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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門徒訓練》 

 第 4 課 讀經的生活  

于宏潔弟兄2013年5月19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

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 3:16-17) 

 

今天我們講第四講《讀經的生活》。上一次我們講的題目是《建立穩定的靈修生活》。靈修

生活是需要建立、需要花工夫的，而且，它不是只是一次，它應該是我們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 

我上次講到建立穩定的靈修生活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是「穩行在高處」。「穩」、「行」、「高」

都是挑戰。你們覺得哪一個挑戰最大？是「高」，其次是 「穩”」。但你不要以為「行」很簡單，

「行」不是只是做，「行」它也包括了進步。《聖經》上講「行」不光是講到我們走路，我們來

實踐它，並且《聖經》上所有的往前都是上行，所以它是上行又上行，是越來越進步的，我的

層次要越來越高。 

我很希望弟兄姊妹趁著這次全教會一起的追求，我們好好的、認真的，真的要讓 神的話

語來改變我們。我禮拜二禱告會的時候，也特別跟弟兄姊妹講：如果今天有這麼多的同伴幫助

我們一起來建立靈修的生活，而我們還建立不起來的話，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樣的環境才能幫我

們建立起來？我們一定要很認真！ 

 

一、為什麼讀經如此重要？（或：《聖經》為什麼如此重要？） 

在穩定的靈修生活中，可以有很多的靈修方式，但是靈修整個的目的是叫我們遇見 神；

整個靈修的目的是叫我們被 神改變。所以你藉著唱詩可以靈修、藉著禱告可以靈修、藉著跟

別人一起有屬靈的交通、一起地追求來靈修，藉著讀屬靈書報來靈修。但是，所有的靈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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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兩個最基本、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讀經跟禱告。 

很多 神的僕人都告訴我們說：“禱告是我們對 神說話。”當然不止於此，我們說過了，

真實的禱告是與 神相會並相交，不是只有我們說話。但是就著經歷、就著我們常常比較年

幼時候的經歷，我們可以把禱告當作我們去對 神說話。而讀經，是 神對我們說話。所以，

讀經跟禱告是一個雙向的靈修，是整個靈修生活裏面絕對不可以少的事情。 

 

你絕對不能把你的靈修生活只建立在讀屬靈書報，雖然我們網絡上有提供《每日靈修》，

裏面有《荒漠甘泉》、倪弟兄的《曠野筵席》、章伯斯（Oswald Chambers）的《竭誠為主》，還

有《每日靈糧》（Daily Bread），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書可以代替《聖經》的。所以，今天

我們要來講讀經的生活，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先看背誦經文：提後三章十六節到十七節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在這裡讓我們看見《聖經》不是人的著作，雖然是透過人寫的，但是它說：「聖經都是 神

所默示的」，這個「默示」叫作「 神吹氣在其上」。當 神造亞當的時候，造完以後，「 神

就吹氣在其上，他就成為有靈的活人」（創 2:7）。所以《聖經》中的每一句話都是 神所默

示、 神吹氣的，裏面是靈，是生命。這是《聖經》的可貴。並且《聖經》幫助我們、教訓我

們、督責我們，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換句話說，讀經絕對給我們帶來祝福，讀

經絕對給我們帶來益處、帶來幫助。 

藉著讀經要「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講到我們要藉著讀經被改變。我們都不完全，但

是 神的話語卻在這裡歸正我們、幫助我們，在這裡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它

在這裡一直改變我們，讓我們這些的人 —— 屬 神的人，可以完全，能夠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就是在 神的手中成為合用的器皿。所以讀經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讀經如此重要？我把它總結（summarize）一下，提了幾個點，但是這個不是我今

天的重點，這是《初信造就》的課，我今天只是幫助大家複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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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生命之糧 (太 4:4，約 6:63，彼前 2:2，耶 15:16) 

第一件事情講到《聖經》是生命之糧，它不光本身是生命，因為主耶穌說：「我對你

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 6:63）。在約翰福音十二章五十節也講到：「他的

命令就是永生」。所以， 神的話本身是生命。同樣，也就是我們生命之糧，馬太福音四章四

節，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彼得前書第二

章第二節，彼得勸我們：「要羨慕，要像才生的嬰孩羨慕靈奶一樣」，就是我們屬靈的食物。

耶利米書十五章十六節，耶利米說：「耶和華萬軍之 神啊，我得著祢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

他說：「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所以弟兄姊妹，一個正常的讀經，應該就像我們

吃飯一樣，使屬靈的生命得到屬靈的糧食。 

 

2、是認識主和明白 神旨意的途徑 (約 5:39-40，羅 15:4) 

第二件事情，讀經是我們認識主和明白 神旨意的途徑。我們怎麼樣認識主呢？約翰

福音第五章三十九節四十節，主耶穌自己說：「你們查考聖經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

的就是這經。」你要怎麼樣認識主？好好讀主的話！ 

「從來沒有人見過 神，只有父懷裏的獨生子把祂表明出來。」所以人看見耶穌就如

同看見 神。那你怎麼樣去認識耶穌呢？讀四福音書，從《聖經》裏面關於祂的講論來讀，你

就知道 神是怎樣的 神。 

所以，讀主的話幫助我們認識 神，幫助我們認識主，它也是我們明白 神旨意的途徑。羅

馬書十五章第四節「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了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

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這兩個也都是講到幫助我們認識 神，能夠認識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

麼。 

3、是行路的亮光，是人生的智慧 (詩 119:105, 130，提後 3:15，詩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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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它是我們行路的亮光，是我們人生的智慧。 

