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祂叫我们活过来（弗2：1，5）
8、读经、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恩，谢谢祢差遣独生爱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完成
这么奇妙的救法，让我们得到生命，也供应我们新生命成长的粮食，以与祢联合的方式方法让我们来
支取基督的丰盛。主一切祢都为我们安排的如此完备，我们谢谢祢。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不断进入
真理，让我们能够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前面神的特殊启示--圣经里，讲到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真神，这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
体的神；这位神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生命的源头，得到祂就得到了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福乐的生命。
神爱世人，祂乐意要将生命赐给世人，可是世人因为有罪不能到神的面前。为此，神差遣祂的独生儿
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了救法，耶稣基督亲自成为神人之间的道路，使人藉着信靠祂可以到神面
前……。哈利路亚！藉着圣经清清楚楚指示了我们生命的道路，指引我们行走的方向。我们来认识这
本圣经是怎样一本书。
1、请简单概括圣经（圣经的绝对权威、绝对无误、圣经的中心主题、圣经的奇妙能力等等）
（提后 3：
15-16；路 21：33；24：25-27；伯 12：7-9；诗 19：1，7；119：71，89；箴 30：5；林前 2：2；弗
4：29）
（1）圣经绝对的权威：圣经有绝对的权威，是基督教唯一的经典，是基督徒信仰唯一的根据。因为
圣经是神的话，而神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绝对完全、
没有错误的，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在祂没有转动的影儿。
（2）圣经绝对无误（原稿）：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绝对没有错误的启示。圣经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
会改变。圣经的作者都是虔诚爱神、敬畏神和顺服神的人。虽然人有不完全，难免有错，但是无错误
的神，可以启示和管理有错误的人写下祂无错误的记录，所以说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关于这一点，我
们非常要强调的，因为有许多人说：
“圣经绝对可靠。”请注意，
“无误”和“可靠”完全不一样，
“可
靠”还是有错的，但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圣经的一点一画在原文都是没有错误的。
（3）圣经的中心主题：是神为人类预备的救恩--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圣经是伟大的神与卑微的
人立约的书，以耶稣基督诞生为界，耶稣基督诞生前是旧约，耶稣基督诞生后就开始了新约。
（4）圣经与新生命的关系--圣经奇妙的能力与功用：
▲对于未信的人来说，圣经是生命的种子。圣灵通过圣经，使未信主的人认识自己是罪人；通过圣经
指出得生命的路；通过圣经产生信心，因接受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愿意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而与神
和好、得救、得生命。“……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生”（提后 3：15；约 3：16）。弟兄姊妹，不管神通过什么途径引导你得救，可能你家里有人生
病，需要医治；可能你要找工作；或者你家里有什么问题；或是遇到什么问题；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但是到最后你都是因圣经的话，如：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对不对。希望弟兄姊妹当你在作得救见证时，不要忘记你是怎么得到一句话，可能你得到的是：“耶
稣是你的主！”可能是：“耶稣的血赦免你一切的罪”；“接受耶稣作救主，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无论
如何，这些话的内容从哪里来？从圣经来，所以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种子。
▲对已经信耶稣的人来说，圣经是喂养我们生命的粮。喂养我们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生命渐渐
长大。【提后 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
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灵通过圣经：
▲▲教训我们：圣经教导我们关于神的旨意，神的救法及一切的教义。使我们在知识上，越来越认识
神和耶稣基督。
▲▲督责我们：圣灵通过圣经的话，使我们常受责备和光照，
“耶和华的话全备，能苏醒人心。”
