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為什麼要讀聖經
(2)

(讀聖經的終極目的是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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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一本書的角度來看這
個主題

超自然地閱讀聖經 
(Reading The Bible 
Supernaturally)

在聖經中看到 , 品嚐並且
享受上帝的榮耀 (Seeing 
and Savoring the 
Glory of God in 
Scripture)

作者 : John Piper
 https://www.desiringgod.org/books/reading-the-bible-supernatu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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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siringgod.org/books/reading-the-bible-supernaturally


讀經目的重點歸納：
1. 看到 , 品嚐並且享受神的榮耀
2. 改變生命
3. 使萬民來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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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聖經是為了看到 ,品嚐並且
享受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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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神的榮耀 ? 看到神的榮耀 ? 歸榮耀
給神 ?
當我們感受到神的與眾不同 / 至高無上的榮

美，卓越，與價值 (ex: 神的能力，慈愛，
公義，智慧，憐憫，包容，寬恕 ...) ，並藉
著感謝，讚美，來承認，來見証祂時，就是
看到神的榮耀 , 並歸榮耀給神。

彼得前書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
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
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 



一 :讀聖經是為了看到 ,品嚐並且
享受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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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要看到神的榮耀
神所作的一切事情，都在彰顯衪的榮耀，

使衪的榮耀得著稱讚。這包括神的創造，
預定我們得救，成聖，到最後基督的再來
。

以賽亞書 42:8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
；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也不將我
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  



一 :讀聖經是為了看到 ,品嚐並且
享受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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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不僅要看到 , 更要享受 , 以至於
渴慕神的榮耀
客觀的看到 ( 知道 ) 神的榮耀，是無法帶來改變生命的力

量的。
神要衪的榮耀得著稱讚的同時 , 衪要人看了得滿足。
當我們能够享受神的榮耀時 , 我們就從神得滿足 . 神也從

我們身上得榮耀 . 
這世界充滿了神的榮耀 . 當我們能够享受神的榮耀時 , 

我們就可以常常喜樂，凡事謝恩。

詩篇 34:8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
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路加福音 2: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
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有古卷作喜悅歸與人〕



神的榮耀對我們的影響
當人們看到神的榮耀時 , 就不會質疑造物主上帝的存

在了
當人們從聖經中看到神的榮耀時 , 就不會質疑聖經的

真實性了
當人們從耶穌身上 , 看到神的榮耀時 , 就不會質疑耶穌

是上帝的獨生子
當人們從福音中 , 看到神的榮耀時 , 就不會質疑福音的

可靠性了

神，是我們一切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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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聖經是為了看到 ,品嚐並且
享受神的榮耀



我們如何看見 , 享受 , 以至
於渴慕神的榮耀
藉著讀聖經 , 我們可以看
見 , 享受 , 以至於渴慕神
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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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聖經是為了看到 ,品嚐並且
享受神的榮耀

約翰福音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
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
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讀經目的重點歸納：
1. 看到 , 品嚐並且享受神的榮耀

2. 改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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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讀聖經是為了改變我們
的生命

改什麼 ? 
為什麼我們的生命需要改變？神希望

我們的生命改變成什麼樣子？
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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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什麼 ?

羅馬書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
的榮耀。 

馬太福音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父。 

 從”虧缺神的榮耀”的生命，改變成”榮
耀神”的生命
什麼樣的生命是榮耀神的生命 ?

什麼樣的好行為 , 叫他人看見 , 會將榮耀歸給
我們在天上的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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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什麼 ?

什麼樣的好行為 , 叫他人看見 , 
會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
父 ?

馬太福音 5:13-16

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
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
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
了。 
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
上、是不能隱藏的。
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
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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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生命是榮耀神的生命

馬太福音 5:11-12

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
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
們就有福了。 
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
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
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
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
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
了。 
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
上、是不能隱藏的。
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
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當我們為義受逼迫，而還能
歡喜快樂。這是世上的鹽，
世上的光，是可以叫人歸榮
耀給神的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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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生命是榮耀神的生命

彼得前書 3:15
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
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
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我們做了什麼事，會使別人問我們，什麼是我
們心中盼望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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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生命是榮耀神的生命

彼得前書 3:14-17

14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的威
嚇或作所怕的〕 
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
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
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16 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
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
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17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
強如因行惡受苦。 

我們若能以”因行善而受苦”為福，世
人就會好奇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而將
榮耀歸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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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讀聖經是為了改變我們
的生命

ü 改什麼 ? 

q怎麼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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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讀聖經是為了使 /吸引萬
民來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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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5:25 ...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
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神從創世以前所定下的旨意，就是藉著衪的道
( 聖經 ) 為衪的兒子預備聖潔，沒有瑕疵的新
婦
(教會 )



我們的生命，如何能夠改變

哥林多後書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
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
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　神、已經
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　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4: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
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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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命，如何能夠改變

哥林多後書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　神
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
照著他們；基督本是　神的像。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　
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
　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
上。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
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
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
的靈變成的。 

4: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
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
出於我們。

    讀聖經看到 , 享受神的榮
耀生命的根本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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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目的重點歸納：
1. 看到 , 品嚐並且享受神的榮耀
2. 改變生命

3. 使 /吸引 萬民來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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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讀聖經是為了使 /吸引萬
民來敬拜神 

創世記 12: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
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從以色列人被揀選開始，神的心意就是要萬國
萬民得福 ( 看見，享受，並渴慕神的榮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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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讀聖經是為了使 /吸引萬
民來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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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5: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
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
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　神
 
羔羊 ( 耶穌 ) 的被殺，彰顯出了神的榮耀，所
以
祂的血可以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吸引人
來、叫他們歸於　神。 



三 :我們讀聖經是為了使 /吸引萬
民來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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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
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藉著我們這些被揀選的神的子民，用我
們的口，也用我們被改變的生命，來宣
揚，來見証那召我們的神的榮耀。



三 :我們讀聖經是為了使 /吸引萬
民來敬拜神 

24

啟示錄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
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
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神所定的旨意，也必然成就



結語

上帝創造我們的目的不僅是通過閱讀
聖經 , 看到並且享受了他的榮耀，而
更是要我們通過看到和享受而轉變，
從而使我們可見，可聽， 可觸摸的
生命彰顯了上帝的價值和美麗。
聖經中散發著神的榮耀。一種神聖，

超自然的光，會照進我們的心，使我
們心中的眼睛，看見聖經為耶穌所作
的見証。
每當我們讀聖經，若看到聖經裏真正

的內容 (see what is really there) , 我
們就會看到神在耶穌裏，要向我們彰
顯的榮耀。  
這種真實的看見 ,喚醒我們心中，因

享受神榮耀而產生的對神的渴望。進
而“ (腓立比書 3:8) 將萬事當作有
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 而做出世人無法理解
的”善” 行，而吸引萬國萬民來認
識祂，來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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