詩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節「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篇一百三十節說到，「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 

提後三章十五節「這個聖經能夠使你有得救的智慧。」 

詩篇十九篇第七節「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蘇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

人有智慧。」 

所以你再笨，好好讀《聖經》，你就會變成很聰明的，更何況，如果我們自己在主的面前

還沒這麼笨的話，求 神把悟性給我們，讓我們能夠越來越認識 神的旨意。 

 

4、 是生活的指南 (提後 3:16-17，詩 19:7-14) 

第四個講到它是我們生活的指南。我們剛才讀了提後三章十六節到十七節，講到它幫

助我們、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它幫助我們，在生活裏面糾正我們、矯正我們、

指導我們。 

 

5、 是教會建造的藍圖 (來 8:5，弗 2:20) 

第五個講到它是教會建造的藍圖。希伯來書第八章第五節講到山上的樣式， 神特別提

醒他們：「你們所有所做的東西，你們要謹慎，要照著山上所指示你的樣式。」換句話說，

今天教會的建造，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要建造在 神的話語、 神所啟示

出來的話語上。 

 

6、 是屬靈爭戰的兵器 (弗 6:17) 

最後，以弗所書六章十七節，講到是我們屬靈爭戰各樣兵器的時候，最後就說：「拿著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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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以上不是我今天的重點，我只是幫大家複習一下。你們有沒有發現到這裡所講的幾件事情

如果拿到我們現實的生活，就是我們平常的生活裏面，你會發現沒有一樣是可以少的。例如說： 

《聖經》是我們生命的糧，在座有哪一個人是不吃飯的？在座有哪一個爸爸媽媽可以容許

孩子一天不吃飯的？不可能！但你卻發現，當我們講到《聖經》是我們生命的糧的時候，我們

可以幾天不吃飯。 

講到《聖經》是我們生活的指南，就像你出門，有誰不看好地圖的（除非你已經跑慣了）？

有誰不帶導航器 (GPS)的？你絕對不會到了一個國家，需要到什麼地方去，而不看地圖，沒有

GPS，你敢跑出去的。有一次我到德國，我跟我哥哥兩個都是第一次到德國出差，我從另外一

個城市要到科隆去找他。我看地圖都找不到他，因為德國跟我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

聖克拉拉縣（Santa Clara）很像，同一條街、一路上換名字，而它街道的形狀有點像蜘蛛網、

八卦圖。我找他的位置找了老半天，我看地圖都花很多了工夫，我這個開車這麼有效率的人，

都花了這麼大工夫。同樣，我們在人生的路上，我們需要指南。但是在這條路上，我們居然可

以不帶地圖、不讀《聖經》就闖。所以，很多的時候我們闖得頭破血流，我們走了很多冤枉路。 

同樣的，哪一個工人建造房子的時候，沒有建築師（architect）給他的藍圖他敢建造的？

所有建造的東西都要回到圖上。我們家改建（remodel）的時候，碰到什麼東西不一樣，就一

定拿出圖來看。教會建造的時候，我好幾次跑來發現他們沒有照我們的圖做，我們原來餐廳跟

廚房的門是封的，我拿地圖跟他講： “這邊是開的，怎麼會是封的呢？” 就是會有人沒有照著

圖，你需是要跟他講必須要照著圖。但是你發現今天我們建造教會時，很多的人不回到《聖經》，

而是去東學一個方法、西學一個方法，然後就拿來神家拼湊起來。這是不可能建造的。同樣的，

有誰上戰場不帶兵器的呢？ 

所以，你就發現當我們在這裡講這麼多點下來的時候，你會發現我們在屬靈的事情上、我

們對 神話語的事情上，我們非常非常地忽略。難怪我們生命不剛強，因為沒有好好吃；難怪

我們人生彷徨、沒有方向，因為我們找不到人生的指南；難怪我們在很多時候做錯決定，因為

我們沒有從上頭來的智慧；難怪很多的時候，我們在事奉的裏面我們搞出很多的問題，因為沒

有照著山上的樣式；同樣的很多的時候，我們屬靈爭戰失敗，因為沒有帶著聖靈的寶劍 —— 神

的話，沒有武器。所以，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好好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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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經最重要的兩件事 

因為我今天是在做《門徒訓練》，不是上《成人主日學》課程。如果是《成人主日學》課

程，我就會問大家：“《聖經》為什麼重要？” 我相信你們講來講去，最後的結論都會出來了。

現在我問弟兄姊妹：既然《聖經》這麼重要，為什麼不好好讀？為什麼？ 

你們現在可以回答。你們覺得要好好讀經很大的困難是什麼？ 

 “看不懂。” 好，還有沒有？ “懶惰。” 我剛才已經講了，沒有人會懶得吃飯的，也沒有

人會懶得出門不帶 GPS的。還有沒有？ “希望遇見 神，這裡沒有遇見 神。” 你們的答案一

個一個越來越高，很好！還有沒有？ “愛世界，太多的纏累”。很好！ 

我們都知道讀經重要。要你講一篇《聖經》為什麼這麼重要，我相信我們在座一半以上

的人可以把我剛才講的六個點，大概可以講到四、五個點都沒問題，我對你們有這個信任。但

是為什麼不讀（Why not）？因為讀經裏面有兩個很關鍵的東西是被我們忽略的： 

第一件事情，要遇見說話的 神； 

第二件事情，要讓主的話來改變我們的生命、來影響我們的生活。 

這兩句話曾經在十年前就聽我講過的請舉手，好不好？好幾個。謝謝你們！你們到今天都

還活著，還在。你就發現我這句話已經講了不止十年，每一次教會開聖經課，我幾乎都會講這

兩句話，我也把這兩句話寫在我自己這本已經破爛不堪的《聖經》上，它已經有點像考古學挖

出來的東西，一不小心就掉下來一塊，我每次都好心疼，因為上面都是我的筆記，它都風化了、

乾了，一不小心就掉一片，好心疼。在我這本用了幾十年的《聖經》的前面就寫著這兩句話。

這也是我這麼多年， 神常常給我的提醒。 

 

