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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经的法则
第十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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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读圣经，在关键议题上用好的工具、
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诠释，
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诠释
 对于个人的益处，远远超过于只是聆听
 仔细读、正确解释，
仔细读 正确解释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个人要下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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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文体
希伯来诗歌体裁的「平行句法
行
」─
两个平行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1. 相互对应：
可能用词不同、但是指同一件事情。
撒上二8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得到儿子之后的感谢、祷告…
撒上二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用词不同，指同一件事情 ─神把人从卑微当中升高。
高举非从东、非从西、非从南而来，乃是从神而来。
 神 叫这人升高、叫那人降卑，是因为绝对的主权
叫这人升高 叫那人降卑 是因为绝对的主权
 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在神面前就会谦卑，
不会用人的方法 自己的努力 想去求得什么
不会用人的方法、自己的努力，想去求得什么，
而是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

诗篇

到底所读的这卷圣经 是用什么体裁写成的？
是诗歌体、比喻、书信呢？
书信比较就是叙述、论说文体。
不同的文体，
在理解、解释上就会有差异。

圣经文体 ─ 希伯来诗歌体裁的「平行句法」
2. 互相补充：
不同的用词，把作者所要表达的作更充分的说明。
箴十五20

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

智慧跟愚昧
智慧跟愚昧，
表现在面对父母时候的态度 ─
 让父母高兴快乐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让父母高兴快乐的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藐视父母或让父母亲伤痛的，是非常愚昧的
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口里所说的一定要从心里面来
 心里相信的话，也不能只藏在心里，
口中要把它说出来

罗十10

圣经文体 ─ 比喻

圣经文体 ─ 比喻

浪子的比喻，早期教父特土良解释 ─
浪子 - 基督徒；长子 - 犹太人；
浪子要求家产 - 人类对神的知识；养猪户主人 - 魔鬼
魔鬼；
；
浪子离家后，碰到人生各样的困境。
浪子回家，父亲给的袍子 - 亚当犯罪失去的儿子的名份；
父亲给他戴上的戒子 - 洗礼；摆设的筵席 - 圣餐；
被杀的肥牛犊 - 耶稣基督。

路十五11-32

这个解释充满了想象力 ─
 属于寓意式或灵意式的解释，常把个人的意思读进去
 特土良把比喻当成寓言，产生很大的错误
产生很大的错误
特土良在神学上有很大贡献，
三位一体名称是他提出来
 并不代表解释圣经每一处都是准确、正确


历史背景

特土良解释得不对，是因为整个方向不正确。
 找出要点，可以从讲比喻的动机来着手 ─

法利赛人和文士批评耶稣接待罪人，
，
大儿子就是暗指这些人

路十五2

 比喻的目的 ─ 失而复得的宝贵，理当欢喜快乐
欢喜快乐

要点、目的掌握住之后，解释比喻，
就不致于角度上 整个的内容上产生偏差
就不致于角度上、整个的内容上产生偏差。

历史背景

习俗、文化、政治、宗教背景，都与了解、
解释圣经，有很关键性的影响。
新约巴勒斯坦的政治背景是非常复杂的，
特别展现在耶稣受审判的过程当中 ─
巴勒斯坦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分封王治理巴勒斯坦…

耶稣首先被捉拿、受审，
在大祭司为首的公会，
被解到巡抚彼拉多面前。
犹太人最高
彼拉多又把耶稣送到
民事跟宗教的法庭。
分封王希律那里。

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呢？
 比喻是用整个故事所代表的教训，
去说明正在谈论的某一个要点
 不是要在故事的每
故事的每一个细节
个细节中去找教训

