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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好好读圣经为什么要好好读圣经
我们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重要的地位上，

有这个认知之后，就知所先后 ─
重要的事情先做，不重要的可以慢一点做。

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很多历史故事、诗歌、书信 ─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 很多历史故事、诗歌、书信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让基督徒在地上在重要的事情上，

知道当如何照神的心意而行知道当如何照神的心意而行

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发现神参与我们的生命

神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来引导我们
† 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有益
† 神的话跟我们的生命有因果关系

神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来引导我们

† 神的话跟我们的生命有因果关系，

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只在读历史、诗篇、耶稣的生平…
更要紧的是 盼望读了这些话更要紧的是 ─ 盼望读了这些话，

让我们存在心里、昼夜思想、谨守遵行，

才能够得到那个话实际的好处才能够得到那个话实际的好处。

腓四腓四6-7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当我们真的没有挂虑的时候 ─
真是在里面好像重担就卸下来真是在里面好像重担就卸下来…

当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产生作用，

 我们突然宽广起来 自由起来 释放了 我们突然宽广起来、自由起来、释放了

 不被嫉妒、忧愁、失望、痛苦、生病、疾病抓住，

不被外在 不能控制的不平安抓住不被外在、不能控制的不平安抓住

神的话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实际的作用！

怎样有系统的、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话呢？
每 天都需要神的话每一天都需要神的话…

不是让一周听一次，好像主日礼拜

不是参加各种特会 年打 个强心针不是参加各种特会，一年打一个强心针

不是一周收看一次节目，讲员告诉我、我就这样做

神的话应当是每天成为我们的帮助，好像食物一样…
不仅要参加主日礼拜 ─ 从讲员领受很多

不仅参加查经班 ─ 弟兄姊妹一同、有系统的查圣经，

彼此讨论、分享，好像在读学问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灵修非常重要

不是参加成人主日学、各种专题、圣经课程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灵修非常重要 ─
每一天分别一段时间，

特别到上帝面前特别到上帝面前
来安静、来思想、来祷告。



有一个目的性的问题 ─ 为什么要读懂圣经？

读懂圣经太没面子 错误的目的 不读懂圣经太没面子 ─ 错误的目的

 我对上帝要有客观的认识 ─ 目的不够准确

要跟别人辩驳、把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 ─ 还是不对

灵修、读圣经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 ─灵修、读圣经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要照神的话而活！是灵、是生命。

认识神的话 读神的话 是为了我们自己 ─认识神的话、读神的话，是为了我们自己 ─
生命活得更自由、生活活得更自在

花时间分享 因为久而久之我们圣经熟了花时间分享，因为久而久之我们圣经熟了，

又忘了读圣经的目的、又突然骄傲起来…

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
圣经是为了别人的、为我跟别人区别出来的；

不是的，神的话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怎样进行每一天、每一个人的好好读圣经呢？
读圣经不是随便把圣经翻开来就读读圣经不是随便把圣经翻开来就读，

神的话让我们有系统的认识他、认识自己、
和他之间的关系 需要安排进度 每天读 段圣经和他之间的关系，需要安排进度 ─每天读一段圣经。

如果你已经圣经读了一遍两遍、读过蛮多的，
你从哪一卷开始都不重要，但请你有系统的念…

如果刚接受这个信仰、或者从来没有仔细读过圣经，如果刚接受这个信仰、或者从来没有仔细读过圣经，
建议可以从路加福音开始，读完读使徒行传 ─

 同一个作者，记载耶稣的生平同 个作者，记载耶稣的 平
 耶稣升天之后，教会怎样开始、怎样进行
跟我们比较靠近，实际可以运用出来

一遍读完了，还不是很熟，建议你再读一遍 ─
再从马太福音读到启示录 新约读了一遍

跟我们 较靠近，实际可以运用出来

再从马太福音读到启示录，新约读了 遍

可以对耶稣、教会有认识、对整个新约圣经有概念…

读圣经要有恒心…(旧约929章、新约260章)

再从创世记读起 每天读 章再从创世记读起，每天读一章，

大概要读三、四年，才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

灵修性的读经 ─读了，让我今天得到帮助，

应该安排时间，不是随机的…
 在车上、突然早起、晚上失眠，不是这样的
建议精神最好的时间 ─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重要的事情放在重要、清醒的时间来做，