1、 要遇見說話的 神 

「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賽 55:3, 路 24:32, 約 14:21) 

有人常問我：“到底什麼方法讓你讀《聖經》讀得這麼好？” 或是 “什麼方法讓你這

麼喜歡讀《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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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讀《聖經》離好差太遠了。我常常跟大家講：以賽亞書五十五章第二節的後半跟第

三節的前半是我最喜歡的。五十五章第二節的後半：「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甘，心中喜樂。」就是主的話應該是叫我們可以「得享肥甘」，而且「心中喜樂的」，

那麼要怎麼樣達到這樣境界呢？第三節就說到：「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讀《聖經》不是光只是看白紙黑字，乃是要來到這位說話的 神面前。

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我們讀經不是只是用理性去瞭解真理，

而是我們必須來到說話的 神面前，讓祂藉著祂已經說出來的話，已經寫出來的話，讓這些話

（Logos）能夠變成說話（Rhema）—— 就是聖靈或是我們的 神活潑地在對我們說。這是讀

經裏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也跟你們說並不是我所有的禱告，所有的讀經都是這麼高。但是，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

向，就是常常打開《聖經》以前，把自己的心預備好，你說：“主啊，何等的恩典，讓我能夠

來到祢施恩座前，能夠讓我坐在祢的腳前，讓我來到祢這位肯對我們說話的 神面前。主，我

不知道祢今天要對我說什麼，但是我帶著渴慕，帶著期盼，帶著一個信而順服的態度，我現在

要打開祢的聖言。求祢藉著今天我要讀的這個份量，就是我今天該讀的經文，祢來對我說話。”

然後你打開《聖經》，讓聖靈帶領你來讀主的話。很多的時候， 神就藉著你那天當讀的《聖經》，

把你應時的需要，對你該說的話、該有的責備、該有的矯正，那天就賜給你。這個是所有基督

徒都應該可以作的見證，而且我們應該要進入的情形。 

 

2、 要讓主的話「改變我們的生命，影響我們的生活」 

「你們查考聖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約 5:39-40，詩 19:7-14) 

第二個是讓主的話來改變我們的生命，來影響我們的生活。就是 神的話語一定會帶

來改變的。詩篇十九篇第七節到十四節「 神的話語全備，能夠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

確定，能夠讓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夠快活人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

能明亮人的眼目；……；比精金可以羨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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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知道讀主的話，它不僅讓我們有智慧，讓我們快活人心、改變我們，能夠清潔人的眼

目，而且它能夠比金子、比蜂蜜還要寶貴。你應該會在裏面享受的、被改變的。接著，後面就

講到大衛的禱告：「求 神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讓這個罪轄制我，我便完全免

犯大罪。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蒙祢悅納。」 

一個讀主話語的人一定會被主改變、改變、改變，朝這樣的方向而去的。 

以前有一個主日學的老師，有一天她給每一個人帶來一個手套，她說：“你們有誰可以手

不要放進手套，光用手套就可以把這本《聖經》舉起來的？” 大部分小孩子覺得當然不可能，

有些小孩子還在那裡試，想用那個手套舉《聖經》，當然沒有一個人舉得起來。然後她說：“你

們現在把手放進手套，再把《聖經》舉起來。” 所有的小孩子通通可以舉起來。她說：“小朋

友，你知道為什麼了嗎？《聖經》你不能夠只是把它當道理，你要高舉基督，那是不可能。你

必須把你這個人，把你的生命放進去，你才可能高舉基督。你要把你自己擺在 神的話

語裏面、帶到 神的面前，讓 神的話語來改變我們的生命、來影響我們的生活。所以，

《聖經》一定是要用生命來讀的。” 

你會說：“我現在年紀大了，或是我這個人讀完了，也沒有改變，因為讀完了甚至都記不

得。” 有沒有人記得你昨天讀什麼？應該記得。就算你記憶力糟透了，是全世界最差的記憶力，

可是你如果真正用心讀主話的話，主的話一樣可以改變我們。 

以前有個宣教士在非洲，他把福音帶過去了。那些服事他的土人有一天來跟他說：“主人，

我讀主的話沒有用，我讀完就忘記，讀完就忘記。” 那個主人就指著一個滿是泥巴、骯髒的竹

籃子說：“你看到那邊有個籃子沒有？你幫我去打點水來。” 這些僕人都是很順服的，雖然不

合理性，但是他就去打水。打了幾次都打不出水來，他就回來跟主人說：“我打不出水來，水

都漏掉了。” 主人就說：“你看到了沒有？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籃子有什麼不同？” 他看了以後，

就說：“乾淨了”。主人說：“對。 你一次又一次地打水，好像每次都留不下東西來，可是

你每一次讓乾淨的水經過你，你就被潔淨了，你就滋潤了，你就活了。”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好好讀主的話，就算背不起來，「耶和華的話語是全備、能夠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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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能夠使愚人有智慧、能夠快活人心、能夠明亮人的眼目。」你真的讀下去， 神的

