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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教师及作家爱主音·罗杰斯 (Pastor Adrian 

Rogers)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了耶稣基督

的爱，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传讲深奥的圣经真

理，甚至“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明白，而同时在

对50岁的人讲”，以此影响了无数的生命。      

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始于1987年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的广播事工，至今仍然

是他全面教学的唯一资源。 我们希望通过书

籍、录像和录音、数字内容及其它媒体资源，

将他简单明了的、永恒的属灵智慧与大家分

享，希望不仅以耶稣的希望来帮助非基督徒，

并同时加强和鼓励日常基督徒的信心。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 《如何使你的圣经活起来》(#2146) ，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how-to-make-your-bible-come-alive-2146

lwf.org /products/the-bible-the-book-of-the-ages-series

值得分享的真理

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中留给我们的
最后指示，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设计了值得分享的真理汇编以用于你
个人的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给你

的任务：“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神可以用你，以你所有的，于你所在
之处。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https://www.lwf.org/products/how-to-make-your-bible-come-alive-2146
https://www.lwf.org/products/the-bible-the-book-of-the-age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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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你的圣
经活起来

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曾经说过这些话：“这些由神合在一
起，无人可分开，圣经上的灰尘和心里的干旱。”

你若不了解、不爱、不明白、不实践、不服从神的话
语，我可以不口吃、不结巴、不道歉地告诉你，你不是个
得胜的基督徒。

在你读这本册子的过程中，我希望你学会如何学习
圣经——如何让它在你手中迸出火花。 知识就是力量。 
这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无论是商业、体育、还是神
学。 现在让我们来看，如何从神的话语中得知识。

如今人们需要真理。 有个肯尼亚人曾写了这段祷
告：“主啊，从那不敢面对新真理的胆怯，从那满足于一
半真理的懒惰，从那自以为拥有了全部真理的傲慢；主
啊，解救我。 阿门。”

我希望你不会胆怯而害怕真理，不会懒惰而接受一
半的真理，不会傲慢而认为你不需要真理。 是知识、是
真理改变我们。

一家企业的牌子上写着：“我们不是想象中的我们；
我们所想的——是我们。” 你明白吗？ 你所想的是你。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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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
样。”

若真是如此，如果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便需要神话
语的知识来获得属灵的力量。 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语来
塑造、激励、管理我们。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圣经仍是
一本关闭的、神秘的书。 他们实在不明白。

没有便宜、懒惰、魔幻的办法来明白圣经。 但并非
不可能。 事实上，是喜悦和欢心的。

诗篇119是圣经中最长的一首诗。 诗篇的作者给了
我们很多有关神话语的陈述。 其实整个诗篇，远过100
节经文，都是有关神话语的——来帮助我们了解并明白
神的话语。

在你读这本册子时，我要你注意三件事。 你若做这
三件事，圣经会在你心里、脑海里、和生命中迸出火花： 
欣赏神话语的美德，吸收神话语的活力，应用神话语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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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神话语的美德

你若不欣赏神话语的美德，便不会渴望去学习或明白
他的话语。 许多人不领会神话语的伟大价值和美德。 你
必须欣赏神的话语。

圣经是本永恒的书

诗篇119:89说：“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
远。”

圣经不是本月刊，甚至不是年度畅销书。 圣经是时
代的书。 它是一本不变的、永恒的书。

诗篇119:152写道：“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
你永远立定的。”

永远！ 神说它立定了。 安定在天。 “你话的总纲是
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 （诗篇119:160）

其它的书来而又去。 圣经是停留的。 自圣经写成已
有几千年了。 帝国兴衰。 文明社会变了又变。 科学推回
了知识的前沿。 然而圣经仍然站立。

有帝王颁令灭绝圣经，有无神论者谴责圣经。 不可
知论者嘲笑圣经，自由主义者惊天动地地要把神迹从
圣经中抹去。 唯物主义者干脆无视圣经。 但是圣经立定
了。 圣经安定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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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教 会 的 前 任 牧 师，罗 伯 特 G .· 李 博 士（D r. 
Robert G. Lee） 对圣经这样说：