（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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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我们归正：当我们被督责以后，圣灵又是通过圣经，使我们走在正路上。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督
责），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归正）。”
（诗 119：71）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督责），只要说
造就人的好话（归正）。”（弗 4：29）
▲▲教导人学义：
“教导”是训练和指导的意思。圣经给我们指出什么是神的义，一个神的儿女是通过
不断受训练和指导，因信耶稣基督，不断信靠顺服神，走在义路上而得到成义的果子。我多年以来误
解和不明白“教导人学义”的意思，认为就是教导人要按圣经的标准做好。如：我说谎了，我就告诉
自己圣经上不是说，“不可说谎，说谎是出于撒但”吗，你不能说谎。但下次又说了，但因为圣经教
导“不可说谎”所以我尽量不露出来。这是“不说谎吗？”不是！这个不是学义！乃是掩盖。“教导
人学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训练和指导我们，怎样因信耶稣基督，也就是与主联合越来越实际，越
来越密切，靠着耶稣基督大胆承认：“主，我就是说谎之人。主，求祢拯救我脱离说谎”的这条路，
不是靠自己，乃是靠耶稣基督为我完成的救恩。 “主我不能，我就是这样的人，仰望祢在我身上的
拯救。”这就是义路。
在圣经中还有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圣经和新生命的关系：是新生命的洁净剂；是新生命的良药；
又是供应新生命生活和工作力量的源头；是我们胜过新生命三大仇敌的武器等等。圣经又如：利剑能
刺透人心；又像火、锤子、能打碎，熔化人刚硬的心；也像镜子，能照出人的面貌等。
2、请说明读经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圣经中的行道是指什么？（彼前 2：2；帖前 2：13；申 11：18；
结 3：10；诗 1：2；119：11，97；西 3：16；雅 1：19-25；罗 10：17；太 13：1-9；耶 4：3-4；赛
28：24；约壹 2：20，27）
（1）读经的态度比读经的方法更重要。（彼前 2：2）
首先要知道我们信耶稣得的是新生命。这本圣经与我们关系是什么？我对它的态度是什么？
▲ 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虽然圣经是一本书，但不是一般的书，乃是生命的粮食。正如同我们必
须天天吃饭，我们需要天天读经。比如，摆在你面前是一碗饭，和摆在你面前是一本书、一张图画一
样吗？不一样。饭可以藉着吃使我吃饱；我肚子饿得不得了，你给我一张很美丽的图画没有用，我不
能将那画吃进去。
▲我们应以信心和接受的态度来读经，少用头脑，多用心灵：既然圣经是生命的粮食，不需要一天到
晚分析，这里到底有多少蛋白质、脂肪、水份。最主要的是，我现在肚子饿，我需要吃。我们的神是
个灵，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祂面前，要用完全接受的态度来读祂的话语。现在圣经注释的书很多，
看参考书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比看参考书更重要的是用心灵诚实向主祷告：
“主，将这句经文赐给我。”
虽然看不懂，也用接受的态度读进去。
▲要昼夜思想：不是囫囵吞枣、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
▲要有行道的心志：主耶稣常教导说，听了我（主）的话就遵行的人有福了。
（2）圣经中的行道是指什么？（帖前 2：13；申 11：18；结 3：10；诗 1：2；119：11，97；西 3：
16；雅 1：19-25；罗 10：17；太 13：1-9；耶 4：3-4；赛 28：24；约壹 2：20，27）。
▲什么是行道？顾名思义，行道就是将圣经中的道行出来。
▲如何行道，也就是行道的步骤：长期以来我错误认为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行。事实上，行不出来；
圣经说不要行的事，我就表面不行，把它掩盖，这根本不是圣经中所讲行道的意思。到底如何行道呢？
圣经中的行道是有一定的步骤：
▲▲预备心田：要行道以前，先要接受主道进入心内；接受主道以前先要预备心田。
【雅 1：21】讲到：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
”我们在预备接
受主的话（道）以前，先要预备心田：
“主，我渴慕接受祢的话，主，求祢预备我的心。求祢打倒我，
救我脱离自己。主啊，我把自己交给祢！”一天 24 小时，随时都可以求，
“主啊，求祢光照我，主！
求祢救我脱离一切盈余的邪恶和污秽。
”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此祷告，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耕耘我们的
心田，光照许多我们忘记或者未曾知道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被光照到哪里，我们就诚心诚意求
主“宝血洁净，救我脱离这些污秽和邪恶”到哪里（不要靠自己克制努力，而是求主除去）。真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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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耕地时，用心捡石头，除杂草。在读经以前，听道以前、看属灵书籍以前，或与人交通以前等我
