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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 Edward Wei 韦焜墀牧师  Email:ekcwei@yahoo.com 

平信徒延伸(TEE)神学圣经课程 信徒成长课程：A3 – 释经法入门及加拉太书浅读 ( 0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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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释经法（即「解经法」）的定义与重要性 

 

1. 必读--〔陈润棠〕第三部第一章「解经法的定义与重要性」(91-95 页) 

进深附加阅读--〔陈润棠〕第三部第二至四章 (96-117 页) 

 

2. 〔陈润棠〕对「释经学」的定义有下列的讲论: 

＝圣经…初期的读者直至现代之读者之间相距两千年之久，少不了产生了一些语文、文法、地理、历

史及年代等各方面之隔膜。…释经学…供给一些帮助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之原则。 

＝释经学(Hermeneutics)是一门教我们一些原则定律和方法来解释圣经的科学。(Berkhof) 

＝释经学是一门解释圣经的科学与艺术。(Ramm)….科学注重的是方法与其结果，它可以研究、分析、

重复的试验，找出答案即结果。艺术…如同绘画…结果画成后，它的结果可叫人欣赏与满足。 

＝…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和准则。…我们的任务是从圣经里寻求、发掘

神的启示。到底神在圣经里向我们讲了些什么话? 为了要研究、寻求、发掘这些启示，我们必须

具备一点工具与方法，这工具与方法就是释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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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简单地解释，「释经学」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释经学能够提供正确的解经法。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基督徒是以圣经为依据。 

然而，基督徒大家都是相信圣经，为什么仍会有分歧? 为什么基督教会有宗派的分裂和异端的诞生? 

〔陈润棠〕认为: 

＝今天在基督教里，甚至在福音派的基督教里，有不同的宗派与公会，…主要的原因是解经的问题。…

释经学能够防止我们在信仰上产生偏见。正确的解经，也能免除我们成为固执、强调某方面真理

的极端者。 

＝在这末世的时代里我们不但看见异教的复兴，也看见异端邪说的猖狂。…我们怎样对付这些异端呢? 

有效的办法是多研读圣经，谈到研究圣经，我们离不了释经学这一门。 

 

◇请解释为什么你要认真用功地学习正确的解经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怎样论定什么是「正确」的解经法？ 

 

1.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知道圣经的来源。这就是称为「圣经的默示」。 

 

2. 必读--〔陈润棠〕第一部第五章「圣经的启示和灵感」(27-32 页) 

进深附加阅读--〔陈润棠〕第一部第一至七章 (1-54 页) 

 

3. 参彼得后书 1: 2O-21；提摩太后书 3: 15-17；彼得后书 3: 15-16 

 

◇讨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甚么意思？笔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彼得后书 1: 2O-21 用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来解释圣经默示的过程，就是: 「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

话语来。」因此， 

 

◆〔001〕圣经经文的讲论和教训是谁的意思?  神 / 人 

 

◆〔002〕圣经经文所采用的语句是谁的语言?  神 / 人 

 

◆〔003〕在彼得后书 3: 15-16 中，为什么有些人会强解圣经? 因为他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04〕换而言之，我们应该按着那方面的准则来分析，圣经所记载的语句? ______ 

 A: 神的感动   B: 人的学问   C: 读者的感觉   D: 牧师的权威   E: 祖先的遗传 

 

◆〔005〕从圣经书卷作者所使用的语句， 我们可寻找得着经文的教训和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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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理就是: _________ 

 A: 圣经书卷作者的意见  B: 今日读者的心得  C: 神要我们学习的真理   

 D: 陈旧的妇孺之见     E: 西方文化传统的智能 

 

◆〔006〕举例来说: 请参看以弗所书 5: 22, 15。 

 经文的教导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丈夫要以舍己的爱来关心妻子。这是: ________ 

 A: 以弗所书作者保罗的意见  B: 只是第一世纪以弗所教会的会友才要留意的教训 

 C: 神要历世历代的人都留意的吩咐  D: 陈终道牧师发表的心得  E: 基督教会的传统信仰  

 

圣经经文的句语是人的语言，按照人的学问来观察和分析。但分析得着的结果，不单是圣经书卷作

者或任何人的意见，而是神要历代的人都应用的真理。 

◆〔007〕提摩太后书 3:15 告诉我们，圣经的道理是神的意思， 所以对未信主的人有什么帮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08〕提摩太后书 3:16 又告诉我们，圣经的道理是神的意思，所以对信主的人又有什么帮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09〕按照提摩太后书 3:17，圣经的道理对属神的人可带来怎样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总结：圣经是神的话语，用人的语言来表达。 

 

◆请选择-- Ａ: 圣经每篇经文的信息都是神的意思   Ｂ: 圣经每篇经文的句语都是人的语言 

 

〔010〕观察一篇圣经经文的内容时：最重要勿忘_______________ 

 

〔011〕分析一篇圣经经文的意思时：最重要勿忘_______________ 

 

〔012〕应用一篇圣经经文的教训时：最重要勿忘_______________ 

 

III. 正确解经的基本原则 

 

1. 正确释经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的意思，即「圣经是神的话语，用人的语

言来表达。」简单来说，这些基本原则可分三方面︰ 

一. 我们要求圣经自然（天然）的意思：文法上的解释，注意上下文，明白字的意义，认识文法。 

二. 我们要求圣经原来的意思：历史的解释，抓住作者的原意，研究圣经的背景。 

三. 我们要求圣经概括（一贯整体）的意思：神学的解释，以经解经。 

这就是「顺其自然」地解释圣经，也是采用「归纳法」来研经或「历史文法释经法」。 

 

2.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释经时我们必须抱着正确的心态。〔史诺顿〕第四章(第 25-30 页)「出法点」指

出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信念，包括︰ 

一. 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乃是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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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借着翻译，人们可以充份地明白圣经。 

三. 圣经是前后一致的。 

四. 圣经就是圣经本身的翻译者﹝解释者﹞。 

五. 圣经的语言大部份是一般人通用的语言。 

六. 我们愈诚实、智能且顺服地响应圣经的命令，就愈明白圣经。 

七. 要明白圣经，圣灵的教导是必要的。 

 

进深附加阅读 - 〔史诺顿〕第四章(第 25-30 页)「出法点」 

 

◇讨论：这些「信念」有多重要？对研经有甚么影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同时，因为圣经的道理是神的意思，但经文是使用人的语言来表达，所以我们也要留意那些采用来

研究一般著作的步骤和基本原则。 

必读: 〔陈润棠〕第四部第廿章 234— 24O 页「七个解经的步骤与基本原则」;   

〔陈润棠〕指出这些解经的步骤与基本原则: 

一. 找出经文的原意—这包括三方面: 

1. 基本的中心思想; 

2. 了解字义 

3. 了解节义或细查上下文 

二. 文体与文法 

三. 当代历史或文化背景 

四. 以经解经 

五. 以大解小 

六. 和合全经 

七. 运用逻辑 

 

4. 找出经文原意—1.基本的中心思想  

〔陈润棠〕:我们要竭力的将圣经的原意(中心思想)找出，而不是注入我们自以为是的意思，也不要让

次要的内容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以致忽略经文的主旨。…所谓中心思想，与作者著书或写信的目的，