最后送还给彼拉多，
在他的手下
钉十字架。

耶稣被钉十字架，罪状他是犹太人的王，
用了三种文字 ─ 罗马官方语言拉丁文；
希腊文，当时通用的语文；
希伯来文，百姓的用语。
就像主耶稣所说的 ─
没有人能够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把我的命舍了。
被钉十字架时，旁观的人说 ─
神
，
你是神的儿子，可以救自己吧？
连与他同钉的强盗，也这样的讥笑他。
耶稣可以救自己的，
 但他不要救自己，他要救世上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顺服父上帝的缘故，
他就不会走十字架的道路、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根据上下文

罗马书跟雅各书，到底是一致的、

根据上下文


罪人在上帝面前降服、接受应许
罪人在上帝面前降服
接受应许
 纠正想要以行为取代信心，作为得救途径的人
 在因信称义的描述上面，他是非常把握重心的
的描述上面 他是非常把握重心的


还是相冲突的呢？

圣经的合一性 ─ 不同的年代、背景、
作者，不一定讲同样主题的时候，
还是具有一致的特性。
罗马书跟雅各书都在讲称义，可是有不协调的地方：
罗三28 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冲突？
雅二24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罗马书讲的是已经发生的信心，



雅各书讲的是现在的信心，
因着爱上帝而遵守命令的一种的状况
因着爱上帝而遵守命令的
种的状况
 要把得救的信心，用行为展现出来


根基都是信心…
 信心跟行为是一体的两面，是不能分割的
 雅各书的信息 ─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信心是因着行为得以完全

他们都讲到信心，可是层次上面有所不同，
我们就要进 步的去了解，
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当然牵涉到教义的解释法、诠释法。

根据上下文
林前十2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这里的凡事 ─ 指的所有的事情吗？我什么都可以做？
 看上下文就知道，这里的
看上下文就知道 这里的凡事不可能包含 ─

贪恋恶事；7、14 拜偶像；8 奸淫、吃喝的事…
很显然不包含在凡事的里面
 保罗所说的凡事，主要是指的吃喝的事…
林前十6

腓四13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个凡事，是自我中心的凡事？还是指的是什么呢？
保罗所指的 ─ 上帝所吩咐我们去行的，加给我们一个使命，
让我们在 个身分当中去履行这个使命的时候…
让我们在一个身分当中去履行这个使命的时候
神吩咐我们做，神就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力量。

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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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后二15

按正意原文指的是笔直、正直的切割，
不存偏见 不按着个人的经历或主张
不存偏见、不按着个人的经历或主张，
乃是按着圣经经文的原意。
就像 ─农夫犁田；修筑道路要修得笔直；
盖房子，石头要凿得方正。
读圣经、解释圣经，要注意作者在讲什么？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而读者读的时候明白了些什么？包括象征 寓意 比喻
而读者读的时候明白了些什么？包括象征、寓意、比喻，
 先从字句中去了解，然后才能够扩张到灵意
 没有字句的基础，
没有字句的基础 一下子就跳到灵意
下子就跳到灵意，就会产生问题
就会产生问题 ─
陷入无意义的想象、不合理的灵意化、违背作者的原意…

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 以经解经，
用清楚、容易懂的经文，解释不清楚、模糊的经文。
上帝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
但是却没有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为什么呢？

创四1-15

 来十一4 是因着信心的缘故，就是按着神所吩咐的去行。
 约壹三12 不可像该隐，因为他是属恶者的，杀了他的兄弟，

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犹
犹11 该隐的道路我们要避免。
 太二三35 亚伯是一个义人。
一个是有信心的义人；一个是没有信心的恶人
个是有信心的义人； 个是没有信心的恶人。
按正意分解之后，就能够抓住圣经的原本的意思，
使我们的信心 有根有基的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
有根有基的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
也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得蒙益处。

天父，我们谢谢你，

祷告

你不仅把你的话赐给我们，
你也要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来看你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让我们看重文体、看重历史的背景。
也让我们真的知道，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
经过正式的认知跟解释的时候，
 你的道就成为生命的粮食，
你的道就成为生命的粮食
使我们得到喂养、使我们得以健壮
 也使我们有路可以走 ─ 走跟随你的道路
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