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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新生命成长因素（5） 
认识圣经；读经态度；读经方法；如何行道 

 
一、认识圣经： 

1、圣经的绝对权威：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耶和华真神，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在祂没有转动的影儿。 

    圣经是神的话，是基督教唯一的经典；是基督徒信仰唯一的根据；是信徒生活最高以及最后的权威和

凖则。除了圣经以外，我们基督徒决不能以任何人的著作作为我们信仰权威。任何异端邪说，都是从攻击

圣经的绝对权威开始。所以无论是异端，如：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会，圣灵学校，东方闪

电派的经书；或是其它宗教的著作，如：佛经，回教经书以及其它任何宗教经书等，或任何人的理论，无

论是哲学、科学、政治、教育等等，决不能作为我们信仰的依据。主耶稣说：“不与我相和的，就是敌我

的。”（太十二 30）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的，拒绝任何违背圣经真理原则的著作、教导、话语、

启示来作为我们信仰的权威和依据。那是敌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 

2、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是绝对无错误的（指圣经原稿）。 

3、圣经的中心主题是：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圣经是一本神爱世人；神为

世人预备一条到祂面前的道路（或说方法）；以及神永远计划的系统、完整的启示和记录。基督是圣经的

中心、历史的中心、也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旧约，是预言、预表、预备人类的救主和救法；四福音，是救

主来到世上完成救法；神救赎世人，承受救恩的对象是个人，但是救恩的目的，是要把蒙恩的人联结成一

个整体，那就是教会。也就是说，神不是单单救赎我们一个个“个人”，神乃是要救赎一个团体人——教

会(参林前十二 12，13；弗二 19-22，四 11–12；彼前二 5)，如同许配给基督的童贞女。个人新生命的成

长，是教会建造的基础。从使徒行传开始，圣灵推行救法，藉着不断与基督同死、同活，个人，教会成长；

到启示录，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降临，迎娶教会为新妇，教会与基督一同掌权直到永远。 

4、圣经永远不过时、永远长存：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主的话却不能废去。”（路二十一 33） “耶

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一一九 89）“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箴三十 5） 

5、圣经的： 

（1）作者（执笔者）：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是神。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作者，其实是指执笔者，约有四十位左

右。其中有渔夫、牧羊的人、医生、税吏、哲学家、政治家、先知、祭司、宰相和君王等不同社会背景、

文化背景的人。他们都是虔诚爱神、敬畏神的人。 

（2）写作地点：有在旷野、荒岛、山中、城里、河边、皇宫、监狱等不同地方。 

（3）写作年代：全本圣经写作时间，是从公元前 1500年左右，到公元后 90年左右。 

（4）文字：旧约是希伯来文（极少数是亚兰文）；新约是希腊文。 

（5）分卷：全本圣经共有 66卷。各卷既独立成书；却又是 66卷合成一本圣经。 

（6）约书：圣经是一本伟大的神与卑微的人立约的书。以耶稣基督诞生为界分为新、旧约两部份。耶稣基

督诞生以前是旧约全书；诞生以后是新约全书。 

 

二、圣经奇妙的能力与功用（提后三 15-17）：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满有生命力的。圣经是

通过为耶稣作见证，使人因信，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得生命，而彰显奇妙的功用与能力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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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

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而得到新生命（与基督联合的生命）。 

2、圣经是生命的粮，使已信主的人，生命渐渐长大，得丰盛的生命。圣灵通过圣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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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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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十

九 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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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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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归正）。”（诗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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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四 29） 

（4）教导人学义：圣经给我们指出如何得到神的义，一个神的儿女是通过不断信靠顺服神，而得到成义的果子。 

    在圣经中还有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圣经的功用。如：圣经是新生命的洁净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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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圣经如同利剑能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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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命的种子，能使人得

生命；是新生命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比金子宝贵，比蜜甘甜；神的话如同雨雪从天而降，能滋润

我们的心田。不管从哪方面来讲，总之，圣经能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圣经的话，使我们与主基督联合得生命；也只有通过圣经的话，使我们与主基督联合得越来越密

切，信心越来越增强，以至于新生命不断成长。 

 

三、读经态度 

    读经态度：读经的态度比读经的方法更重要。加增知识读经和为了生命成长读经，虽然方法不同，但

读经的态度是一样的。 

1、爱慕圣经，天天读经：“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

救。”(彼前二 2) 

（1）我们必须知道，信耶稣是得到了新生命，新生命是必须要靠吃、喝才能成长。 

（2）像才生的婴孩，谦卑受教，专一靠主：  

（3）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不是死板的教条教规。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乃是相信远超过所有宗教的