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进深附加阅读: 〔史诺顿〕第六章(第 39-48 页)「如何实行读经」 

把经文分段观察之前，要把经文一遍又一遍地读。读得越多，益处越大，且越能认识经文的原意和

基本的中心思想。 

提示: 可留意重复出现的字句，也可留意任何奇怪的、不平常的或没有预料到的事物。 

 

5. 找出经文原意—2.了解字义。 

必读: 〔陈润棠〕第四部第五章(第 148-153 页)「辨别字义」 

进深附加阅读: 〔史诺顿〕第八章(第 57-65 页)「明白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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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棠〕提供以下的提示： 

一. 不要看错字会错意。 

二. 随时查考辞典了解生字。 

三. 注意经文本身对有关词句所提之解释。 

四. 注意有些类似之词汇可能有不同之涵义。 

五. 若能进一步探讨有关词汇在原文之涵义，能得到更多之亮光。 

六. 有些词句，要用心灵去感受才能体会到其中之涵义。 

七. 有些文字中有特别的修辞或使用象征文字，便不能照字面解释。 

进深附加阅读: 〔陈润棠〕第四部第八章(第 165-175 页)「修词、体裁与风格」 

 

解经是需要根据其中字句的文法。然而，圣经的原文不是中文或英文，所以所谓文法，不是中文或

英文圣经经文字句的文法。犹太人是东方民族，而旧约圣经是采用东方的语言(希伯来文和亚兰文)

来写成。东方人在使用文字上较为灵活，而希伯来文和亚兰文都是文法较为简单的语言。因此，对

大部份经文，尤其是旧约的经文，不用太过注重原文字句的文法。 

然而，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希腊文的字义，含义丰富，而文法则非常严谨。懂得以希腊文文

法解经会有好处。 

 

6. 找出经文原意—3.了解节义或细查上下文 

必读: 〔陈润棠〕第四部第六章(第 154-160 页)「上下文的连贯」 

进深附加阅读: 〔史诺顿〕第七章(第 50-56 页)「上下文」. 

〔陈润棠〕指出连贯上下文之重要: 

1. 才不至断章取义，误解圣经。 

2. 使研经更有兴趣及持续性: 读了上文，要连续看下文; 看了下文，还要参考上文。读了一部份经

文，要把其它部份作个比较，看看是否有连贯性。 

3. 使研经者注意经卷之主题，连贯性，包括思想和行动上的连贯性。这样对整部有关之经卷，有全

面性之认识与印象。 

 
 

7. 文体与文法 

〔陈润棠〕把这文体与文法一起谈论，其实两者是不同的重点。 

文法是关乎了解字义，可参以上第(5)点。 

注意圣经各卷、各段的文体是极重要，因为不同文体的经文，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分析。这

课程的后半部，我们将会学习如何解释不同文体的经文。 

  

8. 当代历史或文化背景—就是经文所在的书卷之「导论」背景资料. 

必读: 〔陈润棠〕第四部第二章(第 124-13O 页)〔研究有关经卷之「导论」〕 

进深附加阅读: 〔史诺顿〕第十一章(第 88-96 页)〔研究圣经的背景〕. 

 

任何一篇经文与所在的书卷固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经时亦该尝试搜集经文所在书卷的「导论」

背景资料。「导论」乃专有名词，是在研究圣经时要搜集有关该卷书背后的资料，从而帮助我们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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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基本上这些资料是从该卷书以外搜集得来的，但亦有部份资料能从该卷书中推论而得。总括

而言，所搜集资料包括：  

一. 书卷的作者（亦可能有「文书」）：他（们）是谁？他的生平、经历、教育背景、思想特色等，都

会影响我们的研究。举例来说，如果作者是在兵荒马乱时，所写的则不会闲话家常，但在太平盛

世时写的则可能较幽默。所以当我们知道作者是何等样的人，就能明白他所写的有没有其它喻意

或伸缩性。作者与原来读者的关系也直接影响我们理解经文，例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执笔用辞

均较严厉，乃因为他们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那是可以接受的。假若我们不明白这关系，或许会引

来误解。 

二. 原本对象（「受书人」）：或许有些经卷是没有注明对象，但一般都会知道是写给何人、那教会、

或那一群人。若我们清楚对象，则能帮助我们怎样去明白、领受及解释。同时，我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任何经文的解释不会超越当时受书人所能理解及领受的意念。 

三. 著书时地：时代景况，地理环境。年份虽然只是一个数字，但它往往代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例

如：启示录是第一世纪末的著作。那时侯，许多教会已有成长的领袖，但基督徒已开始遭受罗马

政府直接的逼迫，犹太籍的信徒更被其它犹太人视为离教叛国份子，所以书中并没有强调辩证是

关心教会及鼓励信徒要持守所信的。地理环境对作者用词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腓立比是一个

殖民地，所以当保罗谈到「天国的公民」，受书人很容易领会其意。 

四. 著书原因：直接及背后原因。为何要写该卷书？原因在哪里？这些问题或许在研经前不能看透，

但有些是已写明的，例如保罗写腓立比书时，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送来一笔奉献，所以保罗要

回信答谢。但同时背后亦有一个著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教会中有不和，而保罗加以劝勉。 

五. 经卷考据：作者原来亲手写出的原卷早已失存，现有的古抄卷是一代抄一代遗下来的。古抄卷之

间大致上没有不同，但在一些地方也有点出入。因此，我们需要决定应该采用那古卷的经文。 

 

◇讨论：研究一篇经文之前先搜集所在的书卷之导论背景资料──你认为这是绝对必要、很有帮助、「锦

上添花」、还是「多此一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以经解经 

必读: 〔陈润棠〕第四部第七章(第 161-165 页)「以经解经」 

进深附加阅读: 〔史诺顿〕第十二章(第 97-102 页)「以经解经」 

 

圣经含有自解性，能互为解释、显明真理。 

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某段经文之解释必须能符合整本圣经之信仰。 

〔陈润棠〕提出以经解经当注意之一些原则: 

1. 以经解经，当从有关经文之上下着手，看看是否包括了有关之词句解释。这一点是包含在以上的

第(6)点，了解节义时该细查经文的上下文。 

2. 以经解经，该把同样主题或类似之经文互相对照参考。 

3. 以经解经，乃是以较清楚确定之经文，解释较不清楚之经文。 

4. 以经解经，可以新约之亮光解释旧约之启示。 

5. 以经解经，一段经文的事例的说明，必须从另一处经文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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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解经，可以用串珠圣经，经文汇编，圣经引得等为辅助。找到相同的字或相关的经节，叫我们

发现各段互为补充、互相呼应，也彼此说明。 

然而，进行以经解经时，应避免一个错误，就是以为圣经每逢用某个词汇时，总是带着某方面之意

义。同一个字眼，在不同之背景或经卷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史诺顿〕更补充说: 读对应经文时: 

1. 要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对应经文。 

2. 要注意两者的异同。 

 

10. 以大解小 

所谓以大解小，亦即: 以原则解细则; 以明训解晦义; 以要道解灵意; 以教训解比喻; 以卷解章; 以章

解节; 以节解字。 

 

