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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花果樹下 (若 1： 48)  ：揭開聖經 73小時  
與你一起讀聖經  

 
日期： 2011年 11月 23日   
主題：誦讀聖言  
講者：陳志明副主教  
 
1 前言  
 
1.1 基督徒靈修是：  

認識天主眼中的我，  
從而每日努力學習肖似基督，  
藉著聖神，  
參與天主聖三的共融生命。  

 
1.2 聖經靈修  
 
1.2.1 梵二文獻：《啟示憲章》 (Dei Verbum) 

 
 教會常常尊敬聖經，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  (21節 ) 
 聖經的研究當視作神學的靈魂  (24節 ) 

 
1.2.2 《上主的話  VERBUM DOMINI》宗座勸諭  (2010) 
 

 在聖經中與天主聖言相遇  
 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特點，就是與那位召叫我們跟隨祂的耶穌相遇  

 
1.2.3 聖熱羅尼莫司鐸 (聖師 ) 第四世紀  -  西方教父  
 

 「我們不認識天主聖言，又怎能活下去呢？  我們是靠聖經來認識耶
穌的，祂就是信徒的生命。」  

 「你要多讀聖經，手不釋卷，在這書中學習你要教導人的一切。」  
 
1.2.4  真福若望保祿二世  
 

 朝著那「一般基督徒生活應有的高標準」邁進，不斷聆聽天主聖言而
獲得滋養。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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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依 50:4-5  
 

「吾主上主賜給了我一個受教的口舌，叫我會用語言援助疲倦的人。他

每天清晨喚醒我，喚醒我的耳朵，叫我如同學子一樣靜聽，吾主上主開

啟了我的耳朵。」  
 

1.3 聖經靈修是什麼？  
 

「聖經靈修」基本的意義，是將福音應用在一個人的生活上，應用在他的

思想，行動和祈禱上。  
 
聖經靈修是一個人充滿聖神，而將天主的話表現於外。  
 
聖經靈修是每日不斷：  

1) 經驗天主  
2) 考查聖經   
3) 聖神見證   
4) 改變生活   

 
2  誦讀聖言  

 
2.1 Lectio divina 

  來自聖本篤靈修傳統的拉丁術語。  
  英文一般譯作 prayerful reading，意思是具有祈禱氣氛的閱讀。  
  在中文也有不同的譯法  -  「聖經誦禱」/「聖言誦禱」/「誦禱聖言」。
這些譯名首先指明誦讀的內容是聖經，這是 divina的主要意義，同時這
譯名也表示讀經應以祈禱的心態實行。  

 
2.2 「誦禱聖言」是以一種緩慢的、默觀的方式來誦讀聖經，使聖經  —  天主

聖言  ─  成為人與天主合一的媒介。  
 

2.3 「誦讀聖言」（Lectio Divina）的默禱方法是在教父及曠野隱士時代產生的。
這個古老的祈禱方式一直鮮活地保存於隱修院傳統中。  

 
2.4 西方隱修始祖聖本篤（ St. Benedict of Nursia）秉承了曠野靈修傳統。在他

所寫的會規中，聖經誦讀有特殊的重要性。本篤會的日程分為禮儀祈禱、

聖經誦讀和工作三部分。隱修士每天以數小時從事讀經。在誦讀聖經時，

不只是閱讀聖經，隱士們也屢屢地默想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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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隨著時代的演進，這個祈禱方式逐漸系統化。  

十二世紀時，加陶先修會（Grande Chartreuse）的紀果院長（Guigo II）  
[1140-1193] 較有系統地列出誦讀聖言的四個步驟。他寫了一本出名的小
書：《隱修者階梯》（Scala Claustralium），書中引用耶穌的話：  
「你們找，必要找到；你們敲門，必要給你們開門」（瑪 7:7）。以後把隱
士的階梯分為四級說：「你藉著閱讀去找，就要在默想中找到；你藉著祈

禱去敲門，便要在默觀中給你們開門。」他形容這「誦讀聖言」的梯子共

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透過完整的四個步驟，才能升到與天主的結合。  

 
2.6 近年也有人以不同的詞語在這四個步驟後面加上第五步，即「行動」
（ actio），或「傳授」 (tradition) ，或「同情」 (Compassio) 等，為了  
表明個人的讀經祈禱必須與服務或使徒行動配合。  

 
3  誦讀聖言的步驟  
 
3.1 誦讀（ Lectio）  
 

基督臨現於自己的言語：「因而在教會內恭讀聖經，實為基督親自發言」。 
 
Lectio更好說是聆聽，聆聽天主的聖言。  
 
天主邀請我們聆聽生命之言——「啊 !……你們若細心聽我，你們就能吃豐
美的食物，你們的心靈必因脂膏而喜悅。你們如側耳，走近我前來聽，你

們必將獲得生命……」 (依 55： 1－ 3)  
 
以信德去聆聽福音——「我給你們所說的話，就是神，就是生命。」（若 6：
63）  
 
「誦讀」是指：接受啟示，接受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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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幾個聖經圖像可以幫助我們更明白這種與主會晤及聆聽的意義：  

 
圖像一：天主在曠野與自己的子民談心  
 
歐瑟亞先知書：「看，我要誘導她，領她到曠野與她談心。」 (歐： 2:16) 
 