“生命之道”，而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 

2、用信心、接受的态度来读经：圣经是黑字写在白纸上。因此容易使人误解圣经是纯知识的，以至于单纯

用头脑去分析和理解。事实上，圣经是神的道，应该是运行在信主之人的心中（帖前二 13），所以我们应

该是用相信和接受的态度来读经。正如我们吃饭，虽然是用眼睛看，但是是用嘴巴吃，不是用眼睛吃。不

是吃在头脑里，而是吃在胃中。 

（1）存着敬畏的心；倚靠圣灵；多用心灵；少用头脑： 

    当我们读经时，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倚靠圣灵，常与神交通，多用心灵来读，将圣经的话接受到心

灵里、收藏在心灵里。用头脑，是产生知识的效果，知识往往叫人自高自大；心灵接受，却能产生生命力

和爱慕的心。 

（2）不要将圣经单看成是过去神对人所说的话。让我们实际经历，在我们读经的当刻，神就在我们的身边，

要亲自向你说话。 

（3）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会安静下来 

3、昼夜思想神的话，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它会生长： 

    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往往像履行什么义务似的，每天将圣经读过就算了。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

要读，而且要收藏在心中（申十一 18；结三 10；诗一一九 11；西三 16；诗一 2；诗一一九 97） 

   慕安得烈说：“神的话如同种子，种子必须埋在泥土里，才会生长。同样，神的话也要藏在我们的心

里，终日居住在我们里面。种子在未曾发芽之前，需要在泥土中安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不但读神的话，

还要默想和思考，这样它才能产生功用。为什么我们常常读了神的话真正渴望得福，但实际所得的却那么

少？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没有让种子有生长的时间，我们没有把它收藏和默想，而且又不相信它

本身会生长。但愿我们专心用信心接受主的话，好叫我们的心充满神的话。” 

4、立定遵行主道的心志：读经时我们应该有“不是单单听道，而且还要行道”的心志。 

 

四、读经方法： 

    圣经既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必须天天读经。如何读经呢？有了正确的读

经态度，还要有一定读经的方法。:“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祂

的人亲密。”只要我们存一颗敬畏的心，神必定会引导我们有适当的读经方法。每个人，都可以随圣灵引

导，而有一套自己读经方法。但是往往许多基督徒，因没有固定的读经法，以至于生命不能健康成长。什



3 
 

么是合适的读经法呢？只要是能兼顾生命、知识、及全面的读经法就好。我们读经应该达到的目的：是使

我们得生命，新生命健康成长，得丰盛的生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学习真道，明白圣经；系统地，

全面地了解圣经。我很喜欢采用陈终道牧师提供的“三合一”读经法，仅供弟兄姐妹参考。 

    “三合一”读经法，不是讲“三拣一”读经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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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固定时间灵修读经；每天拣空的时间，快读、熟读圣经；如果可能，一个星期有

一次查经。 

1、灵修读经：目的是进入内室与主亲密相交，寻求主的面与祂的能力，使新生命成长。 

2、快读、熟读圣经：为的是对圣经有轮廓性的了解：并不是像灵修读经那样需要定时、定点，而是只要有

时间就可以读。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方便都可以读，每一天有空的时候，抽一点时间读经。从新约马太

福音读起，挨着秩序读。如果每天读四章，读完新约一遍以后；再读旧约，这样一年可以读一遍。快读圣

经的目的，是要对圣经有“整体性的概念”，所以并不是要求对圣经章节的具体理解。读的时候，一定有

许多难处，没有关系，不需要停顿在那里，拿支笔，作个记号，继续念下去。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继续

不断的念下去。一遍又一遍地读，先快读，以后就熟读了；先是熟悉每卷书主要是讲什么，以后熟悉每卷

书各章大约讲什么，再以后还可以比较各卷书等等。 

3、查经：为的是要“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二 15)如果我们要对圣经知识性及属灵性的全面研究；

如果我们要明白神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旨意和计划；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正意，那我们一定要好

好查考圣经。初信的弟兄姐妹最好开始时有人带领查经或参加查经班（一般教会都有查经班），建议可从

基督生平的路加福音查起，以后查约翰福音。 

 

五、什么是行道？如何将道行出来？ 

1、什么是行道？就是将圣经所讲神的道行出来。 

2、如何行道呢？ 

（1）“道”肯定是应该行出来：问题是如何行出来呢？正如我们一定要到某地去，要去，是肯定的。如果

靠走去而又走不到，怎么办呢？还是有其它方法吗？  

（2）如何行道呢？ 

A、我们行道的源头和动力：前面已经说过，靠我们自己根本行不出神的道来，也即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

要能行出道的源头和动力，一定是要从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靠圣灵的大能大力中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清楚

了行道的源头是新生命；行道的动力是圣灵。只有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新生命之中，让