11. 和合全经 

只以几处经文为根据，有时仍嫌不足，必须与全部圣经的真理和谐符合，才能算为按「正意」解经。

圣经各卷书，各有其宗旨与特征，我们务须认识明白各书独特之处，以及各书之间的关系。把圣经

各卷作全面性的研究，掌握全部圣经的真理; 遇有疑难的经文，或其它教义上的问题，非单独去解释，

乃是以全部圣经，多方参研，综合、串联，以求得圆满的答案。 

 

进深附加阅读: 〔史诺顿〕 第廿章(第 175-185 页)「教义」;  

 第廿一章(第 186-200 页)「新旧约圣经的关系」 

 

12. 运用逻辑 

解经要解得合理，解经的结论也要合逻辑。我们不可以随自己欢喜怎样解就怎样解。要是解得没有

理由，违反常理，必定会出毛病。 

 

13. 阅读整本圣经与研经 

必读: 〔陈润棠〕第二部第二章的第(一)段(第 62-65 页)「七种主要的读经法」之「系统顺序法」 

圣经是一本合一而完整的书。对整本圣经的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并帮助我们对某篇经文的研究。 

◆研经时可能会遇到下列问题。我们若经常阅读全本圣经，对整本圣经有更全面性的认识，则能够晓

得怎样更轻省地处理这些问题： 

 〔013〕我们希望知道研读经文所讨论的教义的重要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14〕经文中有些颇奇怪的行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15〕如何更深入明白经文中很明显是有特别意思的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16〕 经文的教训好象有点不合情理，不知有没有误解经文的意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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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不断阅读整本圣经怎能使我们更有效地仔细研读一篇的经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整本圣经的经文仔细地研读，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研读圣经的同时，我们也要把整本圣经

来阅读。〔陈润棠〕指出圣经共有 1189 章。如用速读法，浏览快读，每天能读十章的话，四个月就可

读完全本圣经一遍。若每天读三章或四章，那么一年之内也可读完整本圣经一遍。 

14. 研读圣经的工具 

进深附加阅读: 〔史诺顿〕第五章(第 31-38 页)「使用正确的工具」 

 

圣经注释(Bible Commentary)和圣经辞典(Bible Dictionary)这一类的参考书是对研读圣经很有帮助。但我们

要小心: 

1. 不要把这些书代替了圣经而作为个人的读经材料。 

2. 圣经是神的话语，具神绝对的权威。圣经注释、辞典是圣经学者研究的结果; 因此，仍是人的意

见，不能保证是正确的。 

研经的基本工具，就是 

1. 一本基本研习的中文圣经，也可同时参考: 

2. 其它版本的中文圣经，并其它语言的圣经。除此之外，我们可采用: 

3. 语文辞典，或原文辞典; 

4. 经文汇编(Concordance)，把带有同样字词的经文列在一起; 

5. 圣经辞典(Bible Dictionary)，列出圣经里的字词和主要资料，并且加以解释; 

6. 圣经注释(Commentary)，把圣经按着次序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甚至一句一句地解释经文的意义。

通常有两类的圣经注释，第一类是释义(exegetical)，第二类是培灵性(devotional)。前者对研经较有

帮助，后者则着重经文的应用。 

 

◇ 研经时，你选用哪版本的中文圣经为基本研习的圣经? □和合本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 

 

◇ 研经时，你曾使用哪些其它版本的圣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你有否下列在研经时可使用的工具书籍? 若有，请列出一本的名称。若没有，请立刻借一本来看

一看，并考虑选购。 

 

语文辞典： □有，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    □没有，但已看过一本 

 

经文汇编： □有，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    □没有，但已看过一本 

 

圣经辞典： □有，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    □没有，但已看过一本 

 

圣经注释： □有，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    □没有，但已看过一本 

 
 
 

IV. 实行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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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深附加阅读: 〔史诺顿〕第六章(第 39-48 页)「如何实行读经」 

 

简单来说，研究一篇经文的基本步骤可撮要如下： 

一. 事前准备：多阅读整本圣经。搜集经文所在书卷的导论背景资料，包括历史时代背景、思想路线、

语言文化特色等。把全卷书卷看几遍，留意其主题及内容范围。 

二. 速读：把整篇经文读几遍（或请人朗诵），留意经文的大概内容，并直觉领受经文的中心道理（教

训）。 

三. 分段查考：把经文分成小段──按照分题（时间、地点、人物等）、思想演变、文体。每段依文体

观察分析。 

四. 辨别词句：找出较难明或特别的句子与词语详细查考钻研。需原文圣经，或按原文来释义的解经

书及其它辅助书籍。 

五. 归纳：指出经文的中心道理。 

六. 应用：让经文的教训影响自己的思想并每日的生活。 

 
 
 

◆选择：请翻看下列经文，并指出习题的句语是以下的哪一项结果 

 

A: 观察经文可得的资料。  B: 分析经文可得的结论。 

C: 应用经文的建议。   D: 与经文无关，或采用错误的释经原则 

 

◆经文：马可福音 2︰1—28 

 

〔017〕耶稣在迦百农医好了一个瘫子。________ 

 

〔018〕耶稣是神，有赦罪的权柄。_________    

 

〔019〕 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到主耶稣面前，便会蒙祂赦免。__________ 

 

〔020〕 我们要紧记把褥子拿回家。__________ 

 

〔021〕我们要常常与税吏一起吃饭。 __________ 

 

◆经文：马可福音 2︰1—28 

                                         

〔022〕耶稣爱罪人。__________ 

 

〔023〕利未的父亲是亚勒腓。__________ 

                                  

〔024〕我们罪恶深厚，更要接受耶稣得救赎。__________ 

 

〔025〕基督徒不该禁食。__________ 

 

〔026〕我们不能又靠行律法又靠信耶稣，新旧之间须作抉择。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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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耶稣引述大卫的事迹来解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__________ 

 

〔028〕星期日把街上心脏病发的路人送医院而不能参加崇拜并不算干犯了十诫。__________ 

 

◆经文：约拿书 2︰1—10 

 

〔029〕经文的第二至九节是一首诗歌。__________ 

 

〔030〕经文的大鱼可能是条鲸鱼。__________ 

 

〔031〕在患难中我们要想念耶和华。__________ 

 

〔032〕张弟兄生意遇到困难，我们要劝他让他的祷告进入神的殿。__________ 

 

〔033〕约拿被鱼吐出来，是因为神的吩咐。__________ 

 
 

◆经文：;腓立比书 2︰1—5 

 

〔034〕经文的主题是关乎弟兄姊妹的相交。__________ 

 

〔035〕我们不要过于崇拜属灵伟人， 

以免教会出现「王明道派」、「倪析声派」、「戴德生派」…。_________ 

 

〔036〕我们要学习与弟兄姊妹身、心、灵上真正认同。__________ 

 

〔037〕经文第一节「劝勉」原文 parakleesis， 即在同一阵线认同是同蒙召者的表示。__________ 

 

〔038〕我们要认定自己在每一方面都较所有的人弱。__________ 

 

V. 观察、分析、应用 

 

以上已列有研究一篇经文的方法。其中最基要的步骤是观察、分析（归纳）和应用。 

这基本步骤是研究任何经文都必须采用，不然便会错误地解释圣经，甚至引入异端。 

 