们都可以如此预备心田，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祷告。祷告越多，里面的心田就预备得越好，就越
蒙福。心田的准备，是行道的根本关键，也是我们生命成长根本关键。
▲▲ 听道：
道的来源是指灵修，听道，属灵书籍，与人交通等中的圣经真道。
“听道”，是指听了道，通过悟性进到头脑。
▲▲信道：我们藉着祷告不断准备心田，圣灵也就将头脑里面所听到的道，栽种到我们心里面去。就如
【雅 1：21】说“……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当主的一句话进到心灵里去，就是领受了
所栽种的道。藉着我们不断与主亲近，栽种的道在我们心里发芽，成长，结果。
▲▲ “恩膏的教训”
：圣灵将经过栽种、发芽、成长、结果了的“神的道”，随时，就事感动我们，感
动出来“神的道”就是恩膏的教训。恩膏教训是带着顺服的能力、敬畏的能力、接受的能力。
对于“恩膏的教训”，許多弟兄姊妹都可以作见证：许多时候，当我没有办法应付某件事情时，我
就祷告，忽然神给我一句话，这件事情就很轻松过去了。比如：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祷告：
“主啊，
救我……” 有时候忽然一句话“你要饶恕他”
。当圣灵在里面告诉你要饶恕他的时候，这就是“恩膏
的教训”，带有敬畏的能力、顺服的能力、接受的能力，你自然而然地行出来去饶恕，这就叫“行道”。
平常如果有人给你说：
“弟兄啊、姐妹啊，你就饶恕他吧！
”也许你还会想：
“哼，你自己又没有经历，
怎么知道我的痛苦。”不肯饶恕对方。
▲▲ “行道”
：神的道经过“听道”→“听到头脑里去”
；
“信道”，
“圣灵藉着不断的预备心田”→ “心
田领受圣灵所栽种的道” → “神的道不断在心中运行，发芽，长大，结果” →圣灵随时、就事感
动这结果的神的道——“恩膏的教训” → “行道”——自然而然就行出来。弟兄姊妹，所以“行道”
是行“恩膏的教训”，并不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比方：你看见一碗饭，是不是看见这碗饭很
好很好，看在头脑里，就有力气走路了吗？不是！根本不可能，这碗饭必须吃到胃里，消化了，就成
为能力，才能走路。同样“行道”，道必须经过听道→信道→“结果的”道→行道（恩膏的教训）。
3、本课程中“三合一”读经法是指什么？
本课程我们介绍了“三合一读经法”
，每天固定时间灵修，尽可能每天拣一节圣经背记在心中；每
天拣空的时间，快读、熟读；如果可能，一个星期有一次查经。这样既能兼顾生命又能顾到对圣经有
全面、轮廓性的了解，并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请注意，这里不是讲三种读经方法，乃是讲三种
不同读经方式，合成一种读经方法。
4、什么是灵修？灵修的重要性？你是怎么灵修的？（歌 1：4；诗 5：3；25：14；105：4；143：8；
119：146-148；出 16：13-35；赛 50：4-5）
（1）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与主逐日逐日更紧密联合的途径。灵修就是指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预定（预
先定好）、预空（预先空出）一段时间，安静下来，面对面朝见神，在灵里与主交通。灵修可交叉
有诗歌、有经文、有祷告。
【歌 1：4】，
“……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
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诗 25：14】：“耶和华与敬畏祂的人亲密，祂
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诗 105：4】：“要寻求耶和华与祂的能力，时常寻求祂的面。
”
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灵修的方式，以供参考：每天早晨一醒过来，不要想任何別的事情，不让我们
的思想被其他人、事、物占有，先与主亲近：如：
“主，我爱你。主我谢谢祢，祢带领我一夜平安。
主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主啊，我渴慕与祢同行”；也可以唱一首诗歌，新生命网站上有很多诗歌、
经文短歌、教会短歌、天路诗歌等，可供挑选。一边唱诗，一边向主表达渴慕主之心，如：“主啊，
我现在渴慕安静，主啊，我渴慕要见祢，渴慕朝见祢的面。主啊，我要得到祢的能力，哦，主耶稣，
我谢谢祢。”如果没有熟悉的诗歌，可以在前一天晚上睡觉以前学习一首副歌，第二天早上起来：
“主
我谢谢祢，一天开始了。”然后就唱这个副歌，一边唱歌，一边穿衣服，衣服穿好了，你也已经与主
很亲密了。坐下来（有人跪着，或站着都可）接着读圣经。灵修读经不提倡要读的多，建议读一节，
或一段圣经，以一节经文反复背诵，并将这段圣经结合在祷告中（请参考我们网站首页“本周背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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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比方说，读这节圣经：
“耶和华与敬畏祂的人亲密。” 可以这样祷告：
“主啊，我谢谢祢，谢谢
祢，祢与敬畏祢的人亲密，我渴慕要敬畏，我要敬畏，我一定要敬畏，但我不会敬畏祢，求祢带领我，
使我敬畏祢。谢谢主，我将一天完全交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慕安得烈说，“一节圣
经读十次，比读十节圣经还重要。”弟兄姐妹，一定要灵修，不管这个与主的约会有几分钟，哪怕一
天只有五分钟、七分钟。每天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与主约会，读一点圣经，自己与主交通（进入内室）