 它所有的敌人都未在其圣装上扯破一个洞，也
未从它美丽的花园里盗走一朵花，也未从它丰
富的蜂巢中稀释一滴蜜，也未在它千弦的竖琴
上断一根弦，也未让异教徒的墨水淹没一个甜
美的字。

李博士只是在说神对自己所说的：“耶和华啊，
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诗篇119:89）在新约
中，彼得前书1:25说：“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圣经是永恒的。 圣经是最终的。 圣经是坚不可摧
的。

圣经是本真理的书

诗篇119:142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
实。” 这同一首诗的第151节补充道：“耶和华啊，你与我
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 然后，在第160节：“你
话的总纲是真实...”

在约翰福音中，彼拉多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18:38） 耶稣在约翰福音17:17中已回答了

这个问题，他对父说：“你的道就是真理。” 在一个失去
了对真理欣赏的世界里，你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圣经是
真理。

如今，有各种各样对圣经真理的攻击。 有自由主义
者否认圣经真理的正面攻击。 但还有从背后的攻击，也
许更阴险。 这不是那些否认圣经真理的人。 这是些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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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经历置于神的道之上的人。 他们说：“嗯，我知道我的
感受，或我所认为的。” 有时，他们甚至会和你争论说： 

“我不在乎圣经怎么说。 让我告诉你我所经历的。”
保罗不得不对付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 他在哥林

多前书14:37-38中对他们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显然，哥林多教会有些人投入到了显灵恩的神迹
中，热衷于方言、预言、异象、及狂喜。 保罗想要规范他
们，但他们说：“让我告诉你，保罗弟兄，我是多么有灵
性的人。 让我告诉你，保罗弟兄，我有预言的恩赐。”

保罗说：“你若认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那么
你该承认，我所讲的是神的道。” 他接着在第38节说：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有那些反对和否认圣经真理的正面攻击。 有那些

想以个人经历取代神之道的背后攻击。 还有侧面的攻
击。 这些人不一定否认圣经。 但他们想用心理学、哲学、
或其它东西来取代或支撑它——似乎圣经本身不够好。 
但是朋友，圣经是真实的，你若在寻求真理，你可在圣
经中找到。

为什么？ 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的。” 默示一词在圣经中只用到过一次，但它是多么宏
伟的一个词啊。 这词的希腊语是theopneustis。 字面意
思是“神所呼吸的”。 Theo  的意思是神。 Pneustis  的意
思是呼吸。 圣经说，经文都是神的呼吸。 是神所呼出的。

在马太福音4:4，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在讲圣经。 他说，每一个字都出自神的口。 神
不只呼进圣经。 神也呼出圣经。 不错，他使用了诸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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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亚、耶利米、马太、马可、和保罗等人。 但这些人手持
神的笔。 他们是神讲话的声音。

因此，圣经是真实的，因为真理的神不会讲错话。 
你若读旧约，你会发现诸如“主的话”、或“神的话”、或  

“神说”、或“主说” 的短语被用到过3808次。 圣经若不
是神的话，它便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套谎言。 圣经
是真理，绝对的。

圣经是本珍贵的书

因为圣经是永恒的、真理的书，它便是一本珍贵的书。 
在诗篇119:72，诗者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
千万的金银。”

与你也是吗？ 神知道，与我绝对是。 你若要我在一
大堆的金、银、宝石、钻石、股票、和债券，与神的话语之
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 我会选择神的话语。

诗篇119:103宣称：“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第127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
于金子，更胜于精金。”

圣经应是一本珍贵的书。 圣徒和信心的英雄们，当
趟过死亡冰冷的河流时，把头枕在了神的话语上。 为耶
稣基督见证而牺牲的烈士们，当匍匐的火焰围绕他们
的双脚时，把圣经抱在怀里。

早期教会的成员喜爱神的话语。 他们从不质疑，极
少争辩。 他们传它的道、宣扬它、发表它、如白色熔岩般
地倾注它。 他们爱它、活出了它、实践了它、信靠了它、
服从了它。 他们不断地声言它。