灵修性的读经帮助你对神有认识

神的话 ─ 不是与人争辩、建立思考系统、

拿来和别人争执 拿来传福音用的拿来和别人争执、拿来传福音用的，

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善我们的生活用的！

我们在地上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在地上有几十年的时间，

盼望好好的来认识、好好的来追求。

时间怎么分配呢？

灵修性的读经灵修性的读经 ─
† 前面 作一个祷告、唱一首诗歌

读 章圣经 太长 读半章 读 段† 读一章圣经，太长、读半章、读一段

† 读了，祷告，把心得写一写

会 帮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灵修性的读经是每天的工作灵修性的读经是每天的工作，
如果刚开始真的不会，

建议你从十五分钟开始 ─建议你从十五分钟开始

祷告一分钟、读经四分钟、思想四分钟、
写些东西两分钟 作个祷告又两分钟写些东西两分钟、作个祷告又两分钟…

但是如果愿意多学学，

建议半个小时是很好的时间建议半个小时是很好的时间，

蛮从容的，可以把一段圣经读好



很多人说 ─ 我以前读的现在都记不得…我为什么要读呢？

前天吃的那 顿中餐 你还记得吗前天吃的那一顿中餐，你还记得吗？

大概记得上次婚宴一道菜从来没有吃过，太棒了太棒了！！

可是大概不太记得你每天吃的饭
生命的维持、体力的保有，

并不在于一年三次大餐，乃在一天三餐记不得的食物

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神的话是灵、是 命，
维持我们日常生活的神的话才最重要！

 讲员的话、特会的经验当然重要讲员 、特

每天读神的话、在神的话当中成长、成熟的人，

 那个话成为他定时的帮助，每天成长一点… 那个话成为他定时的帮助，每天成长 点

你发觉他的生命怎么变了！

 天天读神的话，天天让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 天天读神的话，天天让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

你的帮助的，那才重要！

因为这个缘故，重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
重复读 读了两三遍之后 就慢慢熟悉了重复读，读了两三遍之后，就慢慢熟悉了

妈妈很唠叨，叮咛很多次、你就记得了

我们生命跟生活的表现，不取决于我们的思想、
也不在于我们的意志要不要这样做；

在于我们的习惯 ─ 思想、理智推理、下意识的习惯，

让神的话成为生命当中，

每一天重复出现的那一件事

第一次听见 ─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第 次听见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就是与她犯奸淫了！你一定吓坏了…

以后你就发觉 ─ 真的不行 没有办法啊！以后你就发觉 ─ 真的不行、没有办法啊！

† 求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认罪

† 神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 拯救 诗歌 满足† 神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拯救、诗歌、满足，

以后慢慢...我们生命成长了、习惯了

另外一种读圣经 ─ 速读圣经，让我们对神有全面性的认识。
用很快的时间读圣经 天读五章 读十章用很快的时间读圣经，一天读五章、读十章，

一遍一遍的读圣经 ─ 对于神有全面性的认识的时候，

就不会把神的某 个特质特别突显出来就不会把神的某一个特质特别突显出来 ─
神的慈爱、公义、怜悯、愤怒…

大段 大段的读圣经 有很大的好处

这是灵修性读经以外的，

一大段一大段的读圣经，有很大的好处。

一天读五章、一周读五天、一年可以读圣经一遍

一天读十章、一周读七天、一年可以读圣经三遍

你说 ─ 我一年读圣经三遍会有什么结果？

你突然对神有个很清楚的认识！你突然对神有个很清楚的认识！

 不必求甚解、只要知道大概的状况、故事连贯

以赛亚书从 第一章 读到 六十六章 忘了 第一章 了以赛亚书从 第 章 读到 六十六章，忘了 第 章 了，

如果六十六章一口气读完，对以赛亚书有全卷的认识。

我们这一门课要把所有的重点放在仔细读圣经，

为了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 ─
神的属性、神的行为、神的特质、他对人的想法，

慢慢的、越来越多、

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把它读进去。节 节、 段 段的，把它读进去。

过去两讲已经告诉各位 ─ 读圣经非常重要，过去两讲已经告诉各位 读圣经非常重要，
读圣经并不为别人、不是为了神，

读圣经是为了我读圣经是为了我
 不是为儿女、不是为教会的牧师、不是为父母，

读圣经是为了你自己读圣经是为了你自己

从下一讲开始，

我要告诉各位怎样仔细的读圣经我要告诉各位怎样仔细的读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