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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 
 

我是，故我活――简朴生活的信仰基础 

江丕盛（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系主任） 

 

对大多数人来说，简朴有如瘦身减肥，要不停地计算这件食品有多少热量，那杯饮

料有若干卡路里。哪些食品是垃圾？哪些是健康？瘦身减肥往往令人极为颓丧，没

有什么实质的成果。几个月来终于努力成功减掉的几公斤，转眼间却失而复得，一

切的欣喜只是短暂，一切的计划只是口号。瘦身减肥，就是把人对食物的需求降到

最低，每一个食欲似乎都是原罪，每咬一口都应该带着罪恶感。严格来说，瘦身减

肥就是要把一切食物当成敌人，因为都是诱惑人的，都千方百计地要进入人的口，

都在体内化成不受欢迎的热量和令人厌恶的脂肪。瘦身减肥几乎与厌食同义，成功

的瘦身减肥例子，大都可以成为厌食症的典型案例。 

 

对大多数人来说，简朴就是不停地计算这个消费要付出多少，那个购买要花费若干。

哪些消费是必需的，哪些是浪费。简朴往往令人极为颓丧，没有什么实质的成果。

几个月来终于努力成功，省下一笔可观的消费额，一不小心却在一项不可避免的开

支中完全丧失，一切的欣喜只是短暂，一切的计划只是口号。简朴，就是在生活水

平划出一道线，把人对物质的需求降到最低，每一个欲望似乎都是原罪，每一项消

费都应该带着罪恶感。严格来说，简朴就是要把一切消费品当做敌人，因为都是诱



惑人的，都千方百计地要进入人的心，与人联合，令人物化，使人不得不长期依赖

它，不断地消费，产生不受欢迎的垃圾和令人厌恶的污染。简朴几乎与厌物同义，

成功的简朴例子，大都可以成为厌物症的典型案例。 

 

于是，有如瘦身减肥那样，简朴不再是生活，而是战争，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林前九 27）简朴不再是生活，而是噩梦，老是问，「这是必需的吗？真的需要它

吗？我是否已经超逾了今天的限额？」 

 

美国《读者文摘》2008 年 10 月，刊登了一篇题为〈我家的不采购实验〉的短文，

叙述作者如何带领全家在一个月内除了水果牛奶等必需的食品外，完全不购买其他

东西。经过一个月的不采购经历，他们的确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并且发现「消

费使我们误以为我们过了一个有意义、成功和有素质的生活。但其实除了消费外，

我们还有什么呢？我骤然间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他们全家同时也陷入为了节约而有的严重焦虑中。一位到访的朋友喝了较多牛奶，

就被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儿子因为迟了一步，没有得到商场的免费试用小吃而嚎啕

大哭；因妻子违反「绝对必需原则」，买了一块九十九美分的海绵而争吵。后来，

辅导员建议他何不多和孩子玩耍，告诉妻子他爱她，并且尝试帮助别人。于是他自

己设计扑克游戏和儿子玩， 并和妻子一起去一间为贫苦人提供免费早餐的咖啡店做



义工。人与人的接触和交流让他感到生命的充实。当不采购实验结束，可以不必再

这么节省时，他们发现除了仍然保持不乱花钱的习惯外，还会更多在家和儿子一起

玩，甚至捐款给那间提供免费早餐的咖啡店。 

 

也就是说，他们从拥有，到学习不拥有，到最后学习给予；从对物质的关注，到对

生活纪律的关注，到最后对生命的接触和交流的关注。无论是物资的增加或减少，

他们都需要学习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家人、朋友乃至社区上。只有当他们这样做的

时候，才会发现在简朴生活中的自由、快乐和满足。 

 

简朴，原来不在多寡，甚至可以是富而不淫。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并不是因缺

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腓四 11-12）简朴原是为了使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不被物化，不为物欲所拥有。