你知道圣经为何珍贵吗？ 你早就知道了。 “耶稣爱
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 这就是。 “耶稣爱我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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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因为圣经告诉我。” 你若不爱这本书，就永远不会有
得胜的基督徒生涯。

圣经如同宝藏。 假设你的后院埋有宝藏。 你会去五
金店买一把铁锹，你若没有的话。

圣经是神的宝书，是永恒的书，是真理的书。 因此，
你必须欣赏神话语的美德。 你若不欣赏神话语的美德，
就不会渴望去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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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神话语的活力

你不仅必须欣赏神话语的美德，而且必须吸收神话语
的活力。 活力一词的意思是“活着”。 圣经是本活的书。

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活泼一词来自希腊语的zao，意思是“活着的”。 我们动
物学一词由它而来。 功效一词来自希腊语的energes，
意思是“有效的”。 我们能量一词由它而来。 圣经是活
的。 是有效的。

耶稣在约翰福音6:63对一群非信徒及他的门徒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圣经有着生

命的脉动。
例如，你不只是读一本食谱。 你照着它的指示准备

一餐，然后吃。 你若不吸收，无论有多欣赏，对你又有何
益处呢？

祷告神的话语

你如何吸收神的话语？ 第一，祷告神的话语。 “耶和华
啊，你是应当称颂的！ 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诗篇
119:12） 你是曾这样祷告过？ “主啊，请你做我的老师。” 
祷告神的话语，求神教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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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睛会开。 请读诗篇119:18：“求你开我的眼
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神会开你的眼睛。 你也许有20/20的视力，但神得
要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出他话语中的奇妙。

耶稣复活后，在去以马斯的路上与两个门徒同行。 
圣经说，他开始和他们谈论旧约、律法、和先知。 然后，
路加福音24:45记载道：“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
们能明白圣经。” 你难道不希望神如此为你做吗？

当你祷告神的话语时，不仅你的眼睛会开，你的心
也会被打动。 诗篇119:36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
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

你若不想读神的话语，就祷告：“噢神啊，求你使我
的心趋向你。 感动我的心，开我的眼睛，打动我的心。”

然后，当你的眼开了，心动了，你的头脑会受启迪。 
你若看这首诗的第73节，它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
我。 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多少次在准备讲稿时，我放下笔来低头说：“噢，我
的神啊，帮助我明白这一点。 神啊，请赐我悟性。”

当我们祷告时，我们的眼开了，我们的心动了，我们
的头脑受了启迪而明白神的话语。

思想神的话语

诗篇119:15前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 第147节说：    
“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也就是说，

诗者一清早起来，信靠神的话语。 换句话说，他有灵修。 
现在看第148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
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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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神的话语是需要时间的。 你若得早起一小时，
就做。 你若得晚睡一小时，就做。 要尽一切可能，让你可
以思想神的话语。

我能建议在你思想神的话语时，随带笔和笔记本
吗？ 我总是拿着笔读圣经。 为什么？ 因为我期待得到什
么。 你若没有这样做的话，这告诉我你没有期待得到什
么。

你若期待得到什么，就应该准备好写下来。 你说：  
“嗯，我会记住的。” 我希望你会。 但最弱的墨水也比最

强的记忆要好。 当你打开圣经时，拿支笔和笔记本是如
此简单的事。 你祷告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准
备好让神对你说话。

当你读圣经时，用你圣洁的常识。 不要一下子跳到
一章或一本书中间的某个地方——毫无计划、韵律、或
道理。 圣经和其它的书一样，包含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形
态。

诗是诗。 预言是预言。 训词是训词。 应许是应许。 
箴言是箴言。 例如，你若要把箴言变成应许，你会失去
信仰。 箴言不是应许。 而是箴言。

什么是箴言？ 箴言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普遍应用了
会带来普遍的结果。 例如，在箴言书中，有保持健康、富
裕、和智慧的方法。 但你可以做所有这些，仍被卡车撞。 
你不再健康了。 而且你肯定不富裕了——全用掉了。 你
若有智慧的话，会两边都看。 箴言是好的，但不要试图
把箴言变成应许。

