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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的释经问题 ─ 当研读书信的时候，
往往会思考 这 段经文今天对我的意义往往会思考，这一段经文今天对我的意义，

我们定名为释经，也就是应用这一段经文
当经过准确的解经 就要思想当经过准确的解经，就要思想 ─
怎样适当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处境

有些原则…
1. 研究论述的逻辑发展 ─

从历史背景、文意脉络，

看这段经文对过去的教会，它的意义是什么？

2. 研究语句背后的状况，好好解经 ─
圣经时代有些特殊的生活状况，

跟我们今天的状况明显的有不同，今天
有些可参照、有些不见得

3. 书信常会引用不同的文体，譬如诗歌…

提前三1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对自己信息的回应。

腓 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对自己信息的回应。

会引用教条…

腓二6-8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讲述基督论的教义 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讲述基督论的教义 ─ 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腓立比书的历史背景 ─ 保罗在监狱中，腓立比书的历史背景  保罗在监狱中，
腓立比的教会差遣以巴弗提来探望；

之后以巴弗提生病，病愈后，保罗叫之后以巴弗提生病，病愈后，保罗叫

以巴弗提带了这封信回到腓立比。

腓立比书的文意脉络 ─ 保罗现况报告、致谢，
劝勉教会 要有和谐的生活 避免犹太教的异端劝勉教会：要有和谐的生活、避免犹太教的异端。

基督论的诗歌是保罗对合一的劝勉 ─谦卑是合一的正确态度，
赞美诗歌提醒 稣基督是谦卑的 高典范赞美诗歌提醒 ─ 耶稣基督是谦卑的至高典范

教会当中要合一、每个人要谦卑，

怎 卑 学像耶稣基督怎么样谦卑？学像耶稣基督

当有准确的解经、去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

不是只有效法耶稣基督谦卑虚己的榜样，

其实你我生命中，已经拥有耶稣基督虚己谦卑的生命，拥 命，

基督徒能够舍己谦卑，是因拥有耶稣基督的心
 不是只有效法他外在的行为而已是 有效法 外在 行为

这是很典型 ─ 如何从正确的解经、到准确的释经应用，
不是只有效法某些外在的 书信当中的教导不是只有效法某些外在的、书信当中的教导
而读出经文中原本的意义，使信仰生活是有根有基的



书信释经当中的规则…
经文 表 没有的意思1. 经文 不可能表达出原本作者、读者都没有的意思 ─

林前十三10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林前十三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这完全的是什么？有学者解释 ─
对比保罗论述终必归于无有的恩赐对比保罗论述终必归于无有的恩赐、

先知讲道之能…
是指等到新约全书成书的时候是指等到新约全书成书的时候，

先知讲道之能就结束、

再需要有新的启示了不再需要有新的启示了…

 这不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人，可能拥有的意义不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 ，可能拥有 意
上下文当中所指的是 ─

当主耶稣再临，这个世界的样子过去，耶稣再临， 个 界 样子 ，

我们不用再像镜子当中所看的、不清楚模糊的

2. 今天的环境，与第一世纪的环境，
有些情境没有办法相同类比 有些是类似的有些情境没有办法相同类比，有些是类似的…

罗三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从罗马书成书到今天，仍然一样的问题、状况…

不信的林后六14a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最熟悉的释经应用 ─ 不可跟不信的人结婚、交往最熟 的释经应用 可 婚、交往
解经到释经 ─ 上下文是跟拜偶像有关联；

不要只限定于婚姻，反而要思想：

当跟不信的人、不同价值观的人，

一起做事情，恰当吗？做事情，恰 吗

经文本身指的是什么？不要只释经应用在我们认为的环节，
神的话 先看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 对他们的意义神的话，先看主后第 世纪的教会，对他们的意义