曠野在舊約聖經傳統有深刻的意義，一面表示接受考驗的地方，一面也是

與天主親自會晤的地方。  
 
天主給以色列所說的話是極親切的：「我要永遠聘娶你，……以忠實聘娶
你，使你認識我是上主。」(歐 2：21-22) 曠野的會晤和聆聽帶來的結果是
認識上主，按聖經傳統，「認識」表示人與人之間極深切的愛的關係。  
 
圖像二：瑪利亞坐在主的腳前聽祂講話  (路 10： 38-42) 
 
瑪利亞的聆聽表現了作門徒的基本態度。  
 
圖像三：厄瑪烏村 --- 兩位門徒聆聽復活的主親自給他們講解聖經  
(路 24： 32) 
 
與耶穌同行，聆聽祂親自給我們講解聖經，並在心中感到火熱如焚。  

 
3.2 默想（Meditatio）  
 

重複朗誦的話語可能是一兩個字或一整句話。  
 
反覆的話語會漸漸內化、簡化，它的意義會被消化吸收。  
 
就如厄瑪烏二徒的經驗一樣——「『當祂在路上與我們談話時，給我們講
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他們遂即動身」（路 24：23－ 2）
回應耶穌交給他們的使命。  
 
「默想」一般是出聲的。  
 
把天主的話內在化   (則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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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修傳統喜歡用「反芻」 (rumination) 的圖像解釋「默想」。「默想」主
要不是思考分析的工夫，而是內心的體味。  
 
紐曼樞機（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說：「默想」不是為了要知道新
的事情，而是要把我們頭腦知道的東西，化成心裡珍惜的事物。  
 
圖像 :  瑪利亞卻把這一切話默存心中，反覆思量。  (路 2:15-19) 
 

3.3  祈禱（ Oratio）  
     

由默觀進入祈禱是對天主聖言的自然回應。  
 
真正的祈禱是由天主聖言引發的。就如熱羅尼莫聖師說：「祈禱時，是你

向淨配說話；讀經時，是他對你說話。」  
 

講經時，我們聆聽聖言；透過「默想」，我們在心中咀嚼和吸收這聖言；

祈禱時便是以這消化了的聖言向天主回應，完成與主談話的過程。  
 
中世紀本篤會有一位隱修士將天主的聖言比做雅各伯井，我們可從這聖

言的井中取水，灌溉我們的祈禱。  
 
這祈禱不一定產生很多的話語。可以用短短的幾句或一句，不斷地重複祈

禱；也可以用meditatio時所重複的句子。  
 

真正的祈禱是向天主聖言的回應，《聖詠集》是最好的例子。我們在誦讀

和默想聖經的過程中，也該像聖詠作者一般，受到天主聖言的感動，向天

主獻上發自內心的禱告。  
 
3.4  默觀（ Contemplatio）  
 

默觀指一種簡化及單純的凝視。  
 
由繁多的說話變成一句話，或無言的靜默。  
 
漸漸變成與主同樣的肖像。保祿說明這變化是聖神的工作，是祂使默觀者

與默觀的對象同化。 (格後 3：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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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願意發現基督在聖經的臨現，領略聖經有關主的意義，便必須在生活中

轉向主，除去一切蒙蔽心靈的事物。  
 
3.5 同情  (Compasio)  
 

默觀者深刻體驗保祿的說話：「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

活。」 (迦 2： 20) 
 
默觀者不但與天主成為一體，也感到與人類及世界息息相關，一起組成宇

宙性的基督身體，在祂內體驗「天地一體」的事實。  
 
由此產生的「仁人愛物」的心態便是「同情」的要旨。  
 
這「同情」並不表示一種空洞的情懷，卻須以「行動」和「傳授」作為具

體的表現。  
 
4   誦讀聖言的方法  
 

每次聆聽聖言，無論那段聖經你聽過多少次，要提醒自已：「未聽過」！  
 
天主聖言是此時此刻向這一刻的我說話。每一刻都是一個新的我，聖言也

為這新的我有新的意義。  
 
4.1 準備工夫  
 

讓自己靜下來、定下來，使自己得到放鬆。  
 
接著求聖神的光照，隨從聖神的帶領，與主相遇交談。  

 
4.2 誦讀  
 

開聲慢慢讀，讀完一遍又一遍。  
 
當讀到某處使你內心產生共鳴或迴響時，無論是感動也好、興奮也好、難

過也好，便停下來默想。  
 
暫且不要分析這些經句令你產生反應的原因。  

 
4.3 默想  
 

慢慢地、輕柔地、重覆唸聖經，一遍又一遍地唸。透過重覆誦唸，讓你的

心「安居」在經文中，也讓經文「安居」在你心中，謙卑期待等候聖神向

你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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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急於思考和應用經文的教訓。   
 
當你感到心靈被那經節或字句所充滿，便可停止誦唸，進入祈禱。  

 
4.4 祈禱  
 

以充滿愛和信心的祈禱來回應，與主對話、交談。  
 
祈禱時，隨聖神帶領，無需刻意遵守步驟。  

 
4.5 默觀  
 

在天主面前休息。  
 
默觀時應絕對自我交付。極為開放、完全接納。  
 
體驗天主的親臨。  

 
5  結語  
 

「誦讀聖言」就是在祈禱中聆聽天主聖言：  
 
「口誦而求之，心維而得之；祈禱而敲門，門將藉默觀而敞開。」   
（天主教教理 #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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