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一學年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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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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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瞻仰祂的榮美	  
2.  “祢是基督”	  
3.  “你跟從我來	  (Follow	  me)”	  
4.  “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5.  	  	  宣教匯報	  



來跟從我（6）： 
   	  

認識“三源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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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也謝謝大家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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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lamos  Faith  &  Science  Forum

Welcome

The Los Alamos Faith and Science Forum is a group seeking to
understand faith and science and how they fit together.

Our current summer series meets at Kelly Hall at Trinity on the
Hill. Dinner is at 6 pm with a presentation at 6:30 pm and table
discussions at 7pm. For information about current events, scroll
down for recent blog posts or look in the menu for topic pages.

rkrentzwee Website general Leave  a  comment

FEATURED

, ) * (

August 4, 5, 6: Deborah Haarsma

and Loren Haarsma

Deborah Haarsma

Deborah Haarsma serves as the President of BioLogos (founded
by Francis Collins), a position she has held since January 2013.
Previously, she served as professor and chai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at Calvin College in Grand Rapids,
Michigan. Deborah is an experienced research scientist, with
several publications in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and the
Astronomical Journal on extragalactic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She completed her doctoral work in astrophysics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her undergraduate work in physics and
music at Bethel University in St. Paul, Minnesota.



（I）什麼是“三源合流”？	  



“三源合流”的例子	  
1. 其實許多的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經常

使用“三源合流”。	  

2. 徒13:1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
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
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13:3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

他们去了。 	  



1、圣经、圣灵、圣徒的“三源合流”，
其涵义着重于教会合一。这重涵义
可以称为“教会合一”涵义，它强
调注重圣经的基要福音派教会传统，
注重圣灵的灵恩派（包括五旬宗、
葡萄园等）教会传统，和注重圣洁
生命和内在生活的圣徒教会传统之
间的合一。这是“三源合流”的第
一重涵义。 

 
 

周小安牧師指出： 

三重涵义 



2、圣经、圣灵、圣徒 /圣传的
“三源合流”，它是一种
“模式”，因为它“为国度
事工的连结提供了最基本的
框架和模式”。这是“三源
合流”的第二重涵义。 

周小安牧師指出： 

三重涵义 



3、圣经、圣灵、圣传/圣徒的“三源
合流”，它更是我们信仰和生活
的一种权威架构（pattern of 
authority），这种权威架构不仅
为国度事工的连结，也为我们的
神学教义，和实际生活提供了
“最基本的框架和模式”。这重
涵义可以称为“权威来源与架
构”涵义。  

 

周小安牧師指出： 

三重涵义 



（II）為什麼要“三源合流”？	  



（A）聖經經文	  
1. 啟 22:16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

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22:17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
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22:18我向一切听
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甚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22:19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甚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
删去他的分。

2. 弗 4: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4:4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
个指望、4:5	  一主、一信、一洗、4:6	  一　神、就是众人的
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B）耶穌在約翰福音的講論	  
5:39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
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
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
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6:14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17:20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
祈求． 17:21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
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C）生命成長的需要	  

Q:	  充實嗎？體驗神嗎？	  



聖經對教會的描述	  
羅12:3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
当看的．要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12:4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
处。 12:5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
也是如此。 12:6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
(prophesying)、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12:7或作执事
(serve)、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teaching)、就当专一教
导． 12:8或作劝化的(encourage)、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
(giving)、就当诚实(generously)．治理的(lead)、就当殷勤
(diligently)．怜悯人的(mercy)、就当甘心(cheerfully)。 	  
	  
弗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
师． 4:12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III）如何實踐“三源合流”的道路？	  



（III	  a）從個人的角度	  
Q:「教養孩子的旅程上面，覺得當初做得最對、最值
得的是什麼？覺得現在最遺憾當初沒有做的是什麼？」	  
A:	  
1)  把孩子帶到神面前，盡全力幫助他們認識神	  
2)  幾個要點：	  

a.  自己的榜樣：用“三源合流”來重新塑造我們
的世界觀	  

b.  與聖靈相交的生活（fellowship	  w.	  Holy	  Spirit）	  
c.  尊主為大（聖經，聖靈，聖徒）	  	  	  
d.  謙卑的心和態度	  



（III	  b）從群體／教會的角度	  



傳福基督徒聚會（AusIn,	  TX） 

21	  

教会异象	  
 
我们的目標： 
预备基督的新妇，迎接基督的再临	  
 
我们的道路： 
回到起初 
回到圣经 
回到身体 
回到圣灵掌权	  
 
我们的策略： 
借福音的传扬领人归主 
借小组带进全民的事奉 
借圣灵的恩膏带进全人的医治，	  

	  建立基督身体 
借宣教得著未得之民 

阿布奎基华人基督教会自开始成立以来至今
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过去的二十年来，
我和同工们一起一直在神面前不停止地寻问、
学习、和实践什么是神给这个教会的命定。
差不多到了二十年的时候，神才清楚地告诉
我们这个教会的命定是什么：即是为“国度
连接型教会”这一模式作出试验性和实践性
的探索，使更多的华人教会在面对现实的挑
战和教会的转型中可以得着启发、帮助、和
祝福！ 
 
    您现在访问的教会就是一个“国度连接
型教会”的研发基地！在这个教会里，您不
是客人而是主人。我们这个教会的理念之一
是成全别人，即帮助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命
定，使他或她的生命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
量，荣神益人！ 
 
    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命定，其中最重要最
关键的事情之一，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紧紧地
与上帝连接，同时必须与上帝所呼召的众圣
徒连接。 
 



（III	  b）從國度的角度	  



回應詩歌：	  
	  

你愛的大能	  
（以琳音樂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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