話一定改變我們。 

聽說達爾文有一次在經過一個荒島的時候，他看到那些土著、落後的人甚至還要吃人、殺

人，他覺得這些人進化不完全，無可救藥，對他們沒有盼望。但是，沒有想到宣教士去了，短

短的幾十年，整個島改變過來。這些人信了耶穌，被主的話改變，變得溫和、文明、變得不再

吃人。後來達爾文再去這個島的時候，島上的情形令他簡直難以置信。 神的話語就是可以改

變人的！ 

弟兄姊妹，我很盼望大家不要把這個當道理，雖然我已經重複了十幾年了，但是很多的時

候，我們讀經很容易的就是交差了事。打開《聖經》，一看，今天要讀三章。已經這麼累了、

這麼晚了，所以我們就是很快的讀，讀完了以後可以打個勾，今天終於小組長不會找我麻煩了。

我們都會這樣子，就是有各式各樣讀經的毛病、各式各樣讀經的缺欠。 

但是，我希望，不管我們今天多低，萬丈高樓從地起。所有的東西都是從最基本的地方開

始的，你沒有一樓就不可能有二樓；你沒有一樓、二樓，你就不可能有三樓，所以再高的樓都

是從最基本的裏面開始的。我們總要開始。 

你開始的時候，如果覺得讀經碰不到說話的主，沒有關係，不要怕，不要灰心，這是一定

有的困難。可是，像我剛才所講的，不要急著跳進經文，不要急著打開《聖經》就白紙黑字地

讀，我們在這裡真正地認真、渴慕，花一點點時間，在這裡先預備好自己的心，調弦定音說：

“ 神啊，我在這裡。僕人在此敬聽，請說。” 這是撒母耳的話，他從小就是對 神這個態度。

同樣的，我們今天怎麼樣聽見 神的話呢？你就在你打開《聖經》以前，你就說：“主啊，僕人

在此，請祢說，對我說。” 然後你好好地讀，我相信你早晚會開始知道我在說什麼，你可以遇

見說話的 神。你越讀，裏面好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溫暖，說不出來的喜樂、平安，好像有一

團火在裏面慢慢地燃燒、盤旋，越燒越旺，你在這裡遇見了說話的 神。如果有一些特別的話

摸著我們，我們停下來禱告，把它化成我們的禱告，你就發現這個話就更深入在我們的身上。 

我不求你們成為《聖經》學者，成為神學家，但是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讀經的人。

藉著讀經遇見 神，藉著讀經我們被改變。 

 

三、從「太初有道」到「道成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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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 1:1-4, 14)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提

前 3:16) 

第三個，我在這裡講到從「太初有道」到「道成肉身」。從「道」到「道」，這是很重要

的事。 

 

1、神的話不只是「真理」，神的話也是「永遠的生命」，更是「祂自己」 

我以前還沒有這樣強烈地覺得這句話這麼重要，現在我越來越覺得這句話很重要。約翰福

音第一章一到四節講到：「太初有道，然後呢，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這句話一直

下來，然後到了十四節：這個道 —— 神，就在肉身顯現，這個道在肉身中出現了 ——「道

成肉身」。 

我為什麼要把這個點列為讀經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點？因為我覺得這是很多讀經的人都忽

略的一件事情，就是 神的話不光是真理， 神的話是生命，「生命在祂裏頭」。約翰福音第六

章六十三節，主耶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連主耶穌自己在約翰福

音十二章也說道：「 神的命令就是永生（Eternal life）。」所以 神的話絕對不是只是白紙黑

字那麼重要的真理而已，祂是生命，祂是活的。 

祂不光是生命，是這個永遠的生命，「道就是 神」，這是很大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我

為什麼說：要在 神的話語中遇見 神，你甚至在白紙黑字 神的經文上要能夠遇見 神，絕對

不要只是遇見經文而已。 神的話就是祂自己，它不光是一個白紙黑字的真理，讓我們理性上

可以明白、可以瞭解，它根本本身就是生命，而且說得更往前一步，就是祂的自己——「道

就是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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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的話不只是「生命」，也是「使命」；我們不只要「聽道」，更是要「行

道」，這也是仇敵的最怕。 

 神的話又不僅僅是「生命」，而且也是「使命」，這是我過去幾年講道時，常常提醒

弟兄姊妹的。當 神真正對我們說話的時候，祂的話不僅僅在這裡安慰我們、堅固我們、改變、

鼓勵我們，而且 神每一次對我們說話，這個話本身就是一個使命。 

這個使命是什麼？——「道成肉身」！  

神的話又不僅僅是「生命」，而且也是「使命」，就是這個話不能夠只是一個道理，它必須

透過我這個人被活出來。所以，用更容易明白的話說：你不能夠光聽道，你要行道或是要活道，

要把它給活出來。這個東西我們平常我們很少講，一般的講讀經也很少講這件事情。但是，我

覺得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在主的面前要接受的挑戰。 

先不要講那種大的異象跟使命，我用很簡單的話講，例如：你如果哪一天聽講道， 神的

僕人或是任何的信息提醒你：要凡事謝恩，要學習做個知恩、感恩、報恩的人。你那天聽了非

常感動， 神的話臨到你了， 神的話堅固了你， 神的話提醒了你， 神的話糾正了你， 神的

話改變了你，你覺得這是我以後要過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它不光只是一個真理，只是一個

道理，它是一個使命。你接下來就要開始在你的生活中怎麼樣來作見證——我能夠凡事謝恩。 

我們今天聽見了一篇信息，說到：我們原本就是屬 神的，我們應該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我們向 神也有這樣的禱告，我從來捨不得奉獻的、我原來捨不得擺上，但 神說話了，我現在