必读: 〔陈润棠〕第二部第二章（七）77—79 页「归纳查经法」」 

 

◇请非常简单地解释「观察」、「分析」和「应用」的分别。 

  

观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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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请指出下列经文解释或响应的主要错误是甚么？参使徒行传 2：1—15 

 

Ａ=不正确的观察 Ｂ=未经小心观察的分析 

Ｃ=不合理、并非顺其自然的分析 Ｄ=未经分析、直接模仿经文内容 

Ｅ=与观察分析没有真正关系的应用 

 

〔039〕 使徒行传 2：1—4，12—15 

 评注︰彼得好象诗仙李白，酒醉时的话语特别有灵感！ 错处︰_________ 

 

〔040〕 使徒行传 2：1—4 

 评注︰圣灵降临时，有狂风和烈火出现。 错处︰_________ 

 

〔041〕 使徒行传 2：13 

 评注︰新酒易醉，陈年老酒才真有味道。 错处︰_________ 

 

〔042〕 使徒行传 2：1—4 

 评注︰圣灵来到通常都是很轰轰烈烈的。 错处︰_________ 

 

〔043〕 使徒行传 2：14—15 

 评注︰彼得说他们不是酒醉。我们都知道酒醉的人总不会承认， 

       所以他们其实真的醉倒了。 错处︰_________ 

 

〔044〕 使徒行传 2：1—4 

 评注︰圣灵降临时有风、火、声响、舌头，所以被圣灵充满该感 

       到发冷、发热、嘈吵、湿而重。 错处︰_________ 

 

〔045〕 使徒行传 2：7—8 

 评注︰传福音时使用对方的乡谈是很重要。 错处︰_________ 

 
 

〔046〕 使徒行传 2：14 

 评注︰传福音时更要高声说话，人家才会侧耳而听。 错处︰_________ 

 

〔047〕 使徒行传 2：15 

 评注︰酒对人有很多害处，所以我们要少饮，在正午前更饮不得。 错处︰_______ 

 

〔048〕 使徒行传 2：10 

 评注︰罗马是旅游的好去处。 错处︰_________ 

 

〔049〕 使徒行传 2：4 

 评注︰口才是圣灵所赐的。 错处︰_________ 

 
 
 

◆选择：请指出下列经文解释或响应的主要错误是甚么？参使徒行传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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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不正确的观察 Ｂ=未经小心观察的分析 

Ｃ=不合理、并非顺其自然的分析 Ｄ=未经分析、直接模仿经文内容 

Ｅ=与观察分析没有真正关系的应用 

 

〔050〕 使徒行传 2：9 

 评注︰我们要学习使用埃及语言来传福音。 错处︰_________ 

 

〔051〕 使徒行传 2：6 

 评注︰使徒用乡下话传福音，叫人感到很闷。 错处︰_________ 

 

〔052〕 使徒行传 2：11—12 

 评注︰有些乡下话很难明白，教人半猜半疑。 错处︰_________ 

 

〔053〕 使徒行传 2：5 

 评注︰虔诚的犹太人常到神的圣城，所以虔诚的基督徒该常到神 

       的家──教会。 错处︰_________ 

 
 

VI. 按「文体」来观察和分析 

 

「文体」就是一段经文或文章所采用的体裁。研经时我们必须观察经文的文体 — 记叙文、论说文(教

训、「讲章」)、诗歌、比喻或其它体裁，因为语言的每一种体裁都有特点，需要特别的解释方法。 

 

例如:「基甸领他们下到水旁」(士师记 7:5)和「他(耶和华)…领我到…水边」(诗篇 23:2)在表面上是很相

似的经文，但两者意思不一样，因为它们是采用不同的文体，因而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 

 

士师记 7:5 是记叙文，所以是按事实来述说，因此可按字面直接来解释 — 基甸真的把一些人(「他们」)

领到水旁。诗篇 23:2 是诗歌，是作者抒发他的感情，因此不一定可以按字面解释，而是作者借用水

边的图画来描绘，耶和华如何带给他心灵上的安祥和舒畅。 

 

圣经的经文是采用许多不同的文体，也许这是神的灵的意思，让我们能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真理。

下面是圣经采用的主要文体，和观察分析方法的简介。 

 

１. 论说文（专题讲论、讲章、书信中心）： 

论说的题目是什么？（提示：重复词语） 

项列有关题目的道理﹣避免重复，清楚直述。 

 

２. 记叙文（历史、传记）： 

可见闻之事迹﹣因而猜想实际发生史实。 

特别形容之处或评语 ﹣找出作者而取出要带出的道理。 

 
 

３.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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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作者的感受（可能在演变中）。 

这些感受背后的道理。 

 

必读: 〔陈润棠〕第四部第十一章(第 187-192 页)「诗篇的解释」 

进深附加阅读: 〔史诺顿〕第十八章(第 154-162 页)「希伯来诗」 

 

４. 比喻（譬寓）： 

（留意上下文的题目。） 

比喻要澄清或强调那一项道理？ 

 

５. 格言集： 

类似论说文，但可能有几个主题，因而要分题项列。 

 

６. 书信： 

惯用语的意思。 

惯用语∕信件公式语中有何额外的形容。 

 

７. 启示性文学作品： 

绘出所形容的图画，并猜想作者的感受？ 

这些感受背后的道理。 

 

附录 1：练习题建议答案 

 

〔001〕神   〔002〕人   〔003〕因为他们无学问、不坚固。   〔004〕B   〔005〕C   〔006〕B 

〔007〕圣经的道理能够叫未信主的人因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能 

〔008〕圣经的道理能教训、督责信主的人，使他们归正，教导他们学义。 

〔009〕总括来说，圣经的真理最终的结果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010〕B   〔011〕B   〔012〕A   〔013〕视乎经文的主题是否在整本圣经中经常出现。 

〔014〕可能与经文时代的风俗有关，可参考其它类似的经文。 

〔015〕可察看这些词语在其它经文（尤其是类似或同一作者的著作）中的意思。 

〔016〕查看教训与圣经其它地方的教训有没有冲突。 

〔017〕A   〔018〕B   〔019〕C   〔020〕D   〔021〕D   〔022〕B   〔023〕A   〔024〕C    

〔025〕D   〔026〕B   〔027〕A   〔028〕C   〔029〕A   〔030〕D   〔031〕B   〔032〕C    

〔033〕A   〔034〕A   〔035〕C   〔036〕B   〔037〕A   〔038〕D   〔039〕A   〔040〕A    

〔041〕B   〔042〕B   〔043〕C   〔044〕C   〔045〕D   〔046〕D   〔047〕E   〔048〕E    

〔049〕B   〔050〕D   〔051〕A   〔052〕E   〔0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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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郑以心《解释神的话》 

A. 引言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

全，豫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17）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

门上。”（申 6：6-9）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 1：20-21）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能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

讲解这事，信中有些难明，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后

3：15-16）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因着神的怜悯，神将圣经（祂自己的话语）赐给世人，藉此使人可对祂的爱和真理有明确的了

