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滄文

「初心」是近期討論的話題，一件事要做得好、做得長，都是源於「初
心」。

葡萄園的「初心」是甚麼呢？ 1977年，時任堂主任曾煒存牧師，希望
埔宣製作一本屬於自己的刋物，聯繫會友、讓大家有個分享信仰的平台。
當年沒有打字、電腦和排版軟件、一群園丁（即編輯、抄寫員等）逐篇抄
寫，再由編輯剪剪貼貼、拼成一個藍本，再拿到深水埗的印刷店（當年大
埔沒有此類店舖）速印及釘裝。

以前資訉不發達，信徒不易得到屬靈書刋及文章。因此「葡萄園」每
篇文章都是弟兄姊妹的寳貴心聲、每本都是園丁努力耕耘的成果。今天有
質素的網絡屬靈文章俯拾皆是，也許比我們的文章更有份量。但是我們相
信「葡萄園」的價值在於，「她」是埔宣的自家刊物、是讓大家藉著文字
以生命影響生命，互相造就的平台。

曾牧師寫得一手好字，特別為刋物題字。今期封面我們採用他的題字，
一方面是懷念創刊牧者，更重要是提醒大家那顆「初心」。

今期在印刷及排版方面有所改變，是希望增加大家閲讀的興趣。另外
我們響應環保，減少用紙，鼓勵大家上網閲讀。因此只印製50本供長者及
不擅上網的弟兄姊妹回家閲讀。

所以，請大家用心閲讀、也不要吝於分享意見，讓「她」發揮作用。
更歡迎年輕人投稿和加入園丁行列。

世界在轉、初心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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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三讀嚐主恩 黃幗眉牧師

讀聖經，難嗎？不知道你如何回答，對我而言，讀聖經是一生之事，
沒有「完成了，讀夠了」的一天，只有努力向前，不斷進深。在信主幾十
年的學習中，有幾種讀聖經的方式，在此與大家分享一下︰

速讀聖經
意思是以快讀的方式閱讀經文，搬字過眼，但求「不求甚解」，可能

在讀完一章後，感到甚麼都不記得，但仍要堅持，一旦到你讀到第5,6章，
甚至要讀到第10章，你會稍為領略到大意。

以讀利未記第1-10章為例子︰一般在讀完第一章就不想讀了，因為太
多不明白的地方，「燔祭」、「剝皮」、「切塊」、「亞倫」……每個字
都認得，但拼在一起則不懂內容，因為這些都是我們日常不會遇到的事，
一時間很難理解。若你堅持「不求甚解」，讀到第5章，你大概會有以下
印象︰這都是不同的祭祀儀式，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都是由亞
倫和他的子孫負責的。就知道這些就夠了，利未記全書共27章，到後面還
有一些我們沒有聽過的度量衡名稱，你也不用細究，27章讀完了，你對利
未記的大概印象是一些律例，遇到甚麼事就怎樣做等等的條文。

這是速讀，搬字過「眼」，不過這種讀法的要點，除了快讀不探究理
解原因，還有一點是一次過要讀多一點，如5-10章，因為沒有經過思考理
解，很快就會忘記了，若不多讀一點，就不能總結出一個大概印象來。速
讀經文有甚麼好處呢？好處就是很快找到全卷書的重心，為日後研經時
「打底」，因為66卷聖經的真理是互通的，讀新約時往往要參考舊約的講
解，耶穌自己在世證道時，就常常引用舊約經文，所以當你在新約讀到一
些舊約引句時，你那「模糊的印象」就浮現了，不會像是從頭讀過一樣，
在理解經文是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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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聖經
不過單是速讀是不夠的，信徒成長必須花時間研讀聖經。顧名思議，

「研」是研究的意思，與速讀的不同，要讀得細與慢。

聖經是由66卷書組成的，最早完成的一卷書(五經)，到最後完成的一
卷書(啟示錄)，相距二千2000年有多，其間經歷古希伯來﹑埃及﹑亞蘭﹑
猶大國﹑亞述﹑巴比倫﹑希臘﹑羅馬等歷史文化，而作品體裁亦有歷史﹑
法典﹑口傳﹑詩歌﹑書信等不同的形式，大部份與21世紀的生活相差甚遠。
若沒有做過研究，是很難更深入地明白經文原來的意思。當然，耶穌說的
話也沒有難明的，但要說出前因後果，與及解釋神的計劃，則必須以研究
的精神來讀經才可以。

研究聖經是每個信徒都可以的，當然第一步是由學習開始，上培訓課
程、在崇拜中專心聆道。不錯的講經聚會(如生命之道)等，都可以學習研
究的基本方法。接著，是善用書本，對解經有幫助的書籍(稱為工具書)，
如聖經字典，地圖，或是一些導論性的書籍等。