读圣经，并思考你所读的。 问自己：“这是训词吗？ 
这是预言吗？ 这是诗吗？ 这是叙述吗？ 这是箴言吗？ 这
是应许吗？” 神给了你头脑。 但神不把知识击给你。 你
有基督的心。 用它。 在你研读圣经时，应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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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会问：“那么，圣经应从字面还是比喻来解
释？” 你想知道答案吗？ 答案是：“是的。” 圣经要同时从
比喻和字面来解释。

例如，圣经有很多的象征。 在启示录中，魔鬼被象
征为一条巨龙。 他有一条如此长的尾巴，能扫下天上三
分之一的星。

如今，科学技术能让我们展望数十亿光年外的太
空。 现在你跟我说是否有一条龙，尾巴长到能扫下天上
数十亿光年外的星。 这是条相当大的龙。 这段经文是在
讲魔鬼。 那些星是坠落的堕落天使。 这是象征。

让我给你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当你开车在高
速公路上，看到了黄色的拱门，你知道你在接近一家麦
当劳。 当你看到这些黄色拱门时，你会不会说：“哦，这
只是标志。 没什么麦当劳餐厅，也不存在汉堡包？” 当然
不会。 拱门是现实的标志。 你找到标志所代表的，然后
实际地去应用。

当你进到神的话语中： 祷告，思想，然后求神教导
你。 这里有六个学习神话语时可提的问题：

1. 有应许可领受吗？
2. 有教训可吸取吗？
3. 有祝福可享受吗？
4. 有命令要服从吗？
5. 有罪可避免吗？
6. 有新的想法可带走吗？

这些是准备主日学或学习圣经时一些很好的起始
问题。 你可以用任何一段经文来问这些问题，你有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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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我向你保证。 在你学习神的话语时，就问这六个简
单的问题，神会给你他要你学的功课。

保存神的话语

在你祷告、思想神的话语之后，便要保存神的话语。 诗
篇119:11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同一首诗的第16节补充道：“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
我不忘记你的话。”

这意味着你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 你知道吗，你能
记住的比你以为能记的多得多？ 事实上，我们靠记忆运
作。 记忆由注意力、动力、和使用而来。 你的头脑是个
奇异，在你保存神话语的过程中，你所能记的远远超过
你以为能记的。

我妻子喜欢收集漂亮的小盒子。 有时人们会从国
外带盒子给她。 有些可能是精雕细刻的或镶着珠宝。 你
看见一个，说：“多奇秒的小盒子啊。” 然后，你打开看里
面。 你知道，那漂亮的小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是橡皮
筋、回形针、牙签、或一颗陈久的薄荷糖之类的东西。 你
的头脑就像那个盒子。 神给了你一个奇秒的头脑，你把
所有这些垃圾放在里面。

你的头脑也可比作花园。 你有没有注意到，长杂草
要比长花和蔬菜容易得多？ 当亚当堕落时，他的头脑变
成了杂草园。 为要让你的头脑保存神的话语，你得要栽
培你的头脑。 你得要在花园里除草。 让你的头脑充满神
的话语，因此，从里面会流出对神的颂赞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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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神的话语

诗篇119:1-5说：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 
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 耶和华啊，
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 
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光背诵神的应许而不遵守他的诫命是不够的。 
你想学习神更多的话语吗？ 那么，服从你已经明白
的部分。 这是如此的简单。 圣经说：“凡有的，还要加
给他，叫他有余...”（马太福音13:12前）

你服从的越多，你学到的也越多。 你可能会自言：  
“但圣经有很多地方我不明白。” 你知道马克·吐温说

了什么吗？ “不是我不明白的那部分圣经给了我这么多
的麻烦。 而是我明白的那部分。” 遵守神的道！

圣经中可能有些奥秘和你不明白的，如启示录中野
兽左脚的第三个脚趾。 但是我要告诉你能明白的一个： 

“彼此相爱。” 当圣经给了你清楚明了的诫命时，你能
明白。 你若开始遵守你已经明白的，神的话语会于你变
得真实。

传扬神的话语

诗篇119:13讲到：“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现在，看第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
的奇事。” 然后，在第46节：“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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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 最后，看第172节：“愿我的舌
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