解，不但如此，神的话更能成为每一个信徒走天路的明灯和帮助。在提后 3：16－17 中主明明的指

出圣经对属神的人主要的功用是使他们能透过对圣经的确信、研读和了解，更能摸清神的心意，对

神的「教导」和「督责」产生「归正」与「学义」的积极表现和态度，以致在生活上因着遵行神的

心意（行各样的善事）而得以完全并能全然讨神的喜悦。 

 另一方面，藉申 6：6－9 神提醒信徒，祂的话、祂的命令皆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此信徒

必须谨记，将神的话放在心上，而且更须将神的心意教导子孙及众人。“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

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正强调每个属主的人皆有责任以神的话为生活的准则，

而且更须带领家中的儿女子孙认识神。并在日常的思想、行动、与人交往及言语上，皆将神的话及

命令作为思想与行为的重心。“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总之神的话必

须成为我们生活的标准和模范，对个人在家庭、社会及国家的范围上皆有应用的价值。 

 神勉励我们对祂的话语深入的研究，并切实的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中，这实是祂对人慈爱的表现，

因为没有神话语的光照，我们根本不知何为善，更不知该如何走在神的心意中，此外，透过彼后 1：

21 中，神叫我们认识祂的话乃全出于祂“……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既是出于神，人就绝不可

能随便强解或轻慢。换言之，人绝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或一时的冲动来解释神的话。我们必须谦卑

的来到圣经的原作者──神的面前，恳求主的引领和光照，尤其对圣经中一些难明的地方，我们更不

可随便的解释，否则就是自取沉沦，惹来神的怒气或导致种种异端的出现。故此我们实在需要主的

怜悯、圣灵的引导，才能对神的话语作真正而全面的了解。 

 神除了要求我们在祂面前要「对祂的话追求，有清楚的了解」、「教导家人明白」、「实行并应用

主的话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及以「谨慎并等候圣灵的引导来研读神的话」外，在积极上神勉励我们

更须「……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在原文的意思中是指到我们在了解神的真道时，

必须好象一个屠夫小心地按着牲畜的肋骨之接驳处下刀屠宰，完美地肢解牲畜。意即指到我们在明

白神的话时要按着正意，随着合适的方法正当地应用，这样才可真正了解神的道，并以之作为我们

生活行事的准则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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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经的步骤 

在引言中我们已略知神的心意乃是要求我们对祂的话语作深澈的研究、了解和应用。或许在我

们要进一步讨论解经的原则以前，我们要先讨论解经的步骤。换言之，我们须先对解经的过程作一

个认识，然后才能深入探讨。其大纲如下：－ 

１． 安静祷告 

２． 阅读经文数次 

３． 找出经文中的“事实” 

４． 找出经文中的“含意” 

５． 参阅工具或参考书籍 

６． 应用解经原则 

７． 指出经文中的教训（包括勉励或责备） 

８． 以现代的思想型态观察经文中的教训对现今世代的意义 

９． 默想经文 

１０． 再次阅读经文看看有没有其它的意义 

１１． 推论出应用及方法，以实行经文中之教训 

１２． 祷告交托主 

 

１． 安静祷告 

在引言中我们皆知道圣经的原作者是神，故此我们必须先到神的前面，祈求圣灵的光

照和教导，我们才可以对圣经有真正的认识及了解。透过安静祷告，我们可求主预备我们

的心，并除去我们内心中的忧虑及问题，这样我们才可借着读主的话与祂有密切的接触。

太：5：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必得见神。” 

另一方面，我们可透过祷告，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确信圣经乃神的话语及为圣灵亲

自的默示。这实在非常的重要，综观现今的世代，很多人以不信、批评及倚靠自我的聪明

来解释神的话。难怪我们越读越不能明白及接受，反倒采攻击及弃绝的强硬态度。 

除了求主赐我们十足的信心来相信圣经的真确性外，我们更要求主让我们有信心相信

不论圣经何等的深奥，然我们仍可明白。因为神已差派保惠师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祂要

引导、指教，并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完全明白神的话（参约 14：25－16）透过向主这样的祷

告，我们才不致落在撒但的陷阱中，因自己的杂念或不正确的态度以及因以圣经深奥难明

而放弃解释及了解圣经的机会。 

此外，我们必须藉祷告求主赐下我们有谦卑及饥渴慕义的态度来解释神的话。因为神

应许凡饥渴慕义的人必得心灵的饱足（参太 5：6）。 

最后，我们更须求主赐下我们有行动的信心。因为雅 2：17 明说：“这样，信心若没有

行为就是死的。”就在我们要开始解释圣经时，我们就须求主赐下那种渴慕实行的信心。这

样，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的解释及明白圣经的话语。若只在思想知识中解释或认知圣经，

可以说这只是对圣经有初阶的解释，若能在行为中将之实行，我们才可以进深一步的领悟

圣经中的真义。求实行的信心，也须同时求实行的力量与顺服的心。因为圣经的其中一个

功用是「使人学义」及「督责」，换言之，神不但会藉圣经指斥世上不义的罪恶，就连我们

内心中的私欲，神也会毫不客气地指责。我们除非求主使我们有悔改及实行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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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们是难以在生活上实行出来。没有真正实行动力的真理，正确的解释及知道圣经的

意义就成了没有意义的过程。 

因此，在解经前，我们必须先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安静自己、预备心、求主

赐信心、完全的信心、顺服的灵、预备实行的力量，借着圣灵的指引，我们的读经解经才

会有意义并能进到神的心意。 

记着，世上难阻我们完全明白及遵行神话语的二个大敌人，一是魔鬼，二是我们自己。

有了祷告，这二个敌人皆可被打倒。 

２． 阅读经文数次 

在祷告以后，我们必须打开圣经仔细的阅读数次。俗语说：“无三不成几”虽然各人的

背景与知识皆有差异，然笔者以为最少我们应该存安静的心阅读三次，也许这可帮助我们

对经文会有概略性的了解，然实际的次数仍须视各人的情况而定。 

 

３． 找出经文中的“事实” 

所谓经文中的“事实”就是一段经文中所论及的重点及各项事情的先后、时间、地点、

人物等；此外，在一些论及教义、神学的经文中，我们必须分清事情的先后命题及彼此的

关系。我们大可透过纸笔将这些事实找出并记下。 

 

４． 找出经文中的“含意” 

意即在分析及列出事实和细则后，我们便须着手处理（观察）整段经文中所有的意义，

尤其须特别留意其中的用词。例如：特别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地名、人名或特别的词

汇，此外我们更不可忽略一些特别的短句或引用当时的俗语，常用语等。再者，我们也须

着眼在经文中所引用的行事方式、习俗及当时的用品。透过这些我们可以对经文的“含意”

有进一步的了解，这好比一个学数学的人对已惯用的方程式作一个方程式之来作印证推论

之研究。结果可以对该方程式及连带之观念有更深一步的领会。 

 

５． 参阅工具或参考书籍 

因着研究及解释经文是进一步的认识神的话，故此我们不将参考书及工具书籍放在第

一步。免致别人的领会先入为主地存于我们的观念中，左右了我们对神的话有更客观及进

一步的认识。在前面的四个步骤中，我们是可以对经文有一个很初阶的认识，但经文中的

一些难题却必须以工具或参考书之帮助才可以解释，透过注释书、圣经辞典、地理背景等

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些特别的名词，特别是希伯来文的名字中，更是有不同的含意。我

