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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概念 ─ 盡信書不如無書，
z 不要看了什麼書都照單全收，還是要思考、分辨，
到底這本書內容對不對、可靠性如何？
在一般的書上是成立的，也是應該有的
z 面對天下第一書或書中之書，這原則就不太正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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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是需要考察、分辨、解析、瞭解，
可是至終態度上是很不一樣的 ─
z 不是在面對一個客觀的事情的描述而已
z 面對的是上帝的心意 ─ 是上帝向世人、兒女所說的話語
z 要很正面的來面對，

如果沒有相信跟順服的態度，就很難從其中得著益處

聖經是全世界最暢銷的書
z 根據聯合聖經公會的統計，

單 2007 年，出售或是贈送的聖經，
有 391,128,460 本，接近四億本，
沒有任何一本書可以與它比較
聖經翻譯統計資料2011

z 聖經翻成的文字，截至 2007 年底，

整本或是部分的聖經 ─
譬如新約，或只是某些經卷，
已經被翻成 2454 種語言跟文字，
這個數目還繼續的在增加當中。
沒有任何一本書可以比擬的

聖經是獨特的書 ─ 完整一致性
聖經其實不是一本書，而是有六十六本小書編輯成一冊，
其中每一本，都是上帝寫給我們的家書。
一本由四十位作者經過一千五百多年所寫的書，
要如何的去維持完整性跟一致性呢？
聖經並不是先組編輯委員會，開會、商議…
大綱、寫作的計畫決定之後，
找四十個作者，在不同時期、地區…
用不同的文體去寫個人的部分，
再由編輯委員會編撰成書。

不是！這些作者就是在不同時間、地點，用不同的文體，
像法律、歷史、詩歌、傳記、遊記、家譜、預言、書信…，
最後集中，竟然成為具有難以置信的齊一性的書。
如果不是上帝是背後真正的作者，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事情。

聖經是獨特的書 ─ 完整一致性
隨機找四個木匠，每個人做四分之一桌子，
材質、尺寸、樣式…自己決定；
z 他們按專長、喜好、分辨，一個禮拜後，把成品帶回來，
拼成的桌子，可能具有藝術價值，恐怕不具實用價值
z 如果是四十個人，每個人做四十分之一，
或每個人做六十六分之一，把成品去拼湊、組合，
大概是很難想像的結果

聖經好像招聚了四十個畫家來集體創作一幅畫，
他們對於彼此的構想並不瞭解，去畫他們的；
畫完之後，把這四十個人的成品把它排列在一起，
所得到的竟然是一幅完美的圖畫！
這幅圖畫所呈現，就是耶穌基督一切的特質，
這是最獨特的地方。

聖經用圖畫、比喻來描述上帝的話語 ─ 聖道的象徵
耶和華說：我的話豈不像火、
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錘麼。

耶二三29

火有煉淨、熬煉、審判的作用，
火的潔淨是非常強烈，而且具有毀滅性的結果 ─
經過火的潔淨，不能存留的就會被廢掉，
能夠存留的才能夠留下來。
如果人在面對上帝的話語，能夠發揮火的功效，
今天就悔改、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可以得益處的 ─
不致面對末後終極性、毀滅性審判…

大錘 ─ 指可以打碎、摧毀邪惡的事情，
上帝的道其實是有力量的，
可以裝備人、可以叫人的心臣服在神的面前。

聖經是獨特的書 ─ 改變人的生命
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歐巴馬，2009 年元月宣誓就職，
z 林肯總統是 解放黑奴的總統，

也因著這個理念被暗殺
z 歐巴馬是 第一位黑人總統，
妻子蜜雪兒是 黑奴的後代
1864/9/7 一個美國黑人團體送了林肯總統一本新的聖經，
林肯發表了感言 ─ 有關這本偉大的書…
它是上帝賜給人類最佳的禮物，
= 救主賜給世人一切的事物都在裏面
= 如果沒有聖經，人類將渾然不知是非對錯
林肯見證 ─ 在道德教導、生命改變的能力上，
聖經具有獨特的能力、獨特的價值。