但错误的简朴观却可以在贫乏的物资中仍然以物为生活的中心，仍然被物欲所缠绕

并拥有。换句话说，简朴并不是完全缩衣节食，锱铢必较的生活。那其实是另一种

极端的物化，把全部精神和心力都放在如何尽量少拥有和不拥有物质上，其结果跟

怎样尽量多拥有和全拥有物质其实一样，两种心态都成为物质的附属品，为其所占

据。当人的全副注意力都放在物资上，无论是为了增多，还是减少，其实都不是人

应有的生存状态。 



 

这样看来，简朴应该是一种生命，追求生命的富足，而不仅是生活，关注生活的简

单朴素。简朴应该是一种灵性的觉醒，在「有」和领受中知足并感恩，而不只是生

活的纪律，在「无」和放弃中苦痛并挣扎。 

 
 
 
 
 
 
 
 
 
 
关于圣经： 
 

慈禧太后的生日礼物    

李彻 

 

一百一十年前的某一天，许多中国的基督徒在北京聚集商议，该送什么礼物给慈禧

太后作为她六十大寿的贺礼。在祝寿当天，他们送了一个精致的松木匣子，里面是

一个红色的丝绒匣子，再里层是一个光艳照人的银匣，银匣中放着一本圣经，这本

圣经重四磅半，以白色缎子为书页，四周印上金花，书面是银制的，上面刻着几只

鸟和一丛竹子，鸟代表信徒，竹报平安。一本未曾用过的圣经，对于慈禧太后而言

有什么价值？ 



 

在被称为知识爆炸的今日，各种书籍以极其快速、丰富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眼前。面

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群书，纵使不眠不休，终其一生仍无法摄取其知识的亿万分之一；

因此，在我们短暂的有生之年，选择能影响我们一生的好书而读之，正是我们该严

肃面对、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读者文摘曾刊登一篇「何谓伟大的书？」的短文，其中不单劝人有标的选择博览群

书，更精辟分析古今名著的六大标准以供选择之依据：(1)伟大的书是最被广泛地阅

读；(2)伟大的书是通俗、不卖弄学问；(3)伟大的书在任何时间均不过时；(4)伟大的

书具极高可读性；(5)伟大的书使人受益最大；(6)伟大的书是以尚未解决的问题为素

材。作者虽在每个条件上举出一两本书为例，但却未曾有一本书能通过上述六项严

苛的筛选。当我细思再三，惟从神而来的话— 圣经，是远超过如上所列这些标准。 

  

伟大的书是最被广泛的阅读：至今全世界圣经翻译版本已超过两千种以上，其销售

量以秒计超过十本以上，堪称「译文最多」、「销售最广」的书，世上岂能寻出他书

可出其右呢！圣经并非因畅销而伟大，乃因其独特的内容为世人所需而畅销。 

 

伟大的书是通俗、不卖弄学问：一本真正伟大的书，不论其题材为何，绝不能只写

给专家看，它所论及的应是大家最关心的基本原理；圣经可说是最通俗的一本书了，

因为这是创造天地的父神专为祂的儿女们所留的「家书」，所以只要是神的儿女，纵



使乡村老妇文盲，在圣灵感动下都能领悟并享受其无限的祝福。它并不是宗教的戒

律书，乃是神为衪的儿女所立的永远的约和应许《旧约、新约、罗马书 1:2，加拉

太书 3:29》；反而世界智慧通达、饱学认识有关天使和撒但的奥秘；圣经从头到尾

是为「向我们显明的上帝『耶稣基督』」作见证《约翰福音 5:39》。 

 

伟大的书在任何时间均不过时：许多早期被认为畅销的书，如今可能早已封尘，丝

毫激不起读的欲望；但真正伟大的书却永不过时、甚至历久弥新，绝不因时代变迁

而遭淘汰，能适应任何种族、地区、世代的需要，这正是圣经的最神妙之处。 

 

伟大的书具极高可读性：伟大的书能让人百读不厌，其内容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它能让你从各自的水平去领悟，也可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其可读性吸引成年

人也吸引孩童，世上没有其他书比圣经更具此魅力了。 

 