们必须参考一些学者的研究才可领悟。若然我们还可参考原文、原文辞典等，这个得益就

更不少了。 

 

６． 应用解经原则来解释经文 

这是一个活学活用的步骤，我们要尝试将所认识的解经原则套入该段经文中，以协助

我们对经文作一深入的认识。这方面并不太容易，惟有越多的练习，才能越熟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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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找出经文中的教训（包括勉励和责备） 

到了这一步，我们想必对圣经已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这时我们便可以略略的知道经

文要说些什么。那我们不应就此就觉满足，应小心地将真理及教训列出。在列出这些之时，

我们要小心谨慎把圣经中的教训之正反面分得清楚。因为圣经除了神对人的劝勉鼓励外，

也曾将人性一些的弱点毫无保留地记下，以作后人的鉴戒，若我们不能分辨清楚，甚至有

人误以为圣经中所记的全面学效，而没有了解其正面的鼓励与反面之责备，那就很容易做

成问题。例如，有些父母以为圣经中的名称皆是好的，就以自己的儿女之名称命名，殊不

知也许有些名称的意义乃为鬼之名称，如“别西卜”（可 3：22）这虽无可厚非，但也不见得

好，故若能分辨会较好。 

 

８． 以现代的思想型态观察经文中的教训对现今世代的意义 

因为经文中所记载的真理皆有时代及文化作为背景，故此有时也许我们会感到有点离

我们很远。为此我们在以当时的眼光分析完圣经中的重点及教训后，必须以现代人的眼光

及背景，再看一遍，透过比较，我们便能将经文中的精义不受时代文化的规限，将其不好

真理抽出，清楚了解经文的意义。 

 

９． 默想经文 

在一个基督徒属灵追求的生活中，祷告、读经、默想乃是不可缺少的事情。特别在解

释圣经时我们更不可忽略这一点，在对经文作了一段时间在文字上钻研之后，我们必须静

思下来，单在默想中与神交通及再思这段经文的含意，因为经文中的真理并不只是规限在

知识的范畴中，而在灵里的境界，故我们必须在默想、祷告并与神交通的情况中作深一步

的领会。若时间许可，这是十分美好，然要小心自己「魂游四海」及「发白日梦」否则这

个默想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10． 再次阅读经文看看有没有其它的意义 

默想后再次小心地阅读经文，看看自己有没有疏忽或遗漏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按笔者

个人的经验，很多时候在这一步，我们会发现更多被忽略之处，而往往又是颇为重要的。 

 

 11． 推论出应用及方法，以实行经文中的教训 

圣经是本实用的书，除了教导我们有关神的真理以外，更与我们的生活有极密切的关

连。故此我们在获知该论经文的正确真理后，必须按着所得的应用在生活上。当然方法亦

是不可少的一点，在思想应用及方法时，我们要先从自己想起，若我们将要领查经或主讲

经文时，则其应用及方法必须能适合听者的背景，这样我们才能更深的体会并领悟经文的

意义。 

 

 12． 祷告交托主 

保罗的属灵经历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罗 7：18）的而且确，

魔鬼一直用方法要难阻信徒去阅读、解释及遵行神的话。故此我们必须以祷告交托主，求

主保守，助我们将祂的话藏在心中，并切实的实行出来，直到能见主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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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解经步骤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模式，故信徒可把之作为参考，按着需要及熟练的程

度作适度的增减。 

 

C. 解经原则 

解释圣经的原则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一般的解经原则，其二类是特别情况的解经原

则。笔者就这两方面试加以讨论，至于其间所讨论之细则的先后次序则非按次排列。 

 

１． 一般性的解经原则 

ａ． 让圣经对我们说话或让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谈及解释圣经时，我们会容易有一个错觉以为是我们自己主动的去解释圣经。

其实解释圣经一事的本质却好象一个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所作的去发掘及发现已经

存在或早已发生了的事情，而绝非可靠自己凭空的想象或创作力可构想的。神将圣经

赐给世人主要乃是想将人所不知的事情向人显明，基于此，我们若要解释圣经必须先

让圣灵光照我们，让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才可真正明白其中的真理。若我们不采此

基本原则，而反之以自己的聪明自恃，凭私意解释圣经，这将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ｂ． 以经解经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参考圣经中同样记载这段事实的经文，以从中找出解释。虽

然并不是每一段经文皆有重复的记载，但若有我们必不可忽略，因为圣经的作者若以

不同的角度记载同一件的事实，可能你会发现在对照后正是彼此的补足是可互为解释

的。 

例如： 新约经文可成为旧约经文的解释； 

 撒种的比喻（前一段是比喻，后一段是解释此比喻）； 

 四福音中的事迹；又如来 11：1  

 本身就解释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ｃ． 找出原作者的意思 

这“原作者”是指每卷书之不同的作者，换言之我们一定尽量了解作者的一切资料：

他是谁？他的性格如何？以前的职业，受的教育背景，文笔与文风与及作者作书时的

背景。 

例如：在腓 3：2 中，保罗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

防备妄自行割的。”在一般犹太人的观念中，狗或犬类常与外邦人或不属神的人连放在

一起。但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的犬类并非是指外邦人，乃是指那些犹太教中的教训或指

其它不合真理的学说。 

 

ｄ． 重信心，但不忽略理智 

在解释圣经时，我们必须求主赐下足够的信心，但这并非表示我们可以轻忽理智

的一部份。反之，我们是以信心作为解经的基础，以理智作为配搭的分析。例如：出

12：40 记载“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但在创 15：13 及徒 7：6 中则记载

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四百年。这表面看来，好象三处经文是互相矛盾和冲突。当在这种

情况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先要以信心来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事实该不会互相冲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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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们可以再从一些的参考资料，以理智仔细的查考分析。这样你必会发现，原来

在出埃及记中所指的四百卅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数目记载，而创世记及使徒行传中的四

百年是以近整数的方式来描述神的应许，若参考很多其它文学的记载时，他们也多会

以整数来表达或取代一些正确的数目。例如他们的单位是以近十或近百等为整数。 

 

ｅ． 比较含糊的经文要向意义清楚的经文让步： 

圣经在基要的真理及教义中（例如：因信称义、独一真神等是有很清楚的教训。

但在某一类的问题上其间也许会有一些不太明显的记载，在遇到这种的情况，比较含

糊的经文就必须向清楚的经文让步。例如林前 15：29 说到“为死人受洗一事”上是保罗

在讨论复活的事情上引及此事，其间虽也有涉及救恩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最清楚的解

释，故在讨论救恩时，我们必须以其它更清楚的经文来阐释。 

（附：这里的“死人”不是指已经死了的人，若比较林前 15：33 我们会发现保罗是

说在神眼中的世人皆为“死人”，因为没有神的生命故之然为死人，有了神生命的人也

要面对众人必须经历的“死亡”故也为“死人”，但在主里却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天主教以

