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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读经乐在读经 ─ 读懂圣经并不难

许多基督徒常常问 ─我很想把圣经读好、读懂，
作为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指导原则，可是…，

有没有什么读圣经的秘诀 ─
怎么样读圣经可以读得好、产生实际的作用呢？

李健长老

怎 样读圣 可 读得好、产 实 作

这门课主要的目的，要为愿意透过读圣经，追求认识神、
认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清楚神的带领，认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清楚神的带领，

在地上好好过一个基督徒生活 的弟兄姊妹所预备 ─
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喜欢读圣经让每 位弟兄姊妹喜欢读圣经
让圣经在我们身上产生实际的作用
按部就班的从简单的开始按部就班的从简单的开始，

从记叙文体、论说文体、诗歌体、
特殊文体 ─ 先知性的言论 怎么样读特殊文体 ─ 先知性的言论 怎么样读

让弟兄姊妹能够乐在读经、从读经当中得到实际的好处。

为什么基督徒要好好读圣经呢？

盼望透过圣经自己告诉我们盼望透过圣经自己告诉我们 ─
怎样引导、帮助我们，来说明神话语的重要。

诗一一九98-100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要我们遵守、强制我们 ─你要这样做！

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变成法则、律例、制度、典章，

提供 规范 帮助我们 遵行他的话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提供、规范、帮助我们，遵行他的话

神的话 有益的

为了使我们更好、成长，应该要这样做

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无论神的话用什么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有些是非常积极的，要我们积极的去行 ─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要彼此相爱，这是第一条神所要我们遵行的命令

有些是消极的，禁止我们去做的 ─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不可杀人，杀人的神一定要处罚、定罪
有些事情是不要做的 ─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无论积极的要我们做、消极的禁止我们一些事，
都是神的命令 制度 典章都是神的命令、制度、典章，

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盼望我们能够遵行。

这些都不是口号 理论 高调这些都不是口号、理论、高调，

而是真的可以遵行、实践的。



圣经当中有一些跟我们的本性有违背的

施舍别人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知道。

施舍给别人、捐献给别人，

叫我们不讲出去很难…

如果禁食，也不要让人知道，如果禁食，也不要让人知道，

要梳头、洗脸，不要让人看出你的禁食来。
这么属灵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的这么属灵的事情，我们 定要让人知道的…

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久而久之就知道，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久而久之就知道，
这样子的话、命令、要求，

有它实际的好处。有它实际的好处。

当我们越认识神，

越来越能够遵守、明白神的话。越来越能够遵守、明白神的话。

神会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活出活不出来的状态呢？

从结果上来 是不可能的 神不会这样要求我们从结果上来，是不可能的，神不会这样要求我们，

神所要求、所期望于我们的，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从过程上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不到，

在往前走的上面，感觉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 ─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神说不对的，好像犯奸淫一样；

如果上网际网路 ─ 有太多色情的东西在里面，

怎会不牵动淫念、让里面犯罪的事情发动呢？

不可向弟兄发怒；按我们的本性我们做不到…

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 ─不一定做得到；
可是当耶稣在我们里面，从结果上来讲 ─可是当耶稣在我们里面，从结果上来讲

耶稣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当神的生命 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当神的生命、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慢慢的被改变。

登山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 ─ 不需要先把条件符合了…
登山宝训是天国子民应有的表现登山宝训是天国子民应有的表现 ─

内在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

就能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样式就能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样式

神把心意放在我们里面、启示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体会到我们现在做不到 几个月之后可以做得到体会到我们现在做不到、几个月之后可以做得到 ─
过去几年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了，

不是咬牙切齿的做到 乃是生命突然就做到了！不是咬牙切齿的做到，乃是生命突然就做到了！

小孩子本来只能爬，后来就能站、走、跑、跳，
是 来 是可是婴孩生下来马上就能爬、站、走，是不可能的，

生命成长有一个过程、表现，是很真实的事情。

神的话好像食物，让我们吃得有力量、叫我们成长 ─
突然就发现会站了、能走了…，原来生命茁壮了。

神的话用各种形式出现，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益的。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
基督徒只在少数的事件上 必须跟神有来往基督徒只在少数的事件上，必须跟神有来往，

