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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聖經解釋 

 
I. 了解聖經的模式﹕觀察、解釋、應用（O-I-A） 

A. Bible Interpretation: What does it mean? 
� 個人釋經（private interpretation）是宗教改革的一個重要果子，改革者們用自

己的生命為我們爭取回來的權利，我們不可掉以輕心 
Private interpretation never meant that individuals have the right to distort the Scriptures. 
With the right of private interpretation comes the sober responsibility of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Private interpretation gives us license to interpret, not to distort.   
(R.C. Sproul’s Knowing Scripture) 

 
B. 我們之前討論和練習如何觀察聖經，現代讓我們認識如何「解釋」聖經 

� 聖經的文體（genre） 
− 教導性、教義（exposition）﹕利未記、新約的書信 

� 結構分明，邏輯性強，規範性 
− 敘事文體（narrative）﹕列王記、使徒行傳 

� 故事性強，有吸引力，但卻不一定是規範性的 
� 可以從這裏下手 

〔一〕 了解故事劇情和發展﹕故事前後有何不同，如何改變 
〔二〕 了解人物﹕他們如何被介紹出場，他們面對甚麼決擇，他們之

間和與上帝的關係，我們為甚麼喜歡或不喜歡他們呢？ 
〔三〕 故事和現實生活的關係 

− 比喻（parable）﹕耶穌在福音書的比喻、拿單先知（撒下十二1-10） 
� 比喻是一個帶出道德原則的簡短故事，使聽眾產生即下的回應 
� 耶穌最常用的體裁 

− 詩歌（poetry）﹕詩篇、先知書 
� 詩歌是人內心對上帝的開放；有學者說詩篇是上帝藉著我們說話 
� 希伯來詩歌的特色是句子結構，而不是音韻和諧 
� 先知書多用詩歌體裁寫成 

− 箴言、智慧文學（proverb，wisdom literature）﹕箴言、約伯記、傳道書、
雅各書 
� 作者在生命中經歷的屬靈經驗，正確但不是絕對，例箴廿一17﹕

「愛宴樂的、必致窮乏．好酒愛膏油的、必不富足。」 
� 箴言〔正常〕、約伯記〔反常〕、傳道書〔無常〕 

− 預言、天啟文學（prophecy，apocalyptic literature）﹕但以理書、啟示錄 
� 可多用 5 W + H 去了解經文 
� 天啟文學多用抽象、象徵、隱晦的表達；可觀察事情的前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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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五個解釋聖經的鑰匙 

A. 內容（Content）﹕整理5 W + H 觀察得出的結果 
B. 上文下理（Context） 

� 文體的上下文，例﹕「因此」、「所以」 
� 歷史的上下文，例﹕當時的歷史背景 
� 文化的上下文，例﹕路得記和士師記，耶穌比喻 
� 地理的上下文，例﹕耶穌醫治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 神學的上下文，例﹕聖經的啟示是漸進的，不一定需要把以後的神學套入

去，你如何了解創六8﹕「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C. 比較（Comparison） 

� 「以經解經」的原則 
� 經文類篇（Concordance） 

− Concordance 幫助我們認識和了解聖經某字、詞在不同書卷的意思 
− 這工具書把聖經裏所有出現的字、詞以英文字母的次序列出來，和記

錄其經文出處 
− 現在大多的 Study Bible 都有自己簡短的 concordance，但最好還是一本詳盡

的 Exhaustive Concordance 
− Concordance 是以某聖經譯本作基礎的，要選自己聖經合用的 

D. 文化（Culture） 
� 聖經被當代文化影響 
� 現代文化對今天讀者的影響 

E. 參考（Consultation） 
� Exhaustive Concordance（出名的有 Strong’s 和 Young’s），Bible Dictionaries（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和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Bible 

Handbooks，Atlases，Bible Commentaries（太多，不能一一介紹） 
 
 

III. 十個解釋聖經的實際的原則 
A. Like Any Book 

� 聖經不是一本「無字天書」，它有書普遍的特質 
B. Reading Existentially: getting passionately and personally involved in what we read 

� 不是以實存主義來解經，而是我們要個人投入經文當中去讀 
C. The Historical and the Didactic: historical narratives are interpreted by the didactic 

� 聖經記載的每一件事並不表示聖經一一認同，例摩西允許以色列人休妻 
� Didactic 就是教導、教義性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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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he Implicit and the Explicit 
� 以經解經的原則﹕例約翰壹書五16「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

當為他祈求、上帝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
求。」 

� 聖經教導我們當為犯了至死的罪之人祈禱嗎？ 
E. The Meaning of Words 

� 可參考聖經字典 
F. Parallelism 

� 了解詩歌的平行文體可以幫助我們解釋聖經 
 

作假見證的、必不免受罰．吐出謊言的、終不能逃脫。【箴十九5】 

 
智慧子聽父親的教訓．褻慢人不聽責備。     【箴十三1】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神、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 

我造光、又造暗． 

我施平安、又降災禍． 

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以賽亞書四十五6-7】 
 
� 以賽亞書四十五7 有被譯為 evil，但其中的平行幫助我們了解到是「平安的

相反詞」 
G. Proverb and Law: e.g. Prov 26:4-5 

� 智慧人的言語是需要思想的，不需要段章取義的去行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箴廿六4-5】 
 

H. 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  
� 要明白經文的中心真義，不要停留在字面上的條文﹕安息日的真義與條文 

I. Parables 
� 如何要認真的解釋比喻，最好的方法是參考不同的釋經書 

J. Predictive Prophecy: find the meaning of symbolism within the Bible 
� 嘗試在聖經中尋找象徵性事物的意義，如有需要參考可信任的釋經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