。
习惯了以后，如果哪天不与主相交，自己还不习惯呢！附带提醒一下，为着预备这个与主约会，就把
一些事情在前一天晚上把它做好，第二天早上小孩子要穿的衣服先预备好，吃的东西先准备好，孩子
的回家作业在前一天晚上都要督促他们完成……，这样第二天早上你就不要愁了，能专心“灵修”。
在听《课程主题式大纲》的六十二课 mp3，特别强调了灵修的重要性。请注意灵修与一般的读经
不要混为一谈，一混就会把灵修搞得一塌糊涂，就相当于你进入内室，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已经完
全失去内室的意义了。
5、请解释“新生命原则”和“人为见解”是背道而驰的。（太 7：13-14）
赞美主，本乎恩，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法，我们是因着信，藉着求告主名——祷告，得到新
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新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凡事让基督在我身上居首位，掌王权，顺
靠圣灵而行。”
“人为见解”就是我虽然信了耶稣，但凡事还是靠我自己理智分析，靠我自己的能力行事。
一位弟兄见证说，有一次我要画一幅圣经上的图，就一直在想，
“唉呀，是画大的还是画小的；是
画在上面还是画在下面；应该这样画，还是应该那样画？ ……”但是他说我错了，我应该先祷告：
“主啊，祢指示我该怎么画，请你吩咐。”前者就是人为见解，后者就是新生命的原则。关键问题是，
我们得救以后，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新生命的原则”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
是靠神，要用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而“人为见解”就是靠人，人的能力。如果碰到事情，就呼求“主
啊”，这是“新生命的原则”
；而“人为的见解” 是找大家讨论讨论，想想应该怎么做。
“人为的见解”
跟“新生命的原则”是背道而弛的。
6、请简述为什么需要祷告？请解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有哪几方面的内容？（路 18：1；帖前 5：
17；弗 1：19-23，3：14-17，6：18；腓 4：6；耶 29：11-14；太 6：6；来 4：10-16；11：6；罗
10：12；赛 11：6-10；30：18；50：2；林前 1：30；西 2：9-11；4：12；诗 46：10）
神是个灵，祷告就是我们以心灵和诚实与神交通。感谢主，得救重生了，神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
柄，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向祂祷告。
（1）为什么需要祷告？
▲神吩咐我们要祷告，祷告是我们与神的沟通，使我们与祂有生命的联络。
▲祷告是神赏赐寻求祂的人，报答和厚待一切求告祂的人的途径：常有人问我：
“祷告有用吗？结果
是怎么样呢？”我回答：“虽然祷告具体结果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
只要你是诚心诚意祷告，神一定是厚待一切求告祂的人（罗 10：12）；赏赐那寻求祂的人（来 11：6）。
祷告的结果，肯定是赏赐，肯定是报答，肯定是厚待。这是可以保证的。”
▲祷告是支取新生命成长之需要的途径，是支取基督丰盛的途径：神要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赐给我
们，怎么可能呢？感谢主，神把祂儿子送下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成为人的一部分，完
成了救法，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祂里面，我们藉着祷告，因信与祂联合，以至支取
基督的丰盛。
▲▲支取基督的性情：基督是圣洁的，我们自然也要圣洁。我们祷告：
“主，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人，但
我赞美祢，祢是圣洁，祢必在我身上作成圣洁的性情。
” 完全不靠自己，不是靠自己圣洁，是支取基
督的圣洁，脱去败坏，成为圣洁的人。基督是公义、是救赎、智慧。
▲▲支取基督的能力，基督的平安，基督的一切：可以祷告：
“主，我需要能力，祢给我能力；我需要
智慧，祢给我智慧；我需要平安，祢给我平安。”祂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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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何等感恩，我们可以藉着祷告去支取，向祂要，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基督的一切就是我
们的一切。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过的那么苦兮兮，像浪子回家中的大儿子：“父亲啊，我服侍你这
么多年，连一个羊羔都没有吃！”父亲怎么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弟
兄姊妹，求主开我们的耳朵，我们可以享受和支取“基督一切的丰盛！
！！”哈利路亚！今天你的难处
是什么？孩子不听话，悖逆，你不知道怎样教养孩子吗？不知道田地有什么问题，……让我们支取：
“主谢谢祢，祢是我的牧者，祢必引导我，我必不至缺乏!”哈利路亚！