願意擺上、我願意奉獻。弟兄姊妹，這是心願。但是接下來的使命是什麼？要「道成肉身」！ 

爲什麽很多人讀經讀不好？因為就是缺了這一環。 神的話對我們只是道理，我們贊同，我們

就花更多時間去研究它，我們甚至可以起來宣講（present）它，甚至起來講這堂課，跟大家分

享，也頭頭是道，做筆記也做得很好，但是，弟兄姊妹，我們可能就是缺了這一環。我們在 神

的話語上不光是遇見 神，而且在 神的話語上讓它來改變我們，讓它成為一個使命，讓它在我

們的生活中能夠活出來。 

如果你沒有想要順服 神的話語，想要接受 神的話語來改變我們的話，那麼讀《聖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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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說，不會有太大的祝福，頂多滿足理性。所以，有很多神學博士、有很多人對《聖經》

滾瓜爛熟，甚至倒背如流，但是，你卻發現他自己跟 神的關係並不見得正常；他自己在他的

屬靈生命裏面並不見得豐富；他自己在他人生的裏面，他並不見得喜樂。這是因為 神的話是

話是客觀的，他缺少在這裡遇見神的話就是 神自己， 神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神的話不

光是生命，也是使命，是要叫我活出祂來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受到這個提醒，讓我們以後讀經的生活要被改變過來。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你當基督徒當多少年，你就是停留在某一個程度，不能夠再往前跨一步，不能夠有

真正的突破。你只是話語熟悉了，但是，話語在我們身上留下來的那種改變，帶下來的祝福並

沒有真實。這是我們要面對的。 

有些人行道是靠外功，就是基督徒要有禮貌，基督徒不可以喝酒，基督徒不可以……就是

很多外面的要求。我們小的時候都是這樣受教的 —— 絕對不能上電影院，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今天不在這裡）。所以，我們小的時候看電影的話，被他打得要死要

死的。這是外功，就是靠著律法要求自己。 

我也不能講《聖經》上的行道是叫我們做外功，它也是重在我們真正活道，《聖經》上講 

的是叫我們活道。我特別把它用口語來表達，是因為很多的時候，我看見很多的基督徒（是所

謂傳統的基督徒），他們有很多的要求 ——頭髮要怎麼梳、要怎麼綁、衣服要穿怎麼樣子的衣

服…….。我不是說不好，那個也訓練人順服。但是，《聖經》上真正要的絕對是從生命裡面出

來的。我今天壓制我自己不犯罪，我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咬緊牙關，不去犯罪。但是， 神更希

望得到的是我們在生命裏面那種誇勝，靠著基督那樣得勝有餘，是生命的流露。 

有人奉獻每次都咬緊牙關、跟 神埋怨、跟 神討價還價：“可不可以稅後十分之一？” “真

的是覺得當基督徒太辛苦了，已經這麼窮了，還要什一奉獻。”但是，有的人奉獻是心甘樂意

的。我聽到一個年長的弟兄每次奉獻他都說：“主啊，錢是髒的，人也是髒的，實在求祢悅納，

寶血潔淨我對你的奉獻。” 這就是甘心的奉獻。 

 

四、讀經的人與讀經之路 

－不只是「方法」要對，「人」更要對，「態度」也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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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要對：－『每天、在靈裡、渴慕地、用信而順服的態度認真地讀』 

讀經的人跟讀經的路到底是什麽？在我們的講義上，我特別提到不只方法要對，人更要

對，態度也要對。平常當我們在講到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時候，很自然地就會跳進來說：“告訴

我，我該怎麼做（how to do it）？什麽是這個秘訣？什麽是這個途徑。？”我們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想讀經的方法。 

我記得倪柝聲弟兄有一本書，雖然叫《讀經之路》，可是它的前半部份（絕大半部份）是

在講先怎麼樣成為一個對的人、成為一個讀經的人，後面他才列出二十多種、將近三十種的讀

經方法。你可以這樣讀、可以那樣讀、可以用這種方法讀、那種方法讀。但是，他在講這些以

前，他先是講這麼樣成為一個對的人。這對我們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真是這樣，

我們在這裡先不講方法，先講這個人必須是對的。 

我在這裡講到人要對，我用一句簡單的話把它列出來 －『每天、在靈裡、渴慕地、用

信而順服的態度認真地讀』 

1）每天 

每天（照理說中間不應該有頓號的，但是因為我為了劃綫，所以，只好畫了頓號），讀經

一定要每一天（Daily）。因為主賜嗎哪，主賜糧食，主耶穌的禱告，都說到我們日用的飲食。

換句話說， 神每一天都會為祂的兒女預備好屬靈的糧食。你不吃，你就浪費了今天的；你不

吃，就是你個人的浪費。每一天都要。 

     2）在靈裡 

因為《聖經》中，主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而且，「聖經都是 

神所吹過氣的」，就是 神的靈都在其中。所以，我們要讀《聖經》，不能夠只是從表面上去讀

它，我們要帶著內心的渴慕，我們真正在這裡仰望聖靈，依靠聖靈，從我們的內心在主的面前

來禱讀主的話，藉著禱告來讀主的話 —— 這是穆勒弟兄特別分享的一種讀經的方法，李淵如

姊妹特別把這篇文章翻譯出來。藉著禱告來讀主的話，將主的話，化成我們的禱告，禱禱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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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禱禱。我們要從內心裏面，不是光只是用理性上，像讀書一樣，乃是要真的是用心靈和誠

