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在读经

第八讲…
第八讲
…

解释 – 问、想

正确的解释 ─ 读经的第二步，
把我们所看到的圣经或资料 问 ─
把我们所看到的圣经或资料，问
 这是什么、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
 当时的意思是这样，今天如何解释？
当时
下一个步骤 ─ 怎么样可以在今天活出来，
让生活符合圣经当时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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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本身在成书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有解释的情形…
约一11

最晚写完的一卷圣经
最晚写完的
卷圣经 ─ 启示录，
到现在已经一千九百年，世界有多少变化，
现在读两千年前的记载 怎么知道 ─
现在读两千年前的记载，怎么知道
 这本书跟我们的生命能够密切的配合？
 作为今天生活的准则，会不会有问题？
作为今天生活的准则 会不会有问题？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他就是指耶稣，耶稣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来，
照理说应该都相信他、接受他，可是并不是这样。
12解释接待 ─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谁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
接受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神的儿女怎么来的呢 ─
13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怎么表现出他是神的儿女呢？
就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

发现事实的真相 ─ 观察，找出经文的原意 ─ 解释，
适应今日使用的应用，是把圣经用在生活很重要的过程。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 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那不信他呢？就灭亡、不得永生…
三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三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目的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约三16

问题 ─ 结果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结果是信他的
得永
不信他的，可能要灭亡、而且不得永生！
结果虽是如此，原因却不是如此 ─ 所有人都应该灭亡的！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已经 ─ 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罪已经定了…
每一个人本来都该灭亡、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永生
 可是神爱世人，给我们一条出路、得救的机会，
当耶稣基督来，他是提供一个机会给我们
来，
─
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三18a

从甲地到乙地去，大家都要走过去，
来了 辆车 说 ─ 有谁要搭上这辆车…
来了一辆车，说
有谁要搭上这辆车
有的人很相信、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人不相信
相信，
，
有的人上车 有的人不上车
有的人上车、有的人不上车。
假设车子果然到了乙地 ─
 就叫有些人省了九天的时间
 没有上车的人呢？他来了，我还是走十天
为什么有的人只 天就到了呢？因为你不上去
为什么有的人只一天就到了呢？因为你不上去，
 没有上车的人不能怪那个车子的
 要不要上车是你的事
上车是你的事 ─ 每一个人可以自己作决定！
每 个人可以自己作决定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让一些人本来该灭亡，
或说所有的人都该灭亡 没有一个例外
或说所有的人都该灭亡、没有
个例外，
耶稣来，让我们因耶稣可以得着永生。

 约二一11 那网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

有特别的意义吗？
 153条是字面，已经写得很清楚 ─ 就是153条


 约六55a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原始部落才这样做？耶稣到底什么意思？
路二二19b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耶稣明明拿一个面包，
穿越时空，我们怎么解释？
 林前
林前一一6 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
现在还做这件事吗？圣经怎么看这件事？
现在
做这件 吗
么看这件
当要使用一段圣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需要经过准确的观察 解释出圣经原来的意义
需要经过准确的观察、解释出圣经原来的意义，
然后让它可以用在我们身上。

文字、语言的隔阂、时代的背景，
如果不解释 有些经文我们很难能够理解 ─
如果不解释，有些经文我们很难能够理解
圣经到现在有几千年的时间，当时的时空、文化、风俗，
跟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跟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可十25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一般我们以为针的眼，不就是针上面有个小孔，
那么意思就是说 ─ 财主永远不用进天国了
 一定要问 ─ 当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针的眼、骆驼、财主是什么意思？


耶稣当时的话，所用的语言、思想，需要经过解释
 启二十 撒但被捆绑
撒但被捆绑一千年
千年，复活与基督作王的人是
复活与基督作王的人是一千年
一千年
千年。

一千年什么意思？365 或 366 天的一千年吗？
 是字面意义、寓意？还是特别属灵的涵义？
是字面意义 寓意？还是特别属灵的涵义？
我们需要知道…


1. 要问 ─ 不要怕问
当一而再再而三问老师，他可能才会答出你所要的答案。
 我作过老师，我以为他们都懂，
他问了，我发现他不懂，才知道怎么告诉他
 只有一个问题是笨的问题，
就是没有问出来的问题
 要问 ─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如此…
自问自答，有问才有答
路十九8