为死人洗礼是有救赎功效是不太正确的。） 

ｆ． 参考经文之背景，风俗习惯及有关资料： 

因着经文记载的时间与我们现今有一段的距离，故此我们要参考以前的一切资

料，这样才可有进一步的了解，其中我们必须留意：－ 

(a) 当时的背景：－ 

主耶稣在太 5：38－48 中论及“以眼还眼及爱仇敌”的观念，若我们参考新旧

约的背景，我们会发现到原来：“以眼还眼”在以色列中推行并不是一项命令，乃

是一项在审判时给予审判官参考的原则，好使法官在判决时不会判处犯人过于所

该受的刑罚。另若比起当时的世代，以色列人有如此的法则已经是很有文化及仁

慈的处理。因当时所有民族皆可因向一人复仇而索连其家族甚或整个民族。了解

此背景，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在太 5：38－48 中教训他们在爱人的事上是要更深

一步，是远超旧约的范畴而积极地爱人甚或他们的仇敌。 

 

(b) 风俗习惯 

罗 12：20（参箴 25：21－22）「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

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原来在旧约时代，当一

个人在极度哀伤中，他就会披上麻，把灰撒在自己的头上，以示哀痛。在此节中

“炭火”一词应作“炭灰”，换言之我们若能善待仇敌，则也许他会因此而受感动，悔

改，以致他们会为罪哀伤，或会因此而哀伤到一个极度的情况，自己为罪蒙灰，

彻彻的痛改前非。 

 

(c) 地理 

雅 4：16“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在一般中国人的观念中，当北风刮

起时，天气多是寒冷而干燥的，但南风则是温暖而潮湿，而在巴勒斯坦地由于地

理环境之不同，因南面是大沙漠，故此南风吹来是炎热及干燥，北风吹来则是清



信徒成长课程: A3 之 释经法入门   页数 Page 20 

凉而潮湿，恰巧与中国地理相反，故此我们必须了解，免致误解而惹来笑话。 

除了以上各点我们也不可忽略度量衡及民生等事情。 

 

ｇ．留意圣经各词在不同情况下之用法 

例如：罗 9：6“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在圣经的一般用法中以色列人是指犹太人，保罗在这节中的第一个以色列是指以色列

人，而第二个以色列人则是指真正属神的人。这并不是保罗互相矛盾，乃是 ‘以色列’

一词在这里以一贯的用法及特别的用法来解释。 

 

ｈ．分析经文中之文法、结构、修辞及上下文之关系 

例如魔鬼在试探主耶稣时，向他挑战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

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主耶稣

却明明的知道，神在旧约中应许的保护不是“跳”，乃是在所“行”的路上保守属祂的人，

故主明明的对魔鬼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参诗 91：11－12） 

另犹大书 20：2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

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这里我们

常会误以为“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是整句句子。但在分析文法结构时，我

们才会了解其情况如下：－ 

 亲爱的弟兄啊， 

 ➀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你们要 ➁ 在圣灵里祷告 ，直到永生 

 ➂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➃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ｉ．以圣经的一贯真理作为解释经文的参考 

骤眼看来，我们以为罗马书中所论「因信称义」及雅各书中的「信而有行为」

是彼此有所冲突；其实当我们以一贯的圣经真理来处理这问题时，我们的困难就较易

解决了。为了对圣经一贯的真理有认识，笔者极鼓励信徒对圣经神学（旧约神学、新

约神学）及系统神学有基本之认识，换言之，多作神学之研究对解释圣经是有莫大的

裨益。 

 

ｊ．留心真理的多面或多元性的教训 

在某些经文中，可能所侧重之真理其教训只属一面性，但也许有些记载其阐释

教训是可有多面性的。（例如罗马书与雅各书对信心与行为各有自己的侧重点） 

 

ｋ．以“道”解道 

神的道有写成的道（圣经）及活着的道（主耶稣），故此我们可以着眼在主耶稣

的身上，透过祂的言行、教训及生活来解释神的话。、例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使

我们对很多旧约的教训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此外主在约 5：39 中明说：“你们查考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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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既然圣经中所见证的主角乃

是主耶稣自己，故此透过祂的全人，我们必可对圣经有新的领会。 

 

ｌ．我们必须接纳有些不明之处是我们现在解释不来的观念 

圣经是神向人的启示，其主要是向人显明神救赎的计划，使人藉之得以知道耶

稣为救主，并且也指出人得救的方法，但除了一些基本的真理以外，你也会发现圣经

中有一些深奥难明之处，尤以仍未应验之预言，的确是很难解释的。那么对于一些我

们现在不能理解的事，我们只得凭相信，日子一到主必会向我们解明，而你不要因此

而感到疑惑或内心不安。正如林前 13：12 中保罗说：“我们现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到了时候，就要面对面，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会知道，如同

主知道我们一样。” 

 

ｍ．尽量以旧约作为新约释经之事实的参考 

而在同一件真理之教训上，要切记多数而且往往旧约的教训是在新约之下。因

为旧约正如影子，新约正如实体，要了解其全面，必须互相参照，但要清楚其教训，

新约必来得重要及明确。例如在爱仇敌的教训上新约比旧约的解释更完全。 

 

ｎ．参考教会的信条，信经以作解经之助 

往往在历代的教会之信条或信经中，你可找到我们信仰之精意，但这只可供作

参考而已，绝不能以之取代圣经。 

 

ｏ． 圣经的基本真理，只有一个，但应用却可有各方面，且也可因着不同的环境、文化、

时代与背景而变化。 

例如：弗 5：4“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其中的“淫词

妄语和戏笑的话”在不同的社会可能会有不同的应用，而‘感谢的话’与中国人一般的客

套话也是有所分别。总之，我们必须小心按着基本的教训而正确及合适的应用。 

 

ｐ．解释经文时是着重精意而非外表 

神一直在圣经中让人知道祂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而神在我们查考圣经时更希

望我们不是了解表面，而是个中的精义。因为圣经只是透过有限的细节、文字及时间

环境来表明那不受时空限制的真理。故我们在解释时应同样着重精义。 

 

ｑ．分析经文记载的事实是有「详述」或扼要「简述」的分别 

例如：在路加福音的结束部份，往往会给与人一种错觉，以为耶稣的升天及复

活是在同一天发生，其实参考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时，我们会发现他对主复活与主升

天的事曾花很多篇幅及时间去详述及记载。 

 

D. 解经方法的提议 

在Ｂ＆Ｃ点中我们曾花时间去探讨解经的原则及步骤。现在所提的方法仿如在一架机器上加一

些润滑的作用，这只可作为辅助性的参考是绝不能取代以上我们所讨论之解经重点的。 



信徒成长课程: A3 之 释经法入门   页数 Page 22 

 

1. 参考不同的圣经版本 

程序：－ 

ａ． 先把常用的圣经（多为和合本）阅读该段经文数次。 

ｂ． 尽量找出不同的圣经版本 

ｃ． 以自己的圣经或常用的一本作为基本，然后比对其它圣经的版本。 

ｄ． 找出彼此间不同的用语、名词、动词、句子的结构等之分别 

 借着这种比对的阅读，我们一定会发现不同的版本会在翻译及用词上会有少许

的不同，甚至有时因着句子结构及用词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分别。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一

定会帮助我们对该段经文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当然，若我们的能力能阅读原文圣经，

则便该以原文圣经作为主要参考的版本。 

 

2. 使用串圣经 

 串珠圣经比起其它的圣经会多附加一些相同记载及有关经文之索引。其形式约如下图：－ 

 

  