實，然後我們依靠聖靈在這裡讀經。 

     3）渴慕 

第三個很重要的，就是帶著渴慕。我們渴慕遇見 神是我們讀經重要的目的。 

我剛剛說過，讀經兩件最重要的事： 

第一個，是遇見說話的 神。所以，我們渴慕遇見 神是我們讀經最重要的目的； 

第二個，是要生命被改變。就是我們這個人要改變我們的生命，要影響我們的生活。所

以，我們渴慕主的話真正在我們身上帶來它該有的果效 —— 讓主改變我們。 

你可以今天活在試探中，非常的軟弱，出不來。但是，你可以在主的面前帶著這樣誠懇的

態度，你說：“主啊，我面對這個試探，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我就是出不來。求祢一定要藉

著祢的話，對我說話，給我力量，幫助我，讓我認識祢的救恩。” 或是孩子不順服，在家老是

叛逆，你不知道怎麼處理他。你可以向 神禱告，你渴慕遇見 神，渴慕 神對你說話，給你力

量、給你智慧、給你方法。所以，每一次的禱告要帶著渴慕來，不要只是基督徒敬虔的操練，

把它當一件事情去做而已，而是要真正有這樣的渴慕。 

     4）用信而順服的態度 

第四個，要用信而順服的態度。就是不要去研究、去分析、去找《聖經》的問題。而

是帶著一個最簡單的信心 —— “我相信這是 神的話，所以， 神怎樣對我說，我就怎樣相信。

然後，我願意順服它。”讀不懂的地方，或是覺得不合理的地方 —— 神爲什麽這麼殘忍？爲

什麽連牲畜都要殺？連婦人孩子都要殺？你先不要去找這些問題。穆迪弟兄告訴我們說：“讀

經就像你吃魚一樣，不要去挑骨頭、挑刺來吃，要挑肉來吃。可以讀得懂的、可以享受的、可

以成為你生命食物的，你去吃它。” 但有的人讀經，就是專門找刺吃。我還不是說吃骨頭，吃

骨頭是老練的人會吃的。我現在是說，你吃刺。有有沒有人吃魚專門吃刺的？ 

你發現很多人就是這樣，讀《聖經》專門找刺吃 —— “哎呀，《聖經》這樣子！” ， “爲

什麽那個樣子？” ，“哎呀，我讀不下去了！” ，“哎呀，我受不了啦！” 你剛剛說讀不懂，那

你就先找你讀得懂的嘛。你不可能整章《聖經》一句話都不懂，對不對？總會有一兩個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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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你總懂吧，那你就跟 神說：“ 神啊，這是祢的話，對我說話吧。” 你還是有懂的

地方的。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神每天都給，我們要用信而順服的態度，“神，爲什

麽我今天讀經的進度正好讀到這段經文呢？”我就在主的面前，用很簡單的信心來接受它、要

來順服它。一個人，他如果是不肯順服的話， 神的話對他來說是關閉的。 

信而順服幾乎是整個讀經裏面非常非常關鍵的態度。所以，我們人如果不對的話，你發現

你讀《聖經》，《聖經》對你是關閉的、是枯燥的、是乏味的；可是，當你真正人對的時候，你

發現你打開《聖經》的時候，好像天向你打開來一樣，好像那個水庫向你打開來，好像生命的

糧倉向你打開來，喜樂潮湧流過來。你真的人對的時候，《聖經》是非常寶貴的。 

我們年長的弟兄，以前就告訴我們：“先不要急著去讀《聖經》參考書、解經書，你就是

把你自己帶到 神的面前去好好地讀、好好認真地在主的面前讀。”我跟你說，《聖經》中的亮

光根本不用去找，亮光也不是人去找得出來的， 神的話，本身就是光。當你這麼認真地去讀，

帶著那麼簡單的信心、渴慕 神的話、愛慕 神的話，用心靈誠實來到 神的面前，你發現 神真

的藉《聖經》常常對我們說話，我們得到的靈感、得到的亮光寫都寫不完，真是又有心得、又

有心得、又有心得。之後，再回頭看的時候，從前的心得你可以在上面更往前跨一步。 

所以，我都鼓勵弟兄姊妹，你甚至可以每一章《聖經》都用一張筆記紙寫，當然現在大家

用電腦了，很方便。將來，你就可以再加上去、再加上去、再加上去，你就發現你越來越豐富。

這是講到認真。我們每一天在靈裏面，要很渴慕地、用信而順服的態度來認真地讀主的

話。這是講到人要對。 

在《聖經》上有很典型的例子，像約西亞，這個人八歲就登基了。年紀輕輕的就被放到王

位上去，可是他非常認真，他跟 神的態度是很認真的。所以，當他後來作王起來改革的時候，

別人在潔淨聖殿的時候，發現了摩西的律法書（大概都已經滿是灰塵，沒有人管了），拿回來

給他，念給他聽。這麼年輕的約西亞王，當他聽見 神話的時候，他能夠聽到撕裂衣服，在主

面前認罪悔改；他能夠聽到撕裂衣服，叫全國的百姓一起來悔改歸向 神，跟 神立約。 

那個時候所謂的律法書就是摩西五經，基本上就是摩西五經。這個是我望塵莫及了，我也

不是說，沒有聽見主的話，撕裂心腸的那種痛苦，但是從來沒有讀枯燥的摩西五經撕裂衣服過。

他不過是一個年輕的王，卻能夠在摩西五經中遇見說話的 神，能夠蒙光照，自己悔改，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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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為著自己撕裂衣服。弟兄姊妹，這是人對。而他的兒子約雅敬，神差遣耶利米來責備他，