撒该站着对主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为什么是还四倍？问了就去找答案…
出二二1 人若偷牛或羊，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
人若偷牛或羊 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 四羊赔一羊
撒下12:6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
因为他行这事 没有怜恤的心
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
撒该这样说是有背景、有原因的。

1. 要问

1. 要问

你不问，你就说 ─ 讹诈别人，他就还四倍
 你要问 ─ 他为什么这样做？当时应该怎么做是对的？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共 153 条； 为什么要记载？
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原来当时旧约的时代，
 他可以把百分之二十做慈惠的工作
 不当的讹诈，加五分之一、就是百分之一百二十
可是他还人家百分之四百，
可是他还人家百分之四百
是超过当时法律、国家所规定的要求。
我们当然可以说 ─
当一个基督徒认识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
常常超过别人对他的期望来对别人。
如果这样解释，
样解释，

约二一11

─耶稣刚出来的时候，也有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耶稣刚出来的时候 也有 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耶稣跟彼得借渔船，把船离岸一点，
路
路五

向着岸、向那些人传道，传道完了，
向着岸
向那些人传道 传道完了
就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一网打下去，打了拉不上来的鱼，
就把雅各、约翰找来：「你们的船也过来」，
所以一网鱼、打两船。
合理推论 ─

一网打两船的鱼多？还是一网打 153 条的鱼多？

算是这段圣经可以去解释的一个方向。

2. 要想，解释比观察困难，因为要想、要推理

1. 要问
我推论 153 条鱼比较多。
约翰比路加晚写很多年，他要让人知道 ─
153 条大鱼是不可能的，他的记载是
根本没办法把鱼装到船上去，是把网拉到岸上来…
合理的推论，耶稣走了他们才去算的，
 耶稣第一次出来就告诉他们 ─ 要得人如得鱼
 最后耶稣再让他们看一次 ─
 要你们打鱼有什么困难呢？
难
 放下打鱼的职业，去喂养主的羊
耶稣给门徒 个清楚的概念 ─ 我能，
耶稣给门徒一个清楚的概念
我要做什么我都能，可是我要使用你！
 我观察、解释，心里很得帮助，很得力量
我观察 解释 心里很得帮助 很得力量
 应用 ─ 神叫我怎么做、耶稣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推理的大前题当然是整本圣经
当读一段圣经的时候，要想 ─ 为什么这样呢？
他们撒下网去，就很多的鱼，上岸以后 ─
耶稣从头到末了没有跟别人讲话、只跟彼得讲话，
这不合理！其他人没有被赋予喂养主羊的使命吗？

约二一

我推理 大家都有，喂养主的羊是上帝所托付我们的，
大家都有 喂养主的羊是上帝所托付我们的
 所有基督徒都从耶稣所赋予彼得的使命，得着这个使命
 基督徒
基督徒一生很重要的事情
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带领人信耶稣…
就是带领人信耶稣
然后让他们也会去做领羊的工作
这边记载并不是强调耶稣没有跟别人说话，
重点在于透过他跟彼得的对话，
把所有大家要做的事情通通说出来。

2. 要想

想不是万灵丹，不是一定想得通的
不是万灵丹 不是 定想得通的 ─很多没有办法解释…
很多没有办法解释
 三一神 ─ 圣父、圣子、圣灵，
一就不是三、三就不是一，我为什么能接受
是
是
我
受


耶稣基督是人、还是神？他又是神、又是人，
一就不是二、二就不是一，超过我们的理性



努力跟倚靠 ─ 百分之百要努力、百分之百要倚靠神，
逻辑上不通；圣经就让我们知道 ─
基督徒活在地上百分之百需要努力、
百分之百需要倚靠
如果圣经有明白清楚启示、完整定论的，
如果圣经有明白清楚启示
完整定论的
在解释上，我们就受已经确定、这些的限制。
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
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
也要知道逻辑、推理，不能做完所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