 Bill Gates): 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華賜福 . . 昌大, 日增月盛, 成了大富戶.

橙县的大富戶? --更大的福气!
“. . 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拣选, 成为
圣洁, 得儿子的名分, 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地上的大富戶 天上的大富戶



神的显现 (vv. 1-6): 亞伯拉罕之约
神的保护 (vv. 7-11):利百加不被玷污
神的赐福 (vv. 12-16): 应许实现
以撒 (基拉耳的 Bill Gates): 成了大富戶!

致富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树大召风 (vv. 14, 16): 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亚
比米勒说: ‘你离开我们 . ., 因你 . .强盛得多.
基拉耳谷 (干旱, 疲乏, 无水)?: 嫉妒, 逼迫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争
战的各样苦难, . . 被毁谤, 遭患难, 成了戏景
叫众人观看; . .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
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 长存的家业.”



以撒: 基拉耳谷 --干旱, 疲乏, 无水 (vv. 17-22)

抱怨, 试探, 放弃, 不信: 打道回府?!

挖井! --活水: 生死攸关

那里? 亞伯拉罕的老井 (v. 18): 当他父亲亚伯
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 .以撒就重新挖
出来, 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回归圣经; 福音大能 (老井/话语: 复兴源头)

雨雪; 灵奶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就是生命的粮, 信我的, 永远不渴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以撒: 基拉耳谷 --干旱, 疲乏, 无水 (vv. 17-22)

挖井! --活水: 生死攸关

回归圣经; 福音大能: (老井/话语: 复兴源头)
水在那里? (v. 15)“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 . .
所挖的井, 非利士人全都塞住, 填满了土.”
填满粪土的枯井: 非利士人的工作
挪去粪土; 圣灵充满 (悔改: 复兴关键)

“信我的人,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你有圣灵, 但圣灵有你吗?”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治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以撒: 基拉耳谷 --干旱, 疲乏, 无水 (vv. 17-22)
挖井! --活水: 生死攸关

回归圣经; 福音大能: (话语: 复兴源头)
挪去粪土; 圣灵充满: (悔改: 复兴关键)

挖井过程 (vv. 19-22):抵挡 “这水是我们的!”
埃色井 (相争); 西提拿井 (为敌)
利河伯井 (宽阔): 神的拯救 (救恩的泉源)
渴慕上帝; 越战越勇: (祷告: 复兴管道)

耶 2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
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
不能存水的池子

腓 3我丢弃万事, 看做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以撒: 基拉耳谷 --干旱, 疲乏, 无水 (vv. 17-22)
挖井! --活水: 生死攸关

回归圣经; 福音大能: (话语: 复兴源头)
挪去粪土; 圣灵充满: (悔改: 复兴关键)
渴慕上帝; 越战越勇: (祷告: 复兴管道)

诗 63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
你.

耶 29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耶和
华说: 我必被你们寻见!

路 18 耶稣 . . . 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以撒: 别是巴 “我们得了水了”(vv. 23-33)

非利士人的求和: “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回归圣经; 福音大能: (话语: 复兴源头)

挪去粪土; 圣灵充满: (悔改: 复兴关键)

渴慕上帝; 越战越勇: (祷告: 复兴管道)

复兴来到; 大大福气!

亚 8在那些日子, 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
出来, 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 说: ‘我们要与
你们同去, 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个人复兴: 七位受洗见证

教会整体的大复兴: 更美好!



以撒: 别是巴 “我们得了水了”(vv. 23-33)

复兴来到; 大大福气!

1904-1905 Welsh Revival
A young girl: “I do love Jesus with all my heart”

Evan Roberts: “Lord . . Bend us/me!”

10/31, 1904 Young people (17)

Sunday night prayer meeting (3:15am)

600 converts in Nov

100,000 converts in one year!

Social impact: miners & police choir

1/6, 1907 平壤 1500 praying together

1/3 Korean Christians: 5am, daily



以撒: 别是巴 “我们得了水了”(vv. 23-33)

复兴来到; 大大福气!

1904-1905 Welsh Revival

1/6, 1907 平壤 1500 praying together

1949 LA Crusade (Billy Graham): 8 weeks

“We Need Revival!”

回归圣经; 福音大能: (话语: 复兴源头)

挪去粪土; 圣灵充满: (悔改: 复兴关键)

渴慕上帝; 越战越勇: (祷告: 复兴管道)

橙县的大富戶 (Bill Gates)!!!

“我们得了水了!”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01

“Fill Me Now”

“充滿我”



#101 Fill me Now 1/8

真理聖靈在我心中, 自由運行作善工

發出亮光照耀啟示, 使我識主並自己

充滿我, 充滿我, 耶穌今來充滿我

榮耀聖靈今充滿我, 願主現今充滿我



#101 Fill me Now 1/8

將我器皿完全倒空, 污穢渣滓除乾淨

用主言語使我成聖, 平安喜樂常得勝

充滿我, 充滿我, 耶穌今來充滿我

榮耀聖靈今充滿我, 願主現今充滿我



#101 Fill me Now 1/8

有如渴鹿愛慕溪水, 我心渴慕主恩惠

活水江河願主湧起, 自我心中流不息

充滿我, 充滿我, 耶穌今來充滿我

榮耀聖靈今充滿我, 願主現今充滿我



#101 Fill me Now 1/8

不是倚靠勢力才能, 惟獨仰賴活聖靈

心眼光明靈耳開通, 聖潔器皿合主用

充滿我, 充滿我, 耶穌今來充滿我

榮耀聖靈今充滿我, 願主現今充滿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