把祂寫的話藉著巴錄帶過來給約雅敬王，約雅敬聽到一半就拔出刀來把 神的話切碎，丟到火

裏面燒了。 

弟兄姊妹，人不對，同樣是 神的話，完全不同的態度、完全不同的結局。所以，今天我

們要成為對的人比方法對更重要。我們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 神幫助我們。 

 

2、不該有的習慣 

不該有的習慣。這個當然是還有更正面的態度，我們這裡列的是一些不該有的習慣，可能

我們多多少少在裏面會找到一點自己。我也不希望你五燈獎，你五個都有。大陸來的大概不知

道，我們台灣小的時候最有名的綜藝節目叫“五燈獎”，看你表演得到幾個燈。    

    1）不要主觀，斷章取義 

有一個弟兄，他後來還是傳道人，他說他年輕的時候，剛得救讀《聖經》，他覺得《聖經》

上出現的「猶大」都是寫錯了的，應該是「猶太」，所以他把《聖經》上所有寫「猶大」的地

方都加一個點，這個就非常主觀。等到後來才發現：哦，「猶大」跟「猶太」原來是不一樣的。

這是非常主觀的人。 

    2）不要匆促、急躁 

你是不可能表面上鏟一敲，活水就出來的。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不可以用很倉促的時間，

很隨便的時間，倉促地來讀主的話，你得不到的。 

    3）不要馬虎、隨便 

因爲臺灣的《聖經》是豎行的，你們是橫的。我們不光是直的，我們的《聖經》，它中間 

還一半的，所以讀《聖經》，讀到這裡以後，應該是繼續讀同一頁的下面。曾經有一次我們在

教會裏面查《聖經》的時候，我們就這樣讀《聖經》，讀到這裡，一人輪一節，輪到一個弟兄，

他應該讀這一節了，但是他讀的《聖經》我們通通都不懂在哪裏，後來才曉得，他一翻，而且

不小心翻兩頁，他就開始讀這邊了，他讀的根本接不上上文，他也沒注意到，就是這樣讀下去。

他還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我們到最後發現的時候，他自己也不好意思。這個是馬虎。 

    4）不要好奇、鑽牛角尖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新人門徒訓練           2013-05-19 

 

ND-104         Page 17 
 

我上個禮拜在分享《新人門徒訓練》（Newman Discipleship）的時候，有一個姊妹說她一

讀經她就停不下來，要幾個小時。因爲她一碰到不合理的地方、或是讀不懂的地方、或不行的

地方，她就開始查，還找《串珠聖經》，所以她沒有那麽多時間過穩定的靈修生活，因爲太花

代價了。她一禱告也是兩個鐘頭，可能想來想去又回來。 

弟兄姊妹，不是說不要有查考，但還是你要去克服自己的困難。讀《聖經》就是認真地讀，

不要好奇，不要在這裡鑽牛角尖，你所有的問題先留到旁邊。讀經、靈修，是重在遇見 神，

被 神改變。 

5）不要懶散、一曝十寒 

有的人一開頭很厲害，後頭就不行了。我們寧可是一個可行的（doable）的，我再説，是

可以實現的，是配合自己的時間進度的來讀經。 

 

3、兩種最基本且重要的讀經方法： 

讀經的方法真的很多，但兩個最基本、最基本的讀經方法： 

1)  生命讀經－ 重在享受主，得生命，被餵養【建議：每天至少 15-30 分鐘】 

一個我們稱它為生命讀經。這樣的讀經是重在享受主、遇見主、重在得生命、被餵養。就

像你吃飯一樣，要細嚼慢嚥，重在享受，重在接受它作為我的生命，我得到它的餵養。這樣的

經文不適合多，你如果是讀詩篇的話，最多一篇。像詩篇一百一十九篇，可能需要要分幾天讀。 

生命讀經的範圍大概十節左右就已經差不多，最多到十五節，重在一直讀它，用主的話反復地

思想，細嚼慢嚥，用主的話來禱告，也讓 神來藉著這段話來對我說話。所以，這個是重在吃，

重在享受。 

你如果真的是很忙的話，時間不行的話，那麽至少要十五分鐘左右。你如果能夠長一點更

好，所以我寫最好每天十五到三十分鐘。而且你這十五分鐘裏面，前面可能三、五分鐘是用來

親近 神、用來把自己調回到 神的同在、調回到主的面前。所以你真正可以讀的時間，其實是

很短的。但是這是最少的（minimum），最少是十五分鐘。 

 

   2）熟讀聖經－重在熟悉主話，掌握事實，全盤瞭解【建議：每天至少 20-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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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讀《聖經》，是重在熟悉主話、掌握事實，對整個《聖經》有一個全盤的瞭解。這個是

重在熟讀。我希望大家要抓住機會、利用時間。十五到三十分鐘、二十到三十分鐘，其實是很

少的。你就算分不出固定的二十到三十分鐘時間，你學習用你的智能手機（smartphone）、電

腦抽時間讀。我以前是在我的車上放一本《聖經》，我的辦公室放一本《聖經》，我的口袋帶一

本薄薄袖珍型《聖經》，就是隨身帶著主的話，就像歌羅西書三章十六節說的：「當用各樣的

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存在心裏。」當你真正這樣地花功夫累積累積，把主的話熟

讀、熟讀，當聖靈要對你説話的時候，或是當你在事奉、你在講道、你在服事別人的時候，就

好象聖靈有一個工具箱可以用了，你裏面累積了很多 神的話，能夠拿出一句話來對症下藥，

能夠一針見血地幫助對方。不然的話，你在那裏服事別人的時候，你常常就會覺得：哎呀，我

用我的話都用盡了，不知道怎麽幫助他。你如果有主的話的話，你會發現主的話一出來，就是

力量，就是不一樣。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兩種都要有。一種是細讀的、細嚼慢嚥的、不能倉促的； 