在速讀中我們掌握了：利未記第1-5章提到的五種祭禮，而其中第一
個祭禮稱為燔祭，「燔」原意是「火」，所以後面幾章稱為「火祭」，獻
祭過程，要把祭牲全部都放在火上面燒，為甚麼？甚麼意思？可用的祭牲
有多少種類？獻這祭禮讓獻祭者和神之間有何結連？誰人可以主持這祭禮？
為何？在其他舊約經文有提及燔祭嗎？這燔祭與主耶穌有甚麼關係？…….
倘若你能回答上述問題，你必然是經過一番研究，包括閱讀相關書籍，或
向有研究的人(如傳道人，神學生)請教等。

可能你會問︰我有必要學習「研讀聖經」嗎？有！聖言是我們信仰的
根基，無論你是從傳道人學習，從培訓課程中學習，或是其他方式，總要
把神的道學習明白，才能「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弗4:14)

禱讀聖經
亦有稱為「讀禱」，顧名思義，這

是以心靈的方式讀聖經，又像是在禱
告，但思想圍繞的都是神的話，而不
是一串串的祈求清單。禱讀重點在於
心靈與神的話相遇，故不計較讀了多
少，或研究經文的背景資料。



寫到這裏，也分不開是「禱告」還是「讀經」了，這個操練需要一起學
習，去年6月週三晚禱有開辦3週的讀禱操練，倘若你亦想嘗試一下，不妨
以「主禱文」為你的開始讀禱經文。也盼望祈禱事工部有機會再開設相關
聚會，藉經文的禱告操練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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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讀」是一門歷史悠久的祈禱藝術，過去曾廣為基督徒所採用。這種
祈禱是以一種緩慢的、默觀的方式來誦讀聖經，使聖經(神的話)成為人與神
連合的媒介。這種近乎靈修式的讀經方式，早在修道院時代已有這種操練，
人因對世俗厭煩，退隱山野，專注操練靈性，以默想神的話，讓心靈貼近創
造主。根據一些靈修學者的教導，操練的步驟如下︰

首先挑選想要讀的聖經章節。…..挑選甚麼章句都沒有關係，但是必須避免在
心理上先預設要讀多少句子。

找個舒適的地方，讓自己靜下來。有些基督徒會先專注於呼吸一陣子；有些人
則反覆誦念自己喜歡的祈禱短句或字，好使自己的內心平靜下來。……

其次，開始緩慢、柔和地讀聖言。細細體味誦讀的每一部份，不斷聆聽字句中
「輕微細弱的聲音」，就是一種「今天特別為你」的召喚聲。……
接著，吸收這些字或句子，記住它們。緩慢地在內心覆誦，讓這些字句與你內
心世界的掛念、記憶與思想互動。…..讓這些內在的沈思與反芻引你進入與主
的對談中。

然後，跟上帝說話。……告訴上帝你在默想時的自我覺察。全神投入體會自己
是一個祭司，體會上主用這些字句作為祝福，你默想這些字句時，上主藉此喚
起你的思想與記憶，進而轉化它們。

最後，就只安歇在上帝的懷抱中。等到祂召喚你回到默想聖言，或是與祂對話
的時刻，就再照著去作。要學會順勢而為，當字句有神益時就留用，當不再需
要時就放掉它。你要高興，知道上主與你同在。祂既在聖言中，也在寧靜中；
既在在靈性活動時，也在內在接收時。

在聖言誦禱時，有些時候會多次回到章句中，為了品味上主所給我們的章句的
經文脈絡，或是為了找尋默想用的新字句。也有些時候，整個聖言誦禱只需一
個字或句子就足夠。做完聖言誦禱不需急於評估祈禱品質的高下，好像是要
「完成」或是尋求甚麼目標似的：聖言誦禱就只是為了藉由誦禱聖言而停留在
上主的臨在中。

(節錄自«聖言誦禱»Lectio Divina)原著：Fr. Luke Dysinger,O.S.B.翻譯:姚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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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聖經 馬成德先生

某天我們吃飯時，兒子頌朗看見一碟蝦時，急不及待地取了一隻，直
放入口中，我也來不及阻止！

我 ：喂！唔可以成隻放入口吖，唔係咁食～快些吐出來啦！
頌朗：（一副不明白的樣子）點解唔可以食？
我 ：食蝦要先脫去蝦殼，然後取出蝦肉吃。
頌朗：（還是一副不明白的樣子）
我 ：可以咁樣脫去蝦頭，跟住用手在蝦尾唧出蝦肉出來，看！整隻蝦就

出來了！
頌朗：嘩！（很高興的樣子）
我 ：呢隻俾你食啦。
頌朗：唔～唔～唔～（整隻蝦放入口中，一啖一啖地咀嚼，一副很享受的

模樣）
我 ：（看見他這樣子，我也感到很愉快～）

頌朗想吃蝦和享受吃蝦的經歷，讓我思想信徒應該怎樣讀聖經。

一位牙醫朋友曾這樣說，人其實可以不用咀嚼也可以消化食物，當時
他這樣說，大概是因為他感到工作失去了意義。雖然我也不大確定這是否
正確，但這個分享又讓我想到，那麼上帝造人為甚麼會有咀嚼食物這過程？
如果只是為了更好地消化食物，那為甚麼這過程又會使人感到不同的味道？

