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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面对一个客观的事情的描述而已
 面对的是上帝的心意 ─ 是上帝向世人、儿女所说的话语
 要很正面的来面对，
要很正面的来面对

开始播放

如果没有相信跟顺服的态度，就很难从其中得着益处

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
畅
书
 根据联合圣经公会的统计，

单2007年，出售或是赠送的圣经，
有391,128,460本，接近四亿本，
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与它比较
圣经翻译统计资料2011

一般的概念 ─ 尽信书不如无书，
 不要看了什么书都照单全收，还是要思考、分辨，
到底这本书内容对不对、可靠性如何？
在 般的书上是成立的，也是应该有的
在一般的书上是成立的，也是应该有的
 面对天下第一书或书中之书，这原则就不太正确了…

 圣经翻成的文字，截至 2007 年底，

整本或是部分的圣经 ─
譬如新约，或只是某些经卷，
已经被翻成 2454 种语言跟文字，
这个数目还继续的在增加当中。
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比拟的

圣经是独特的书 ─ 完整一致性
圣经其实不是一本书，而是有六十六本小书编辑成一册，
其中每一本，都是上帝写给我们的家书。
一本由四十位作者经过一千五百多年所写的书，
要如何的去维持完整性跟一致性呢？
圣经并不是先组编辑委员会，开会、商议…
大纲、写作的计画决定之后，
找四十个作者，在不同时期、地区…
用不同的文体去写个人的部分，
再由编辑委员会编撰成书。

不是！这些作者就是在不同时间、地点，用不同的文体，
！这些作者就是在不同时间 地点 用不同的文体
像法律、历史、诗歌、传记、游记、家谱、预言、书信…，
最后集中 竟然成为具有难以置信的齐一性的书
最后集中，竟然成为具有难以置信的齐
性的书。
如果不是上帝是背后真正的作者，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圣经是独特的书 ─ 完整一致性
随机找四个木匠，每个人做四分之一桌子，
材质、尺寸、样式…自己决定；
 他们按专长、喜好、分辨，一个礼拜后，把成品带回来，
拼成的桌子，可能具有艺术价值，恐怕不具实用价值
 如果是四十个人，每个人做四十分之一，
或每个人做六十六分之一，把成品去拼凑、组合，
大概是很难想象的结果

圣经好像招聚了四十个画家来集体创作
好像招聚了四十个画家来集体创作一幅画
幅画，
他们对于彼此的构想并不了解，去画他们的；
画完之后 把这四十个人的成品把它排列在一起
画完之后，把这四十个人的成品把它排列在
起，
所得到的竟然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这幅图画所呈现 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特质，
这幅图画所呈现，就是
这是最独特的地方。

圣经用图画、比喻来描述上帝的话语 ─ 圣道的象征
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
又像能打碎盘石的大锤么。

耶二三29

火有炼净、熬炼、审判的作用，
火的洁净是非常强烈，而且具有毁灭性的结果
火的洁净是非常强烈
而且具有毁灭性的结果 ─
经过火的洁净，不能存留的就会被废掉，
能够存留的才能够留 来
能够存留的才能够留下来。
如果人在面对上帝的话语，能够发挥火的功效，
今天就悔改、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可以得益处的
天就悔改 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 可以得益处的 ─
不致面对末后终极性、毁灭性审判…

大锤 ─ 指可以打碎、摧毁邪恶的事情，
上帝的道其实是有力量的，
可以装备人、可以叫人的心臣服在神的面前。

圣经是独特的书 ─ 改变人的生命
美国第四十四任总统欧巴马，2009 年元月宣誓就职，
 林肯总统是解放黑奴的总统，

也因着这个理念被暗杀
 欧巴马是第一位黑人总统，
欧 马是第 位黑 总统，
妻子蜜雪儿是黑奴的后代
1864/9/7 一个美国黑人团体送了林肯总统一本新的圣经，
林肯发表了感言 ─有关这本伟大的书…
有关这本伟大的书…
它是上帝赐给人类最佳的礼物，
 救主赐给世人
救主赐给世人一切的事物都在里面
切的事物都在里面
 如果没有圣经，人类将浑然不知是非对错
林肯见证 ─ 在道德教导、生命改变的能力上，
在道德教导 生命改变的能力上
圣经具有独特的能力、独特的价值。

圣道的象征 ─ 水
上帝要洁净他的教会，
是用水和道来进行洁净的工作，
好叫教会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
 圣洁是上帝的属性，
他的话语也具备这种功能