一種是熟讀《聖經》。你可以用各樣的方法熟讀《聖經》。像我以前，我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去錄

《聖經》，我沒有錄《舊約》，《舊約》太長了，像保羅書信、希伯來書，我幾乎都是用自己的

聲音來錄。雖然我不喜歡我的聲音，但是當我在錄音的時候，我可以用我的口氣、用我的聲調、

用我的速度錄。弟兄姊妹，你可以用你自己容易背的口氣、方式把它錄起來。然後我開車也聼，

我做什麽事情也聼。所以《聖經》的話就可以用各樣的方法把它記起，當你講道的時候，當你

要服事別人的時候， 神的話在我們身上是可以自由的，聖靈可以找到工具，可以來用的。 

要下功夫，不要花太多時間在網絡上看視頻網站（Youtube）、看那些東西，看完就忘記了，

花那麽多時間去逛街購物（shopping），你應該花一點時間，好好地把主的話背起來。那麽這

兩個是最基本的，請大家一定要有，是一輩子都要有的。你如果慢慢地有了這兩個很好的根底

以後，可以讀卷，按著《聖經》一卷一卷你好好地來查。 

 

我在講《釋經學原則》的時候，特別跟大家講到一個最基本的讀法叫作歸納式的讀經法。

歸納式的讀經法基本上就是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叫作觀察（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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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的這部分你要解決五個問題： 

第一個是誰（Who），誰寫的？ 

第二個是寫給誰的（Whom）？ 

第三個是何時（When），什麽時候寫的？有沒有什麽特殊的背景？ 

第四個是何地（Where），在什麽地方寫的？ 

第五個是何物（What），這本書的主題是什麽？主要的內容是什麽？ 

你把這五個問題回答出來，這叫作觀察。 

 

第二個階段叫作解釋（Interpretation） 

它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爲什麽（Why）？就是爲什麽作者要寫這卷書？他是不是因為要回應某個問

題，或是解決、要處理某個處境，或是一個特殊的需要，他寫了這卷書。 

第二個就是怎麽辦（How）？他如何來傳遞、來表達他所要傳的信息？他是用怎樣的體裁

或是文字來表達他所要傳的信息？ 

 

第三個階段叫作應用（Application） 

就是怎麽做（So What）？當我都知道了以後，我要怎麽做、我應該幹什麽、我怎麽樣應

用在我今天的情況底下？ 

將來你慢慢更成熟了，你可以讀詞，例如：「寳血」、「爭戰」、「教會」、……。或是有一些

專門的專題，一些特殊的專題，你可以去把它讀出來，例如：「聖靈」- 是一個很大的專題、「十

字架」- 是一個很重要的專題、「得勝」、……。你也可以去讀人物。 

 

這些都是大家將來可以做的。但是關鍵，最関鍵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是對的人、選擇對的

態度，然後我們照著這兩個最基本的方法我們開始。大家讀《聖經》，不要急著去解釋《聖經》，

好好地把《聖經》的事實掌握住，整理出來。你在熟讀《聖經》時，如果能夠配上筆記，那是

上上好的，那是絕對值得的。在我的這一生裏面，活了這麽多年，我最寶貴的資產之一，就是

我自己做的《聖經》筆記。其實你們都已經分享到了，我是一點都沒有留下一手，我有多少、

能夠有的，我都傾囊而出。我也是希望大家在主的面前能夠成爲這樣的積蓄。不要急著去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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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好好地讀主的話就好了，熟讀《聖經》，找出事實，然後亮光自然就出來了。 

在結束的時候，我用一句話，就是我那時候講到釋經最基本的原則 —— 你要掌握透過

基督的這一把鑰匙，真正地讀出生命的信息，讀出 神永遠的旨意。因爲《聖經》裏面、

整卷《聖經》其實都是以基督為中心的。要在主的話語裏面要摸著生命、讀出生命來，要在主

的話語裏面能夠讀出 神永遠的旨意來，到底 神做事的法則是什麽？到底祂的旨意是什麽？然

後叫我們的生命、生活、還有跟 神的關係都被改變，以至於我們最後能夠過榮 神益人的生活。 

 

禱告： 

主耶穌，我們再次謝謝祢，謝謝祢這麽愛我們，祢給我們的救恩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主

啊，祢不光赦免了我們的罪，祢也把祢自己的生命賜給了我們，祢也把祢的話語賜給了我們，

讓我們每一個人手中擁有的都不止一本《聖經》。主啊，祢幫助我們在這個世代裏，讓祢的話

語能夠真正得著它該有的地位，讓我們教會、家庭、個人都恢復祢聖言該有的地位、該有的影

響。 

主啊，讓我們每一天，祢藉著祢的話語，祢在這裡改變我們；藉著祢的話語，讓我們來遇

見祢這位説話的 神，因爲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而且我們也知道這個道今天

要在我們中間要能夠成爲見證， 神要在我們的肉身中顯現。幫助我們建立好的讀經生活，更

幫助我們成爲一個對的人，成爲一個讀祢話語的人。謝謝主，聼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