伟大的书使人受益最大：伟大的书具有无比的影响力，能变化人的气质、使人脱胎

换骨、改头换面、且能扭转社会风气，这是圣经的许多珍贵价值之一。有一商队至

非洲开拓商机，请了当地土人作向导；休息的时候，看见土人向导拿出一本书聚精

会神地阅读，便问道：「你在读什么？」他回答说：「我读圣经！」那些人嗤之以鼻的

说：「这落伍的东西，我们早就不读了！」那土人惊讶地望着这群「文明人」，用手指

着自己的肚子，缓缓地对他们说： 「如果不是这落伍的东西，你们早就进到我这里



去了！」原来这些土人原是食人族，是圣经— 神的话，带着无与伦比的能力改造、

赋予此一野蛮民族的新生命；有那本书能震憾人心、影响社会民族似圣经呢？ 

 

伟大的书是以尚未解决的问题为素材：科学虽昌明，但有限的人类非但无法洞悉因

不认识神所带来一切的问题、咒诅、灾殃，反而以为「人定胜天」，在「巴别文化」

影响下，以人为本的各样思想、方法来试图解决，其结果可想而知。圣经是惟一阐

明真正人的由来、归宿等不能解决的问题，并提出正确的答案。 

 

神就是道，所以当我们听到、相信而接纳神的话时，我们就重生了。重生之后，在

我们生命里，我们回复神的话多少，回复神的能力和祝福就有多少。看不见的神，

借着衪的话，已经将衪的奥秘很清楚的向我们显明了，只要信心的眼光被打开，看

透神的话，就能看见神和听见神，并拥有与神交通和同行的奥秘。 

 
 
 
 
 
 
 
 
 
 

关于祷告：祷读法  

 



壹、祷读不是唯一，但可能是最简单，不需要参考资料，直接可从神领受灵粮

的方法，所以祷读最适合使用于灵修时，个人或小组皆可使用。而晨更灵修的

目的是为了在一天之始就先接触主、享受主，使灵命得喂养，刚强活泼，一天

都活在神面前。  

   

《一》 如何接触主、享受主？ 借着读神的话  

祷读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接触主，以致于灵命得喂养，所以祷读的方式、重点、

想法、作法都指向接触主，其效果评估也是有无接触主。  

   

《二》 为何祷读神的话可以接触主，叫人活？ 

圣经根据：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 1:1)  

(2)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提后 3:16) –神的呼出。  

(3)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约 6:63)  

–所以是用我的灵去接触主话中的灵。  

(4) 字句是叫人死，精意(灵)是叫人活(林后 3:6)  

而主的话就是灵，主的话叫人遇见主、叫人活。  

   

《三》 注意事项：  



(1) 祷读神的话乃是为接触主，并非为得着圣经知识。  

(2) 祷读是重在「祷」而不是重在「读」，是以圣经神的话作为祷告的内容，向

主祷告。  

(3) 来到主的话面前，如同来到主面前。  

(4) 在一天之始，尚未接触任何事之先，借祷读主话接触主。  

(5) 用信心来祷，凭信接受，宣告主的话。  

(6) 反来覆去—祷告过的经文，重复再祷。  

(7) 把神的话用在「现在」的情况环境中把我带进神的话，把神的话带进我里

面。  

   

贰、祷读的种类与方法  

1. 直祷  

(1)向主敞开心、灵、口  

(2)直读直祷：以神的话为内容，不另加自己的话语。  

(3)重复：祷告与宣告。 (消极的、负面的话语不宜重复)  

(4)按经文次序进行，有时可串接前文。  

(5)克服朗读心态，以祷告进行。不要单单念经文，而是一个祷告。  

(6)不要匆忙。  



   范例：「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林后 4:7)  

  例 A：直祷  

(1) 我们有这宝贝，我们有这宝贝，主啊，我们有这宝贝。  

(2) 在瓦器里，在瓦器里，有宝贝在这这瓦器里。  

 
   

    2. 化祷、话祷 (发表式祷告)  

(1) 向主敞开心灵  

(2) 与神的交通、唱诗和读经，可以调和在一起。  

(3) 你感觉罪，可以认罪。  

(4) 觉得神在此节经文所说的事上恩待了你，你可以感谢。  

(5) 也可以祈求：主！这一个真是我所缺的，主，求你赐给我。  

(6) 遇见应许，你可以说：主，我信。  

(7) 看见恩典，你可以说：主，我接受。  

(8) 可以代祷…… 把这一句话成就在我身上，也成就在弟兄姐妹身上。  

(9) 尽量简单，不要长篇，太复杂的祷告。  

 