相信大家同意，咀嚼確實是可以讓人享受食物。聖經作為神的話，曾
經被形容為可吃下的食物，當中以西結書及啟示錄都提及先知吃下書卷的
經歷，口中覺得「(其)甜如蜜」(結三：3 、啟十：10)。這樣的描述其實頗
有意思，特別在香港這個生活節奏急速的都市，講求效率及功能的生活形
態，吃東西最好不要花太多時間，又有充足的營養，這樣的形態其實也展
現在我們讀聖經中，或許我們都曾經歷過，讀完聖經好像沒有讀過，靈修
完又好像沒有靈修的經歷，我們好像完成了，但不太享受。

香港的生活有時實在不能讓我們有更多空間給上帝，忙碌和疲倦影響
專注力，都是很實際的影響。這些障礙的確存在，但我認為，我們經歷正
面的讀經經驗更重要，這是指我們能否體驗一種「享受」與主親近的讀經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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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數十年間，讀聖經的方式提倡讀者透過觀察經文的客觀意思，從而
作出解釋和應用，這種方式的確有助讀者閱讀。但這亦將聖經視為被研究
的對象，側重於理性層面的認識，而這閱讀過程缺乏讓讀者與上帝，同時
作為主體的相遇，於心性及感性層面與上帝對話。

所以我提倡的閱讀方式認為，需關注理性、感性及心性層面，在這個
閱讀的過程中需重視聖靈的引導，起初在外的聖經，透過細心的觀察、解
釋去掌握如何進食神的話。接著是我們個人慢慢咀嚼，「嗒」出經文的味
道，享受這個咀嚼的過程，將原本是外在的話成為內在的話，成為自己生
命的東西。這個過程如能「嗒」出味道，就很自然會由內向上帝發出真誠
的禱告，及作出立志或行動，有時這些過程也不一定如此清楚，也可能反
覆出現。

其實在中古的時代，細味上帝話的
讀經方式已經存在，或許是現今的生活
型態，使這樣的讀經方式，又再被重視
。不過，能夠「嗒」出幾多味道，確實
又與個人咀嚼的能力有關，不過或多或
少，我們也可在其中「享受」。由自己
親身「嗒」出的味道，獨特深刻，沒有
人能替代。盼望我們越來越「想」和
「享受」吃聖經這過程。

讀聖經，難嗎？ 鄧玉宜執事

難，但又不難！

首先從「易」開始。初信之時，從未接觸過聖經，但看約翰福音三
章16節，一讀就明白了。

羅馬書一章19~20節更清楚地帶我們去到大自然，使我能用眼睛來明
白聖經；信主後，有時會被自己仍會犯罪一事，常有很重的罪疚感，甚
至覺得神的拯救似乎失效了。但約翰壹書一章19節，又使我明白到：我
們若到神面前認罪，神是信實、公義，祂「必」要赦免我們，並「洗淨」
我們的罪。這是何等大的應許和安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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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還有很多類似的經歷，當讀聖經時，神就藉著經文，給自己很
多的提醒、安慰和教導。我相信聖靈就是在我旁邊，助我明白。

聽過一些甚至不懂寫字的信徒，都不能攔阻他們聽或讀聖經，只要
肯下工夫，他們亦能明白神的話語。但話說回來，聖經真是很難讀的，
若對以色列人的歷史不了解，舊約實在是很難明白的，如民數記、申命
記，先知書（特別是小先知書），都會使人覺得不知怎樣讀下去。又如
新約的馬太福音第1章，有關於耶穌的家譜，或者保羅書信中有關教義
的部分，都會因較難掌握而卻步，但這些能成為不讀聖經的藉口嗎？ 在
信徒成長的路上，讀聖經是令我們的生命有進步、成熟，也能更明白神
在我們生命中的心意和計劃。

今天資訊何其多，祇要有基本的教育水平，都可以透過釋經書、講
道集、主日學課程或外間的課程去理解書卷的背景、作者寫作的手法等，
從而加深對各書卷的認識。這些外來的幫助，的確解決了。

可是，有了這些外力，讀經還
是很難的。因為沒有時間，也覺得
沒有需要……而最重要的就是「心」。
若不願透過讀經令自己成長這個最
大的難題，真是沒有什麼方法解決
呢！

「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
對一些不願成長的信徒而言，「聖
經不難讀，祇怕無心人」，盼望我
們都好好為自己祈禱，也藉著弟兄
姐妹彼此守望。

在這末世的時代，加強我們讀
經的操練，以神的話語作為我們持
守信仰的兵器，可攻可守；以神的
話語，引導我們去走這條生命之道。

聖經難讀嗎？對有心的人來説，是絕對不困難的；但對無心的人而
言，就難！難！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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