基督掌权；活在圣灵引导之中，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为了要行道，也就

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祷告是何等重要。祷告，祷告，基督是我的生命，与基督

联合更紧密；祷告，祷告，圣灵才能更多、更好地运行。 

B、行道的内容和步骤：圣经中讲行道的意思，并不是我看了圣经怎么讲，我就马上行出来。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就是靠自己的生命，凭自己的能力去行。在（雅一 19-25；罗十 17；太十三 1-9）将听道、信道和行

道的关系讲得很清楚： 

  我们听了道(包括读经、听道、看属灵的书藉、彼此劝勉等)进入我们的头脑； 

  我们借着信心，将道从头脑接进入心中（信道）；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运行，道在我们心中发

芽成长、结实，圣灵将结实的道感动出来（恩膏的教训）；我们就自然而然能顺圣灵、靠圣灵而行（行道）

出来。这就是行道的过程和意思。我们稍加详细讨论： 

a、预备心田: 

  我们每个人的人心，是如同不同的田地。在【太十三 1-9】撒种的比喻中，主耶稣讲到四种不同心田。

我们的心田，常常因为充满了神以外的东西，以至于当我们读经时，神的道无法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应当

凖备心田，使它成为好土，能接受神的道。         

    如何预备心田呢？正如同神的救法是“神救”一样：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人人都是因信（求告主

名）靠主得救、重生。照样，要预备心田也是唯一只有靠祈求：求神在我心中开垦耙地，“在我们心中脱

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求神“不断柔软我们的心，给我们温柔的心，以至于能领受所听的道。” 

（雅一：21；耶四 3-4；赛二十八 24）弟兄姐妹，千万不能走自救的路，不要想你能靠自己除去一切污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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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盈余邪恶来预备好的心田，切切不要活在律法之下。非常简单，祈求也只有祈求，也只要祈求。以后

就是，顺圣灵在心中的感动和外面的和谐而行，神会一步一步引导你。为预备你的心田这样的祷告，不是

一次、两次、乃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这样祷告，越多这样祷告，你的心田越是好土地。神的道越容易栽种在

你心里。 

b、听道(包括读经、看属灵的书藉、人的劝勉等) 

  同样在听一篇道，但因着各人不同生命的程度，所听到头脑里的“道”是不同的。当我们听到或读到

“道”(圣经上的话，或肢体的劝勉)对我们的要求：“你必须……。”“你应该要……。”“你不

要……。”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做不到。是的，我们是做不到，但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去作，神要我们求、

祈求，所以面对神对我们的任何要求（包括读到或听到的“道”），不是想怎么做，而是应该祷告：求主

拯救我脱离靠自己的努力来行事；求主拯救我达到“道”对我的要求。 

    讲到“道”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得救所得到的是新生命。既是生命，生命不同时期，神对我们的要求

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如果同样是一段神的话，在不同生命阶段，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不同的；同样是一段

神的话，神对不同的人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每个人只要在自己生命的程度（不要仿效别人）里，即顺着圣

灵的引导而行。例如：不可拜偶像。当我初信时，我的领受（即那时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也即神的要求）

是泥塑木雕看得见有形的偶像；随着新生命的成长，我有了新的领受（即这时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也

即神的要求）：在我心目中有任何代替了神的地位的人、事、物，就是我心中偶像；到一定生命程度时，

又领受到“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上十五 23） 

c、祷告：我们要相信，神会借着圣灵，使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活泼、有力（即恩膏的教训是活泼、有力的）。

当我们听了道，千万不是想靠自己如何去行，而是应该走求告主名的路。我们对神说:“主啊，我不能，我

没有可能达到你话的要求，但感谢神，我不能，你能，求神拯救我脱离自己去达到‘道’要求。主，你自

己去达到。”多祷告，圣灵多运行，圣灵越运行，心田越被耕耘和洁净，就越有信心能领受所栽种的道。 

d、领受（信道）所栽种的道：头脑所听了的道，如同种子，经过常常祷告，预备了心田，圣灵将头脑的道，

栽种到我们的心田（信道）中。多祷告，圣灵越运行，道在我们心中，越容易成长、结实。也就是种子在

心中经过埋藏，发芽、慢慢到结实。为着使我们的心田更多被开垦耙地，成为好土，使“道”能发芽、长

大、结实。神许可万事如同“北风”、“南风”临到我们，吹入我们的园内，使果子成长发出香味。 

e、恩膏的教训：多祷告，圣灵越运行，我们就越容易顺服圣灵的引导。虽然祷告后的当刻，甚至于过一段

时候，我们还没有在这件事上行出神的道来，我们千万不要挣扎。我们继续祷告，祷告以后就凭着信心，

相信祈求就必得着。到了时候必能达到神的要求。圣灵将经过栽种、发芽、长大已成果实的“神的道”随时、

就事感动我们；被圣灵感动出来已成果实的“道”，这就是圣灵写在心版上的“律”，也就是恩膏的教训。

恩膏的教训是满有谨守、敬畏和顺服的能力；是满有信心和生命力。 

f、行道：我们就自然而然顺服而行出来。这就是（雅一 25）所讲的“实在行出来”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说：使我们实在行出来的道，或者说，能产生和增加我们信心的是恩膏的教训。