让神的话语不断地在你口中，藏在你心里，体现在
你生活中，播撒在世界。 你越多地给出神的话语，就会
越多地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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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神话语的价值

你必须欣赏神话语的美德。 你必须吸收神话语的活力。 
然后，你可以应用神话语的价值。 当你这样做时，这些
知识会改变你的生命。

胜利的源泉

诗篇119:45说：“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
词。” 正如耶稣在旷野用了神的话语来战胜撒旦，你也
可以战胜。 神的话语能成为你胜利的源泉。

成长的源泉

我们在诗篇119:32中读到：“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
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有人可能会来找我说：“哦，牧师，我身体太虚弱了。 
我几乎下不了床。 我实在不想去上班。 我太虚弱了。”

然后，我可能会说：“嗯，怎么了？”
“去看医生了吗？” “没有，”他说。
“你生病了吗？” “我不觉得。”
“那么，你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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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嗯，如果不下雨的话，有时星期天我去这家
餐馆，在那里吃顿饭。 我就吃这点。”

“你是说，你就吃这点？ 就星期天去这家餐馆，如
果不下雨的话在那里吃顿饭？ 你就吃这点？”

“是啊，我太虚弱了。”
怎么说，他当然弱。 朋友，星期天的讲道只是为了

激起你的食欲。 你若不学会如何用神的话语喂养自己，
是不会成长的。 圣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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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得救。”     

（彼得前书2:2） 神的话语是你成长的源泉。

喜乐的源泉

诗篇119:54说：“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
歌。” 这首诗的第111节写道：“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
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在约翰福音15:11，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
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神的话语是喜乐的源泉。

力量的源泉

神的话语是你得胜生命的力量源泉。 “神的道是活泼
的，是有功效的。”（希伯来书4:12）

诗篇119:28写道：“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
的话使我坚立！” 圣经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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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的源泉

诗篇119:105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
光。”当我们学习并思想神的话语时，我们就可以知道
该走的路。 也许会有黑暗，但我们若信靠他，他的话语
会给我们指路。

你要得胜吗？ 你要成长吗？ 你要喜乐吗？ 你要力量
吗？ 你要引导吗？

朋友，神的话语会给你所有这些。 你可以应用。 但
是，只有吸收了才能应用。 只有欣赏了才能吸收。

我向你保证，你若做这些，神的话语会改变你的生
命。



结束的恳请

朋友，你把生命交给主了吗？ 你是否确信，如果你现在
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 若是没有，请让我以神的话语
为权威告诉你，怎样可以得救。

承认你的罪

首先，你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你是罪人。 圣经说：“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因为世人都犯
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罪是对神的冒
犯，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和神的爱
与怜悯之永恒的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
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放弃自我努力

其次，你必须放弃任何努力来救自己。 我们若能救自
己，耶稣的死便没有必要！ 即使“信仰宗教”也无法让
你进天堂。 圣经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
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神的）怜悯。”（提多书3:5
） 得救是藉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
夸。”（以弗所书2:8-9）



承认基督的付出

第三，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意味着他替你
死。 你的罪债已由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约翰一
书1:7后）的血付清了。

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

第 四，你 必 须 唯 独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救 你 。 “ 当 信 主 
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救恩是神所赐的礼
物！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
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
4:12）

真诚地从心里做这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知道你爱我，想
要救我。 我知道我无法救自己。 耶稣，我相信你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付清我的罪而死。 我
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 我现悔改我的罪，凭着
信心，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救
我，主耶稣。 以你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请以手册背面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 然后找一所附近敬基督、相信圣
经的教会。 找到教会的牧师，告诉他神为你所做的。 他
会与你同欢喜，我们也一样！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将人们指向圣经
然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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