聖道的象徵 ─ 水
上帝要潔淨祂的教會，
是用水和道來進行潔淨的工作，
好叫教會沒有皺紋、玷污等類的病。
z 聖潔是上帝的屬性，
祂的話語也具備這種功能

弗五26-27

z 水可以潔淨，是比較清潔式的、溫和的，

被潔淨的東西，可以繼續保存，可能恢復原狀

挪亞時代，上帝的審判是用洪水來審判 ─
z 方舟裏面的動物、挪亞一家八口，

往後就由他們繼續繁衍後代
z 洪水之後，上帝清楚表明 ─
將來不再用洪水來審判，
不再有普世性、全面性、大規模水的審判

聖道的象徵 ─ 明燈
詩一一九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基督徒讀聖經，絕不是單單為了增加知識，有一點就是 ─
懇求上帝讓他們在讀聖經的時候，能夠明白上帝，
讓他們在前行的道路上，如何做正確的抉擇。
我在十八歲一場大病中信了耶穌，是生命很大的轉變。
在醫院，醫生看到我都說 ─ 你的小命是撿回來的…
面對這危機，我就想到 ─ 上帝存留我的性命要做什麼？
還沒出院，就開始讀聖經，剛開始讀不太懂，但就是讀。
上帝的確在我往後的道路，就用祂的話語照明我前行的道路，
給我清楚的帶領就是 ─ 祂要使用我作一個分解祂話語的人…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我在聖道、真道中得造就，
也蒙召成為解明真道、教導上帝話語的人…

聖道的象徵 ─ 蜂蜜
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詩十九10

詩人明白上帝的話語何等寶貴，把金子都比下去了，
看見上帝話語價值的人才會如此。
比蜜還甘甜，讀上帝的話語，讀到覺得 ─
真的是針對我的光景、狀況、需要、人生造就的功用，
上帝成就在我們身上的話比蜜還甘甜。
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吃盡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後，肚子覺得發苦了。

啟十10

z 甜蜜，是指的上帝的話語的功用
z 為什麼發苦呢？上帝的話語裏面 ─

上帝的話語就是我人生的明燈，也可以成為你人生的明燈。

聖道的象徵 ─ 食物
申八3

照出了世人的光景、終極的審判，都是帶來警惕的

聖道的象徵 ─ 種子
具有發芽生長、結實百倍的潛力，不過土質很重要，
聖經裏所講的四種土，第四種就是好土 ─
人聽道明白，不僅歡喜領受，
而且願意去遵行，在生命中結實累累。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的時候，引用這句話。
如果單靠食物，只是維繫了物質的身體的生命，
人裏面還有靈性、屬靈的部分，
需要屬靈話語來維繫，就是上帝的道能發揮的功能。
太四

聖道的象徵 ─ 靈奶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
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彼前二2

供應初信者成長的需要，
包括不管一個人信了耶穌多久，
上帝的話語還是像屬靈的食物、
屬靈的奶一樣的供應我們。

上帝的道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可以產生極多的果實來，
自己蒙福，而且讓很多的人，在我們身上得到幫助。

聖道的象徵 ─ 利劍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來四12

在上帝話語的光照下，才能讓真正的明白我們的 ─
心思意念、動機到底是什麼，使這一切無所遁形。

聖經 ─ 智慧之書

聖經 ─ 生命之書

個人需要智慧，很多人也追求智慧，
z 世界上很多的人，付代價想要得到智慧
z 有很多人都認同在宗教裏可以得到智慧，
可是要找對地方 ─ 聖經讓我們得到的是真正的智慧，
箴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這個智慧不只是理性知識層面的事情而已，
而是跟造物主、跟人生走在正確的道路有關。
有關。
我們承認自己智慧不足，這是真實的謙卑 ─
你們當中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厚賜與眾人，
又不斥責人的神，神就必賜給他，而且要專一的祈求。

雅一

聖經能夠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我們的人生很短暫，得救的智慧、
得著永生的福分好處 ─ 從聖經來。

提後三15

天父，謝謝你恩待我們，

禱告

你知道我們的光景、我們的需要…
你是創造我們的神，也是拯救我們的主，
你不單把物質的食物賞賜給我們，
乃是把屬靈的糧食、行路的亮光賞賜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從你的面前領受這一切的好處。
主，我們謝謝你，求你繼續在這一系列的課程當中，
使我們得到造就，不僅使我們得益處，
讓我們去分享、去教導的時候，讓人可以認識你，
讓人也可以行在光中、行在你的恩典之中。
願你垂聽我們的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上帝第一天創造光，光裏面就是生命的現象，
物質界是如此，屬靈的境界也是如此。
光是什麼？就是主耶穌基督、聖經的話語。
奧古斯丁年少荒唐，三十一歲有一次在花園裏面，
聽到一句話說，拿起來讀，旁邊有聖經他一翻開 ─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
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羅十三13-14

因著聖靈的光照，他得著了那個生命。
一個浪蕩子悔改信了耶穌，成為聖道的僕人，講解聖道，
影響力在教會歷史中，少有神學家超越過他的地位。
這就是得著智慧之書、生命之書、書中之書的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