（2）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有哪几方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从主祷文来看，有：赞美、敬拜神；祈求、代求；认罪三部分。因着时间关系，今天不
能讲了，请听[课程主题式学习大纲]第 66 课“祷告的内容”的 mp3 和看该课的大纲。
7、拦阻神垂听我们祷告的因素有哪些？神对我们祷告的回答有哪三方面？（赛 55：8-9，59：1-2；
太 5：22-24；雅 1：6-7，4：2；彼前 3：7；罗 8：32；林前 2：9）
（1）拦阻神垂听我们祷告的因素有哪些？神什么时候不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若注重罪孽，如果圣灵光照了你有什么罪，你还不肯认罪，神不会听你的祷告；
▲如果不肯饶恕人，神也不会听；
▲如果我们骄傲，有不信的恶心，神也不听；
▲夫妻之间不和睦，不要以为是小事，因为神也不听；
▲如果是带着错误的动机祈求，神也不听。
（2）神对我们祷告的回答有哪三方面？
除了拦阻神不听我们祷告的因素外，神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有人说，有时神对我们的祷告也不
听啊！其实神不是不听，乃是我们希望神能按照我自己所设定的答案为我成全。神是按着祂的绝对主
权、祂的智慧、慈爱、大能大力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来成全我们的祷告；来厚待、赏赐、报答我们一
切的祷告。神的意念非同我们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参赛 55：8-9）；祂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参耶 29：11）。
“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
前 2：9)神既然不爱惜祂自己的儿子，将祂白白地赐给我们，祂总是将最好的东西，赐给凡求告祂的
人(参罗 8：32)。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实在太愚妄、无知和有限，而谦卑地将祷告结果的主权交给神。
一般神对我们的祷告，回答有三种方式：
▲好的：照我们的祷告当时应允；
▲不合适：没有照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甚至是照着相反的答案为我们成全；
▲好的，但还需等待(迟延)一些时候才应允。
请想亚伯拉罕生以撒，离开神的应许有多少年，25 年！弟兄姐妹，我们不明白也不要限定神的时间，
和神的工作方法。有一首诗歌：祂作事有定时，按祂时候成就美好事。
附带提醒一下，当神没有照我们祷告成就时，可以检查一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拦阻祷告垂听的
因素。如果没有，我们就放心交在神手中。
8、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是如何理解并经历的？（诗 139：
23-24；太 5：24；可 11：25-26）
。
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过去我只注重“免我们的债”：
“主啊，我有什么罪，求祢赦免我，光照我。”感谢主，圣灵开启我的心窍，使我看见不仅求主免我
的债，我也应该免了别人的债。别人得罪我，我有没有饶恕别人呢？我们常常为什么心里得不到释放，
就是因为没有免了别人的债。主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
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可 11：25）；“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
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太 5：23-24）这两节经文中，都提
到，“若想起”这 3 个字。那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自然想起有人对不起我们，或埋怨
我们”，我们就当饶恕对方，与对方和好。
“若想起”，这是圣灵按照我们的生命程度，对我们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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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切切不要硬去挖“有什么事”。我们不饶恕别人，等于我拉着人家的领子；人家对我有怀怨，等
于人家拉着我的领子。请想象一下，当我祷告的时候，还拉着人家的领子，或者人家拉着我的领子。
神是和平的神，神怎么看待这样的祷告，神会听吗？主耶稣要求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主免了我的债，
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一样。
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祢,赐给我们祷告的权利，让我们到祢面前与祢联合更密切。主啊，谢谢祢赐
下这本宝贝的圣经给我们，让我们得到教训、督责、归正，使我们走在义路上面，谢谢主。主，祢不
但为我们预备了救法，也预备了圣经、预备了祷告，还预备了其他更多的事情，让我们新生命不断成
长，使我们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感谢赞美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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