更广博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状况

有一些在书信当中面对的状况，跟我们当代不见得一样，
列出了七重原则 文化的处境当中 需要有敏锐度列出了七重原则 ─ 文化的处境当中，需要有敏锐度…

1. 上帝在主后第一世纪、特殊历史的情境当中，帝在 后第 历 的情 当 ，
赐下永恒的话语 ─ 文以载道，文包含了

语言、文字，也包含了文化，要来区分…
核心教义 ─中心信息

譬如：人的堕落、耶稣基督的救赎…

某些枝节问题 ─次要信息
譬如：妇女服事的问题

譬如 人的堕 、 稣 的救赎

譬如：妇女服事的问题，

 主后第一世纪文化处境，

姊妹们不见得都有机会受教育姊妹们不见得都有机会受教育，

不可能跟弟兄们一样，平等的承担很多教会事奉

 妇女蒙头的议题 显然就是次要信息 妇女蒙头的议题，显然就是次要信息，

并不是主要、核心教义的信息

2. 要区分 ─ 保罗的教导是否关乎道德？
有时候我们把它只是贬意为文化的议题有时候我们把它只是贬意为文化的议题，

就不用延伸到现今，这要留意一下…

主后廿一世纪，把同性恋的议题
沸沸扬扬的认为说沸沸扬扬的认为说：

要尊重有不同性别倾向的人！

圣经的教导又是如何呢？

旧约律法 直到书信 让我 很清楚从旧约律法一直到书信，让我们很清楚 ─
 怎样去尊重一些不同的文化处境，

可是仍有上帝所给道德性的界线
 也许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外貌，

可是要留意道德的核心



3. 新约对这个议题的教导，是否前后一致？

姊妹事奉譬如：保罗对姊妹事奉的教导…

罗十六1 女执事非比罗十六1 女执事非比
罗十六3 姊妹同工百居拉
罗十六7 女使徒犹尼亚

不要只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罗十六 女使徒犹尼亚

不要只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对于姊妹事奉的教导 ─

在敬拜中产生的混乱在敬拜中产生的混乱，

保罗有一些提醒的指示

可以看整体新约其他的经文可以看整体新约其他的经文，

对姊妹事奉的教导，

去找出其中的原则去找出其中的原则

4. 区分原则和应用 ─ 保罗提出些原则，要如何应用？

林前十一 保罗引用创造的次序，
来支持姊妹在崇拜当中要蒙头的原则…
绝对的原则是创造的次序，

哥林多城，男女混杂的文化处境中，

教会崇拜中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见证

保罗以创造的次序叫哥林多教会来思想 ─保罗以创造的次序叫哥林多教会来思想
上帝做事是有次序的，敬拜也应当有次序，

应用于当时社会文化的处境 ─

不要把保罗的那个应用直接套用在今天的教会 ─
姊妹们在崇拜当中要蒙头。

不要把保罗的那个应用直接套用在今天的教会
只有姊妹们 照着哥林多前书的教导，蒙头才能去聚会

要顺服在上帝创造的权柄当中要顺服在上帝创造的权柄当中，

不只是按照字面 ─蒙头之后为所欲为、不懂得尊重权柄

5. 新约作者当时的文化处境，有些是无可选择的。

譬如：奴隶制度，保罗书信教导当中，

有提到对待奴仆、奴仆对待主人…
圣经记载了奴隶制度是当时文化的处境，

保罗无可选择的活在那个文化处境之下，

 没有在当下要废除奴隶制度

 并不代表保罗赞同奴隶制度

日后根据圣经上帝创造赋予人类尊贵价值地位的原则，

而废除奴隶制度

题外话：
如果只是一味的说保罗应该要废除奴隶制度，如果只是 味的说保罗应该要废除奴隶制度，

很可能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带来非常混乱的负面效果 ─带来非常混乱的负面效果
让奴隶没有保障、没有赖以为生的支持系统。

6. 留意整个文化背景的转变

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普及了，
在教会，姊妹们也拥有机会能够服事

我们今天面对圣经教导 ─
奴仆要敬奉主人 主人对待奴仆的原则奴仆要敬奉主人、主人对待奴仆的原则，

没有奴隶制度的文化处境当下，

雇主对待员工 员工对待雇主雇主对待员工、员工对待雇主，

不再是奴仆情境，可是这原则仍是适用的

7. 面对不同基督徒群体、对圣经有不同解释应用的人，
要学习尊重，不要认为我的就一定是对的。要学习尊重， 要 为我 是对 。

特别有些弟兄姊妹，有心从事跨文化宣教，

进入截然不同文化基督徒群体的时刻，进 截然不同文化基督徒群体的时刻，

要学习尊重别人。



某些族群对圣经的解释有他们的传统…
有些人认为 步入圣殿应当脱下脚下的鞋有些人认为 ─步入圣殿应当脱下脚下的鞋，

这有圣经的前例…
让你的自由是愿意谦卑虚己 愿意放下的让你的自由是愿意谦卑虚己、愿意放下的，

脱鞋或不脱鞋，并不是核心教义。

当遇见不同文化背景的弟兄姊妹，
对圣经的看法、认知，请保持尊重

用以上的几个原则，学习好好将主的话，

有智慧的在现今世代中，准确的实行出来

 我们负责任的读经、负责任的解经、

留心行光明的事留 行光明的事

 在释经应用当中、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当中，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当中，

忠心的活出主的话语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在学习怎么样解经、释经，

谦卑

祷告祷告
但也必须谦卑的承认 ─

我们的主观、我们的成见，

就是拦阻我们好好遵行主话语的关键。

谢谢你，你的话语、你的灵使我们得以自由，

自由的爱你、自由的顺服你、
自由的遵行你的话。自由的遵行你的话。

求主帮助、恩待 ─ 让我们按正意解经，

不是只有头脑的认知 也更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行为不是只有头脑的认知，也更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行为。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