例 B：化祷、话祷  

(1) 主我相信，我接受，我需要这个宝贝。  



(2) 主我相信，我里面有宝贝。  

(3) 我宣告里面有宝贝。  

(4) 感谢你，宝贝在我里面。  

(5) 是的，我是有宝贝的人，宝贝在我里面。  

(6) 主，求你今天就把这宝贝显在我里面。  

(7) 主啊！让我知道，你就是那宝贝，你在我里面。  

   

参、小组祷读实行之要诀  

   

1. 快：快跟快接：专心专注，不要犹豫，有感动，一个意念就祷告。  

   

2. 短：短易提灵：每人轮流时间要短，每次祷告的经文要短，忘掉文句组织结

构，只需一个短句，甚至一个譬语，不需整个完整思想。  

   

3. 真：真诚真实：不假装，态度真诚，内容真实。  

   

4. 接：上下串接按经文次序上下串接，循序渐进。接续上一个人的思想、祷告、

主题，或在同一节经文内祷告；若要祷告另一主题或下一经文，则应等一等，

若无人在同一主题祷告，再转另一主题。  

   

5. 新：圣灵新样在化祷时可随从圣灵启示新的亮觉，更新变化新鲜活泼，有圣



灵新样。 (但不偏离经文主题)  

 

6. 融合直祷和化祷在一起  

注意—直祷：不要单单念经文，而是一个祷告。  

化祷：尽量简单，不要长篇，太复杂的祷告。  

   

7. 小组祷读是以个人祷读为基础， 个人祷读熟练了，小组祷定然更豊富，更

有亮光。  

   

8. 经文长短：15 节以内为宜。时间：15-20 分钟 / 人数：2-5 人  

   

9. 亦可 2 人在电话中祷读，时间亦以 15-20 分钟为宜。  

 
 
 
 
 
 
 
 
 
 
 
 
 
 
 
 



 
关于小组：小组材料示范 
 

★Story 故事：我走在生命大街上 

  

 我走在街上，这街上有一个洞，我没有看到，结果掉了下 

 去。洞又黑又深，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爬出来。但这不是 

  我的错。 

 

  我走在街上，这街上有一个洞，我注意到了，但是我不在 

  乎的继续走，结果又掉了下去。洞又黑又深，我花了很长 

  的时间才爬出来。但这仍然不是我的错。 

 

  我走在街上，这街上有一个洞，我看到了，但已经习以 

  为常，所以我还是掉了下去。但这次我知道自己的处境， 

  我很快就爬了出来。我承认这是我的错。 

 

  我走在街上，这街上有一个洞，我看到了，我小心翼翼的 

  绕过去，终于我没有掉下洞里。 

 

  我走在街上，这街上有一个洞，于是我换了另一条街走， 

  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读完这段故事，让我们往下进行活动吧！ 

★ Brainstorming（动动脑）： 

1. 仔细想想，在生命大街上的洞代表了什么？ 

2. 为什么文中主角明明看见了洞，却还是会掉下去呢？ 

3. 你有发现每一个过程出现了哪些改变？这些改变又各代表了什么呢？ 

4. 你觉得文中主角最后选择换另一条街的意思是什么呢？ 

★ Discussion 讨论： 

1. 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最想改变的事情是什么（或许是生活习惯或自己的弱

点）？ 

2. 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一再重复犯的错误？有没有什么是你一直想要改变却

无法改变的事情呢？ 

3. 你曾经有过克服一个弱点或障碍的经验吗？分享一下你克服的方式与过程

吧。 

★ Let's Do It!我们一起行动吧！ 

若你深深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么别让自己继续停留在问题中，为自己定一个克

服弱点的计划，写在纸上，并彻底督促自己实行。就从今天开始！ ！ 

★Meditation 思想经文： 

诗篇 1 篇 



箴言 4：14-15 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

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