弗五26-27

 水可以洁净，是比较清洁式的、温和的，

被洁净的东西，可以继续保存，可能恢复原状

挪亚时代，上帝的审判是用洪水来审判
上帝的审判是用洪水来审判 ─
 方舟里面的动物、挪亚一家八口，

往后就由他们继续繁衍后代
 洪水之后，上帝清楚表明 ─
将来不再用洪水来审判，
将来不再用洪水来审判
不再有普世性、全面性、大规模水的审判

圣道的象征 ─ 明灯
诗一一九105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基督徒读圣经，绝不是单单为了增加知识，有 点就是 ─
基督徒读圣经，绝不是单单为了增加知识，有一点就是
恳求上帝让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明白上帝，
在前行
路 ， 何做 确 抉择。
让他们在前行的道路上，如何做正确的抉择。
我在十八岁一场大病中信了耶稣，是生命很大的转变。
在医院，医生看到我都说 ─ 你的小命是捡回来的…
面对这危机，我就想到 ─上帝存留我的性命要做什么？
还没出院，就开始读圣经，刚开始读不太懂，但就是读。
上帝的确在我往后的道路，就用他的话语照明我前行的道路，
给我清楚的带领就是 ─ 他要使用我作一个分解他话语的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作无亏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亏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我在圣道、真道中得造就，
也蒙召成为解明真道 教导上帝话语的人
也蒙召成为解明真道、教导上帝话语的人…

圣道的象征 ─ 蜂蜜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诗十九10

诗人明白上帝的话语何等宝贵，把金子都比下去了，
看见上帝话语价值的人才会如此
看见上帝话语价值的人才会如此。
比蜜还甘甜，读上帝的话语，读到觉得 ─
真的是针对我的光景、状况、需要、人生造就的功用，
上帝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话比蜜还甘甜。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
在我 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

启十10

 甜蜜，是指的上帝的话语的功用
 为什么发苦呢？上帝的话语里面 ─

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人生的明灯，也可以成为你人生的明灯。

圣道的象征 ─ 食物
申八3

照出了世人的光景、终极的审判，都是带来警惕的

圣道的象征 ─ 种子
具有发芽生长、结实百倍的潜力，不过土质很重要，
圣经里所讲的四种土，第四种就是好土 ─
人听道明白，不仅欢喜领受，
而且愿意去遵行，在生命中结实累累。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引用这句话。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
引用这句话
如果单靠食物，只是维系了物质的身体的生命，
人里面还有灵性 属灵的部分
人里面还有灵性、属灵的部分，
需要属灵话语来维系，就是上帝的道能发挥的功能。
太四

圣道的象征 ─ 灵奶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就要爱
灵 、像才
婴孩爱
，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彼前二2

供应初信者成长的需要
供应初信者成长的需要，
包括不管一个人信了耶稣多久，
上帝的话语还是像属灵的食物、
上帝的话语还是像属灵的食物
属灵的奶一样的供应我们。

上帝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产生极多的果实来，
自己蒙福，而且让很多的人，在我们身上得到帮助。

圣道的象征 ─ 利剑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来四12

在上帝话语的光照下，才能让真正的明白我们的
的光照下 才能让真正的明白我们的 ─
心思意念、动机到底是什么，使这一切无所遁形。

圣经 ─ 智慧之书

圣经 ─ 生命之书

个人需要智慧，很多人也追求智慧，
 世界上很多的人，付代价想要得到智慧
 有很多人都认同在宗教里可以得到智慧，
可是要找对地方 ─ 圣经让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智慧，
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个智慧不只是理性知识层面的事情而已，
而是跟造物主、跟人生走在正确的道路有关。
有关。
我们承认自己智慧不足，这是真实的谦卑 ─
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厚赐与众人，
又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而且要专一的祈求。
又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而且要专
的祈求。

雅一

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的人生很短暂 得救的智慧
我们的人生很短暂，得救的智慧、
得着永生的福分好处 ─从圣经来。

提后三15

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

祷告

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的需要…
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也是拯救我们的主，
你不单把物质的食物赏赐给我们，
你不单把物质的食物赏赐给我们
乃是把属灵的粮食、行路的亮光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从你的面前领受这 切的好处。
让我们可以从你的面前领受这一切的好处
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在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
使我们得到造就，不仅使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得到造就
不仅使我们得益处
让我们去分享、去教导的时候，让人可以认识你，
让人也可以行在光中 行在你的恩典之中
让人也可以行在光中、行在你的恩典之中。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的 名，阿们。

上帝第一天创造光，光里面就是生命的现象，
物质界是如此，属灵的境界也是如此。
光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圣经的话语。
奥古斯丁年少荒唐，三十一岁有一次在花园里面，
奥古斯丁年少荒唐
三十一岁有一次在花园里面
听到一句话说，拿起来读，旁边有圣经他一翻开 ─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
行事为人
端
像行在白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
不 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罗十三13-14

因着圣灵的光照，他得着了那个生命。
一个浪荡子悔改信了耶稣，成为圣道的仆人，讲解圣道，
影响力在教会历史中，少有神学家超越过他的地位。
这就是得着智慧之书、生命之书、书中之书的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