换句话说，行道，不是行我们即刻所听的道（一般不是现听、现行；少数也有），乃是行：圣灵将所听的

道，收藏在心中，反复思想，到了一定的时候，感动出来。这就是恩膏教训。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一定行出

来了。有时，在听道时，当刻就产生恩膏的教训。那当时就能行出来。 

    我们应该分别清楚：“道”有字句（我们以种子来表示）和精意（我们以已成的果实来表示）之分。

字句的“道”无法行出来。而精意的道，是活泼有力的，是能使人实在行出来的。我们不是行字句的

“道”，乃是圣灵将听了字句的“道”收藏在心中，慢慢发芽、长大、结实成为精意的“道”，就能使人

实在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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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网站 www.echousa.org  
一、本网站中心内容：是《新生命课程 26讲》一书（【栏目 6】）。该书尽可能全面、系统地介绍主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全备救恩，主耶稣为我们所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帮助我

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走上、走对这条新生命的道路。                                                              

 

二、本网站中心目的：“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詩六十七:2）。通过不同

栏目形式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新生命课程 26讲》内容（【栏目 6】），让我们一起走对新生命成长

的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 8：4）；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

人（参弗：22，24）；渐渐被模成儿子的形象（参罗 8：28-29）；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

我们行的（弗 2：10）；使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暇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

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腓 2：15，16）；随时预备，“专心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腓 3：20） 

 

三、网站栏目：                         

1 首页 7本课程附图及mp3 13诗歌 

2 网站地图 8详、简讲解本课程系列版本及mp3 14青少年论坛 

3 本月更新与动态 9《门徒训练根基》课程 15问题解答 

4 网站简介 10新生命通讯 16新生命学习心得及见证集 

5 初信要道 11每日灵修祷文操练 17索取 

6 新生命课程 26 讲及 mp3 12读经心得 18与我们联系 

 

四、建议如何学习本网站内容：                                                             

1、先浏览和学习【栏目 5】——初信要道。                                                   

2、以后学习【栏目 8】——详、简讲解本课程系列版本及mp3：                                  

  【栏目 8】,是本网站的中心，每课程基本上都有文字讲解，以及mp3.：                         

（1）建议先反复学习，《拉撒路死而复活示意图》文字讲解及mp3 ——解释新生命课程袖珍版本。  

（2）以后反复学习《弗 2：1-10》讲座文字讲解及mp3——解释新生命课程简单版本。得到要领以后，

就可以浏览本网站其它内容。反复学习达到能讲出所学习内容的中心目的。                        

（3）请浏览【栏目 16】新生命学习心得及见证集。                                          （

4）通过【栏目 8】的学习，熟悉新生命成道路以后，可以学习《新生命课程 26讲》整本书【栏目 6】3

、【栏目 11】每日灵修祷文操练，灵修时可以参考使用。                                      4

、诗歌（除了其他项外）全部有诗词、谱以及mp3. 

五、欢迎讨论和分享：在对【弗 2：1-10】讲座反复学习（至少学两次和两次以上）以后，有心走这条

道路，必有问题需要讨论和分享，请通过网站【栏目 18】——与我们联系，我们可以约定在 skype上

交通、讨论的时间。 

    如果不仅自己要走对这条道路，且有负担要分享这条道路，我们可以通过 Skype培训。 

 

http://www.echousa.org/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CsQFjAA&url=http%3A%2F%2Fcnbible.com%2Fpsalms%2F67-2.htm&ei=jOpnU8OTKMrcoASBmYKYCQ&usg=AFQjCNGPOCPlwP0-3OazeHG5CaFvvqt9TA&sig2=5bH3ezeh5CHF48CgBJ2J5Q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illustration
http://www.echousa.org/List.aspx?cid=PSLMSU&dvsc=seqno&dvsd=n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sitemap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IntroSeries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yus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news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DiscipleTraining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questionsummary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intro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nl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testimonysummary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nbs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scriptw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requestform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newlife26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xindesummary
http://www.echousa.org/ContactUs.aspx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IntroSeries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testimonysummary
http://www.echousa.org/default.aspx?id=scri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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