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圣经 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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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好好读圣经，
很多
好好读圣经
却一直说他不认识神 ─ 他当然不认识神；
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 都已经写在圣经当中
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都已经写在圣经当中…
 要懂物理，不上物理课、不看物理书，是缘木求鱼
 想好好做菜，不看食谱、不下厨房，
不会做菜是理所当然的

神的话有很多种形式，
最基本就是圣经，我们说它白纸黑字 ─

音量、全萤幕

每一个人都看得到、看得懂
 如果有别人帮助你的话，
读懂圣经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
 它已经写成文字了，
它已经写成文字了
我们当然要透过读圣经来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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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同时祷告，
因为神的话和神的灵是 起出现的
因为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一起出现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一1-3

一个神的灵、一个神的话，世界就被创造出来，
护理宇宙的，就是神的灵、神的话。
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在一起的 ─
 神的灵就是神、神的话也是神
神的灵就是神 神的话也是神
 二者只取其一，本来也不会有问题 ─
跟着神的灵走 我们祷告
跟着神的灵走、我们祷告
跟着神的话走、我们读经
 有问题是我们这个人，
有问题是我们这个人
就要把神的灵跟神的话放在一起

祷告而不读经，是自我中心；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

祷告必须透过圣经 ─
才能更深的认识神、更仔细而准确认识自己
 所有一切神要让我们知道的，都在圣经的里面，
怎么明白呢？透过祷告！


有一些人不读圣经、只祷告的 ─没有客观神话语的引导，
 愈来愈骄傲、自我中心、用自己的想法来取代神，
愈来愈偏离客观、存在、写下来的神的属性 ─
慈爱
爱
公义、信实、慈爱、有能力、爱我的那一位
 你的神就被你扭曲了，
观念里面的神就渐渐远离客观、存在、
创造宇宙万有、护理世界的那一位神
这是人的软弱、也是撒但的工作…
这是人的软弱
也是撒但的工作
你会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祷告而不读经，是自我中心；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
有的人只读圣经而不祷告的…
 有个人把圣经读了一遍，下一个结论 ─
耶和华是残忍的神，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他只在字意、表面、自己的思想来读圣经，
不是用神的眼光、神的角度、神的灵来读圣经的
 他是用自己的思想跟意志，看不到上帝，
 所读出来的东西是有偏差的，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
 只读得懂神所启示出来字面的字句 ─ 这是叫人死的，
法利赛人一根指头不动，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身上

读经跟祷告有密切的关系 ─
† 边读圣经一定边祷告，祷告的时候常常想起神的话
†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
神的灵和神的话是在一起的

圣经六十六卷含了哪些内容…


诗歌智慧书 ─ 特殊的文体，
表达出人对神的认识，是人智慧的结晶，
 人有聪明，但是认识神却产生智慧
产
 警语，人对神的反应、抱怨
 发现世界状况的时候，有一些情绪上的感觉
 从天上跟地上的对比，发现人活在有限的里面，
神在无限当中来掌管、赐福人类


先知书 ─ 神
神用他的仆人来提醒警告当代的人，
他的仆人来提醒警告
，
也使人明白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赐福；
旧约有先知书以外，新约有类似先知书的文体



新约书信 ─ 初代的使徒对耶稣基督经历第一手的资料，
以及他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神所启示给他们的



启示文体 ─ 启示录，人类终极跟未来的结局

圣经六十六卷含了哪些内容…


摩西五经 ─ 是神对人的心意，
是神对人的心意
透过人类的发源、发展、犹太人的历史，
 让我们看见神的思考、行为模式、能力、怜悯
让我们看见神的思考 行为模式 能力 怜悯
 当神创造人，人软弱、人败坏的时候，
神为人预备了 切救恩
神为人预备了一切救恩

 在旧约历史书、新约耶稣生平，

知道历史是神在掌权 ─ 看见神定规了那条路，
 透过人类的发展、历史，把他的心意完全显明
 最高启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爱我们，
 让我们看见 ─ 他要拯救、帮助、赦免我们
 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把神清楚的显明在我们当中
 使徒行传也是历史书，记载了当时的历史，
也是历史书 记载了当时的历史
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起源、发展，宣教事业展开

神的话是客观的存在，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大家…
从 ─ 观察、解释、应用，
观察、认识、解读神的话 → 解释神的话 → 应用
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
 读神的话、一直祷告
神的话
祷告 ─ 求圣灵打开心灵的眼睛
的 睛
 没有好好观察，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
没有正确的解释，没有办法实际有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三者之间有重迭…，为讲解方便，分开来处理
 打篮球，运球、带球、过人、上篮基本动作，分开操练

真正比赛，运球、马上过人、就上篮，连续动作，
练习的时候归练习，真正用的时候归真正用 ─
正式比赛不能让对方等
 这一门课会帮助各位分解动作，
真正实施的时候 要连续作用 ─
真正实施的时候，要连续作用
真正读圣经不会停在那个地方的

好好读经的第一步是观察 ─ 看，
看不清楚，怎么能知道它的意思呢？
看
清楚
 很多人不了解圣经，是因为他看错了 ─ 不是冤枉吗？
 好好的观察，就是领受神的话 ─ 这是分解动作，
单单观察，不能明白神的话
不会观察，一定不认识神的话


练习观察 ─ 路十九1-10 撒该遇见主
如果在这段当中发现观察出了问题，
或者观察发现新的东西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就知道我们的观察是多么的马虎，
 以为看到了，其实却没有看到
 一般人对圣经的观察挂一漏万，
解释就出了问题

一般人读到这段圣经，就会有一个神学的思想 ─
当然是耶稣拣选 得着我们 不是我们拣选 得着耶稣
当然是耶稣拣选、得着我们、不是我们拣选、得着耶稣。
如果神一直是用神学的思想让我们认识他，
就不需要圣经 把神学论述告诉我们就好了！
就不需要圣经，把神学论述告诉我们就好了！
从观察来看 ─
 第一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是耶稣来耶利哥找撒该，不是撒该去耶路撒冷找耶稣
 第十节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可见是耶稣去找撒该
耶稣可以进了耶利哥，然后撒该完全不理他
 第四节 撒该跑到前头、爬上桑树，
矮到耶稣找不到他 ─ 有一个想要找耶稣的心
 撒该爬上去耶稣才看得见，不能不解释 ─
撒该有意要看耶稣、有意要找耶稣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有 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主。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
「撒该 快 来 今 我必住在你家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都私下议论说 「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
寻找 拯救
」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路十九1-10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观察上面的 ─
在撒该得着救恩的这 件事情上面，
在撒该得着救恩的这一件事情上面
到底是耶稣主动、还是撒该主动？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
对他说 ─ 撒该，快下来！
撒该 快下来！
耶稣有预备，一看见撒该就知道撒该叫撒该，
耶稣叫他的名字 ─ 耶稣来找撒该
 第六节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撒该是有回应的！
 第五节

到底谁找谁？
我们发现 ─ 耶稣有意、撒该有心，
当观察一件事情，观察出来之后非常的欢喜。
在耶稣跟我们的事情上 ─
耶稣来找我们、我们来找耶稣，
耶稣有心、我们有意。
耶稣以前来找过我们 我们被他找过
耶稣以前来找过我们、我们被他找过，
耶稣现在天天找我们、我们天天愿意被他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