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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裝備中心第一季主日學  

向高處行—基督徒生活面面觀 第一週  讀神的家書     邵、許、延 

壹.  讀經的重要性 
聖經好比神寫給祂兒女的家書, 裡面充滿祂行在祂的家中的法則, 仔細研讀, 會從當中明白在

這些法則的意義及背後天父的心。當我們成為神的兒女之後, 沒有理由不去明白當如何在神

的家中行, 這對我們是很新的東西, 因為在我們還沒成為神的兒女以前, 我們是按照原生家庭

及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給我們的價值觀和法則來行, 這當中有許多是與神家的法則相違背

的。 比如世界會訴我們,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所以我們要爭競, 要做領袖, 也會用金錢,地位來

衡量一個人的成功與價值; 但在神的家中, 誰要為大, 做領袖, 誰就要為小, 做僕人; 金錢,名利,

地位與一個人的價值無關, 更不是成功的定義。 所以, 我們一旦成為神家中的一份子, 我們就

要開始去脫落舊的思想觀念, 摧毀舊的, 建造新的觀念與思想, 這樣才會產生行為的變化; 而這

時候 就要靠讀神的家書, 來明白神家中的觀念與規矩, 否則我們會發現名義上我們雖是神的

兒女, 但實質上我們還活在屬世界的價值觀中, 以至於沒有辦法享受到更豐盛的生命實質。 

 詩 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神的話像腳前的燈，一步步引領我們走屬天的路。我們很想神一次將那遙遠未來的事

完全告訴我們，可是神不肯。也許神以為我們的腦子容不下許多，也許神怕我們被前

面的困難嚇倒；神不將我們一生的時日告訴我們，但他卻在我們的路上，一步步指

引，一步步扶持。 

 傳道書 3:11, 14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永
生”原文作“永遠”）。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我知道神一切所作
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若沒有神的話語成為我們引導我們生活,動作,存留的架構, 我們會活出很短視近利, 沒

有遠見, 沒有開闊胸襟的人生, 因為我們做的決定會受現實環境轄制。 

 傳道書 5:1「你到神的殿要謹慎腳步。因為近前聽，勝過愚昧人獻祭（或作“勝過獻
愚昧人的祭”），他們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惡。⋯你在 神面前不可冒失開口，也不可
心急發言，因為 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語要寡少。」  
當我們不按時讀神的話語, 光只禱告時, 就有點像這裡講的愚昧人, 不明白神的原則, 只

是在神面前冒失開口, 求神按照我的旨意成就事情, 聖經已經很清楚的說: 「親愛的弟

兄啊，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

祂得著；因為我們遵守祂的命令，行祂所喜悅的事。」 (約一 3:21-22) 

 馬太 7:24「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
上；」 

 詩 1:2-3「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顆樹，栽在溪
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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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讀經的基督徒, 就好像紮根不深的樹, 當環境一有動盪時, 很容易就被折斷, 生命

裡面缺乏重量; 但是一個肯讀經肯默想又肯按著去行的人, 他生命的根基是建造在磐石

上, 是有重量的。 

貳.  建立良好的靈修習慣 
我們信主之後有了屬神的生命，有聖靈的內住，生命會渴望更多認識神，從讀經明白神的神

性、計劃和教導，從禱告可以將心中的事告訴主耶穌並經歷主的回應，來到神前讀經，禱

告，默想，安靜親近神，時常如此，靈命就會長進，靈裏滿足會加添，這是需要操練的，養

成每日靈修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功課，這會幫助我們信心堅固，靈命平穩並支取神的能力，

在事奉上有力量，在生活工作上都有神的祝福。 

1. 建立實用的每日靈修 
每天選一段安靜時間來到神前，向主禱告，讀聖經或唱詩讚美神，要訣是從靈裏和神有

交通，讀神的話愛慕主，並向神傾心吐意，靈修貴在持之以恆，日積月累就漸嚐到靈修

的福氣，若要養成每天固定的靈修習慣，是需要生活有規律，並要優先地留出一段時間

來與神交通。建立良好靈修生活一定要有操練： 

1) 靈修開始時求聖靈教導明白聖經。 

2) 為養成每日的靈修習慣，必須要定時定量定序（如使用劉師母的醫治與禱讀手冊）。 

3) 靈修時間長短要適度，最好不要少於 15 分鐘，也不要一次貪多。 

4) 靈修習慣若中斷了，不要氣餒，再接再厲，繼續再開始。 

5) 靈修中讀經有時讀不懂，有時感到枯燥沒有亮光，不要灰心，堅持到底，繼續讀下

去，漸漸會有收穫。 

6) 靈修中有時向神求的事未蒙應允，信心感到軟弱，總要認定神不誤事，神愛我們。 

7) 靈修不是查經或研經。讀神的話語是為要明白神藉這段經文告訴我什麼信息。 

8) 靈修中除了讀經之外，不可忽略禱告與神交通，向神求智慧能力信心和引導。 

9) 靈修中若蒙神光照看見自己有罪，就立刻向神認罪，順服聖靈的帶領。 

10) 試著讀經之後，從經文中選一節你最喜歡或最有感動的來默想並背誦。 

11) 靈修中唱一兩首詩歌有助於敞開心頌讚主，生發愛慕主的心。 

12) 靈修要達到重擔交托給神，經歷到神的愛，心中獲得喜樂平安和信心。 

13) 靈修後靈裡的滿足，要操練延續在整天的生活工作中，力求靈裏保持儆醒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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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靈修有了心得，就必須遵行順服神的感動，或改變我對人的態度，或改變我的思想