程序：－ 

ａ． 先将该段经文阅读数次 

ｂ． 根据指示（1，2，3 或ａ，ｂ，ｃ等数目字）翻查有关之经文。也许藉此找出其旧约的

背景、来源、先例、特别的解释及词汇。 

ｃ． 为方便计，你最好有二本相同版本的圣经在手，以便翻阅容易。 

 

3. 发掘经文内容的次序 

程序：－ 

ａ． 先把经文阅读数次（若应用不同版本互相参照更佳） 

ｂ． 找出不同的用词（terms) 

 例如：人名、地名、用词、特别的名词等，另利用小组查经中的五间法： 

 Why（为什么） Where（那里） When（何时） 

 What（是什么） How（如何） 

ｃ． 找出事件的历史背景，包括物质文化背景及风俗文化背景。 

ｄ． 简单找出内文中字句的次序及关系 

ｅ． 参照全书的宗旨，论题及中心思想等。 

 以上的提议将可助我们更有效的完成前半部的解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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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内向外的思考方法 

 

 

 

ａ． 字－在阅读完数次后便该着眼在不同的“字”或“词”的本身含义 

ｂ． 中心思想－仔细思想该段经文中心的教训是什么 

ｃ． 分析文体结构－ 以文法的规律分析经文的结构，藉其要旨及中心思想作进一步了解。

特别注意在文法上其主句（Main clause）副句（subordinate clause）的关

系，还有形容词（adjective）及助动词（adverb）等之先后次序。 

ｄ． 了解上下文之关系－ 仔细比对上下文之命题，通常作者若在上文提了，下文就自然不

会再详细的解释。故为防止断章取义，我们必须仔细参阅上下文，

有人曾说：“a text out of context is pretext”，意即不根据上下文来释经，

就是随私意解说。 

 

 

5. 利用标题或查经方法来协助解经 

 所谓标题式查经（Topical Bible Studies）就是将集中在圣经中的某些题目：如信心、爱心、

圣洁等加以专门性的研究，借着经文汇编或串珠圣经所提示的翻查，将可对该真理有较全面的

了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协助我们解释某段经文，其程序：－ 

ａ． 先阅读该段经文数次 

ｂ． 找出经文中的主论及副论的题目 

ｃ． 利用经文汇编、圣经辞典、串珠圣经找出其它记载有关或类似题目的经文 

ｄ． 分析圣经对这些题目的全面教训 

ｅ． 以其全面教训作为标准再次思考这段经文的特别意义。这个方法可能较为适用于解经

步骤中的中间步骤。 

 

6. 创作性的发问（Creative Questioning） 

 这种方法较为适合于解经步骤的最后部份。换言之，我们必须在找出经文的内文及有关解

释才合适使用这法，其意义为以“信心”的态度来从各方面发出问题。 

例如： 为何这段经文含有如此的教训？ 



信徒成长课程: A3 之 释经法入门   页数 Page 24 

 为何这段经文会在这书卷中的这部份出现？ 

 还有其它的含意吗？ 

 对现今的世代有何提醒及讯息？ 

 是否与现今的知识有冲突？原因何在？ 

 ……？ 

 这种方法没有一定的程序及发问方式，要视乎各人的创作能力（Creativity）而定，没有太

绝对的准则，深信主必定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7. 灵修式解经（或亮光式解经） 

程序： 

ａ． 阅读经文数次以了解其基本讯息 

ｂ． 找出该段经文对个人之特别亮光与教训 

ｃ． 略略将自己对圣经的认识与亮光、教训作比较 

 笔者以为这种方法只适合于个人使用，不宜随便在公开聚会或领小组查经时作

解经之用。若真要在公开的聚会中有所使用，最好有属灵长者或曾对该经文作准备之人

在场。这可免致不必要的错误。 

 

E. 工具书籍 

为了更有效的解释神的话，笔者极鼓励弟兄姊妹个人在神面前作思想研究，并要采用不同的参

考书对照。但切记工具书只作参考，绝不能以之取代你该在神前的领受。 

 

１． 不同版本的圣经 

ａ． 圣经的和合本及不同方语言之版本（中国） 

ｂ． 串珠圣经 

ｃ． 中文圣经新译本 

ｄ． 当代圣经 

ｅ． 中文圣经现代人译本 

ｆ． 不同的外国语文译本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s,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s, 

 Good news for modern man 

这些非常实用，另若懂得原文圣经自然更理想，还有 Greek-English Interlinear Bible 

 

２． 经文汇编 

 中文经文汇编 

 Young’s Concordance, 

 Strong’s Concor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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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圣经释义书籍 

 ａ．圣经要义（旧约） 贾玉铭 晨星书屋 香港 

 ｂ．新约书信讲义 陈终道 宣道书局 香港 

 ｃ．圣经新释 古凡等人合编 证道出版社 香港 

 ｄ．The New Bible Commentary Revised Edited by Guthrie & others IVP; U.K. 

 ｅ．A Commentary on the Holy Bible By Matthew Henry, Zondervon; U.S.A. 

 ｆ．Tyndale Commentaries Tyndales Press 

 

４． 圣经辞典 

 a.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IVF & Eerdman’s 1962) 

 b. Hasting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c.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 

 d. The illustrated Bible Dictionary (IVP) 

 

５． 圣经手册 

 ａ．圣经手册 海靳博士着 证道出版社 香港 

 ｂ．Lion’s Handbook（英文版及中文版） 证道出版社 香港 

 

６． 圣经地图－圣经内附有地图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圣经地图 

  

７． 圣经背景及综览 

 ａ．新、旧约辅读 香港读经会 

 ｂ．New Testament Survey 

 ｃ．Old Testament Survey 

 

８． 神学用书 

 ａ． 旧约圣经神学 

 ｂ． 新约圣经神学 

 ｃ． 系统神学 

 神道学 贾玉铭 少年归主社 台北 

 系统神学 史特朗 浸会出版部 香港 

 Systematic Theology  Berkhof 

 

９． 考古学书籍 

 

１０． 圣经历史 

 ａ． 希伯来史精义 希斯德 浸会出版社 香港 

 ｂ． 新约精义  浸会出版社 香港 

 以上所列出的并不是最详尽的，但也许可供阁下作参考。 

 

新旧约导论之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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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结语 

对于解释圣经的步骤、原则、方法之探讨，笔者只就个人的认识提供以上肤浅的见解。最重要

还是读者自己本身肯付代价去钻研及努力。而且必须在明白真理后肯切实的实践，否则这只不过是

一套空谈的理论而已！！ 

 

G. 功课／实习 

１． 请用各种可用之方式（例如讨论、戏剧、诗歌…）将解释圣经的步骤表现出来。 

（先将弟兄姊妹分成小组，给与足够时间作准备，然后各组按次序演出，在每组表演后弟兄姊

妹可表示意见以作改善解经步骤之用） 

 

２． 请以解经步骤作基本，加上不同的方法作辅助解释约 3：1－15 

 ａ． 参考不同圣经版本 

 ｂ． 使用串珠圣经 

 ｃ． 发掘经文内容 

 ｄ． 从内向外的思考方法 

 ｅ． 利用标题式查经来协助解经 

 ｆ． 创作性的发问 

 

 (此份资料完成于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