好像算命、到庙里拜拜，

好像遇到了重大的困难 来寻求 个帮助好像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来寻求一个帮助…
 要不要移民到国外去？要不要出国读书？

要不要换 个工作？ 要不要换一个工作？

 正在交往的男女朋友是不是将来结婚的对象？

于是他拼命祷告，好像到庙里掷筊一样 ─
神哪，告诉我，要不要做这事、要不要做那事…

他很努力的祷告，他想明白 ─
我这个重大的变动、到底我应不应该做？

诗篇一一九98-100 告诉我们不是这样…
神的话跟我们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神的话跟我们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他与我们的生命是有因果关系的



这里有因为…所以…
因为你的命令存在我心里 所以我比仇敌有智慧因为你的命令存在我心里，所以我比仇敌有智慧。
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所以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
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 所以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为有神的话，我们会有这样子生活的表现
显明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显明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仇敌 ─ 未必是你死我活的仇人，

 同事；父母、儿女；同行相忌…
甚至不是肉眼看得见的 ─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老我，不喜欢、又好喜欢喜欢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日常生活常常碰见的...天空属灵气 恶魔， 常生 常常 见

神的话什么时候用？不是只有…做重要决定寻求的那一位，

是日常生活中 常常需要征询 亲近 认识 跟随的是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征询、亲近、认识、跟随的

神的命令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比仇敌有智慧

师傅也是我们每天都遇见的，

如果你有 个好的师傅 真是三生有幸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师傅，真是三生有幸，

 在技术上碰到一个好师傅，他一点、你就明白…
我常常需要录影 在录影现场有很多技术指导我常常需要录影，在录影现场有很多技术指导，

告诉你说这样一做 ─你突然明白过来！

如果在技术 作 技能 知识上 如果在技术、工作、技能、知识上，

碰到一个好的师傅，那真是重要啊！

怪不得孔子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怪不得孔子说 ─ 三人行必有我师。

你想不想有一个在家里面就可以请教的师傅 ─你想不想有 个在家 面就可 请教的师傅
什么事情都明白，一请教他、他就告诉你，

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就是这样子的 位！
因为思想了神的法度，比我们的师傅更通达。

我们有了神的话 有了神 就不害怕 不担心 ─我们有了神的话、有了神，就不害怕、不担心 ─
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事情。

神的话使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

当守了神的训词，能够比那些年高德劭的人
更明理 更成熟 更老练更明理、更成熟、更老练。

有人不喜欢老年人，觉得老年人啰唆、唠叨…

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想 ─
你讲的我不知道吗？你讲的我不知道吗？

我后来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 我知道 论我以为我知道，那是理论上的知道，

在经验上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有经验、我没有经验，

他见多识广、明白很多事情，

吃过很多的亏、所以他们受苦

神的话要存在心里的

098常存在我心里 ─

神的话要我们思想的神的话要我们思想的

099思想你的法度

100守了你的训词 ─
让我们遵守的

神的话 不是神学家研究的对象
神的话 不是理论家讲道的内容

神的话 不是批评家的美词或言论

如果神的话只是理论，我们可以不知道 ─
可以不了解物理、化学、数学，我们都活得下去，可以不了解物理、化学、数学，我们都活得下去，

可是神的话是我们每一天生活、跟我们密切相关的…



神的话存记在心，你的生活变成突然自由起来 ─
约壹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约壹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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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明白 记诵 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生命当我们明白、记诵，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生命，

我们突然活过来了！不自由是因为你有罪…
当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时候 就会发觉是多么的自由当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时候，就会发觉是多么的自由

当把神的话思想的时候，就会发觉神的话博大精深，

越思考 越明白 越宽广 就越得着这个好处越思考、越明白、越宽广、就越得着这个好处

这一门课的目的 ─ 要让我们记住、思想、遵行神的话，
生活当中我们应当用神的话活出来
 因为这个缘故，你不觉得读圣经非常重要吗？

求主帮助所有的弟兄姊妹预备我们的心 ─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