或做事的方法，甚至改變我的決定，將信仰與生活連在一起。 

2. 靈修最好的時間是早晨或是你全人最佳狀態的時間 
 

 聖經中有關清晨親近神的例證 
創19:27 亞伯拉罕 清晨 伯特利 與神相遇 

創28:18 雅各 清晨 敬拜神 

出34:2 摩西 早晨 西乃山 敬拜神 

詩5:3 大衛 早晨 禱告 

但6:10 但以理 早中晚 在窗口旁 禱告 

可1:35 耶穌 清晨 禱告 

 對我們實際的好處: 先從神支取能力﹐被祂的大能﹐大愛與智慧所充滿﹐ 
再去面對一天的挑戰。 詩143:8 

3. 最挑戰的部份-要把所學的應用到日常生活上，作一個終生的行道者 
 

4. 成敗的關鍵 
 

 前一天晚上預備好 
 起床後的清醒狀況:離開床及被子﹐確定在清醒的狀況 
 要持續不斷:持續21天就變成你的習慣 
 尋找靈修的夥伴:每日靈修能否持續﹐剛開始被扶持很重要。若能找到靈修的夥伴就
可以彼此鼓勵﹐互相扶持。 

 把「與神獨處」的時間列為每天的最優先 
 

三. 新舊約簡介    

一、舊約在聖經中的地位 

1. 舊約的寫作背景 
猶太人授命將神的啟示記錄下來，這記錄的權威與啟示的權威是一致的。啟示的權威源自神

本身內蘊(inherent)的權威；默示的權威源自受託(delegated)的權威，兩者的權威是同等的。

猶太人認為，書（啟示記錄）的性質便決定了該書是否屬正典。他們相信神的靈與人合作，

藉著人的文筆，將神的心意，配上自己受聖靈教導的領會而記錄下來。故舊約是神人合作的

結晶。 

「默示」一字雖是一個新約的字眼，然而其觀念並非新約時代的，這觀念在舊約時早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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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以賽亞書早已被稱為「默示書」（代下 32:32），先知所寫的書卷可稱為「預言書」或
「默示書」（如代下 9:29），視乎在那個角度下看。是故「默示」的觀念早在敬虔的猶太
人餘民中早已存在（參撒上 3:1，7，21等） 

聖經共有六十六卷，其中舊約三十九卷，新約二十七卷，是前後內容一貫的奇書，雖經一千
六百年，超卅五人以上手筆，其中有先知、祭司、君王、牧人、稅吏、漁夫、醫生、戰士、
政客、文豪，曆 多次與多方 （來 1:1）的過程，在不同的環境裏，如西乃山的曠野、波斯
的王宮、黎巴嫩的山麓、亞拉伯的峻嶺、羅馬的監獄、雄偉的聖殿、拔摩的海島等；又有極
不相同的文體，但主題與主角始終如一，以十字架為主題，救主為中心，神的榮耀為總歸
（參約 5:39；路 24:44-45；徒 28:23），仍是天衣無縫，前後統一，井然有序 

2. 舊約的組成部分 
a. 傳記（五卷） 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統稱摩西五經）。 

b. 歷史（十二卷）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

下）、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c. 詩卷（五卷） 約伯記、詩篇、箴言、傳道書、雅歌。 

d. 預言（大先知）（五卷） 以賽亞書、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以西結書、但以理

書。 

e. 預言（小先知）（十二卷） 何西阿書、約珥書、阿摩司書、俄巴底亞書、約拿

書、彌迦書、那鴻書、哈巴穀書、西番雅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猶太人的分類與現代舊約聖經的分類稍有出入，他們的方法如下（注21）： 

第一組：律法書（Torah） 摩西五經。 

第二組：先知書（Nabiim） 

分（1）前先知書（Former Prophets） 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 

（2）後先知書（Latter Prophets） 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十二小先知書 

第三組：聖卷（Kethubhim） 

分（1）詩體書（Poetry） 詩篇、箴言、約伯記。 

（2）五經卷（Megilloth） 雅歌、路得記、耶利米哀歌、傳道書、以斯帖記。 

（3）歷史書（Historical） 但以理書、以斯拉記、尼希米記、歷代志 

 



  5

二. 新約在聖經中的地位 

1. 新約的寫作背景 
1）兩約之間的靜默時代 （阿摩司書8: 11-12, 何西阿書3: 4-5） 

2）日子滿了，彌賽亞誕生 

耶穌時代，猶太人在政治方面受羅馬統治，在文化方面則受希臘影響，再加上猶太本身
傳統的宗教，就形成耶穌所處之時代的背景。 

  3）寫作於主後四十五年到九十五年，以通行希臘文（Koine Greek）寫成 

 4）主後四世紀末，新約正典確立 

 亞他那修於西元 367 年首次定出新約二十七卷，並在 393 年希坡會議確立。 

2. 新約的組成部分 
a. 傳記（四卷）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統稱四福音）。 

b. 歷史（一卷〕 使徒行傳。 

c. 書信（保羅的）（十三卷） 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

比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 

d. 書信（其他的）（八卷 ） 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約翰一二三書、猶大

書。 

e. 預言（一卷） 啟示錄  

 

3. 新約和舊約的關係 
1）舊約是新約的基礎和預表 

神的主權（創17：7， 26：24，28：13－14），與人的關係（申29：12－13）及

交通（出29：45－46） 

人的悖逆違約（但9：4－6）需要新約（耶31：31－33） 

耶31:31 －33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
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
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
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
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2）新約是舊約的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