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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en 何时，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
 路十九 耶稣到耶利哥城遇见撒该，When
耶稣到耶利哥城遇见撒该 When ─



耶稣出来传道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
是时间上 定会发生的 还是撒该去打听的
是时间上一定会发生的，还是撒该去打听的

 抹大拉的马利亚、其他的马利亚、其他的人，
抹大拉的马利亚 其他的马利亚 其他的人

去耶稣的坟墓，到底是什么时候 ─
天快亮？黎明？清早出太阳的时候？
 为什么她要在七日的第一日，
清早去耶稣的坟墓呢？什么原因…
清早去耶稣的坟墓呢？什么原因
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会问为什么呢？




迦拿的婚筵是第三天，
前面有次日、再次日、又次日、第三日，
这什么意思？

1. What 它到底在讲什么？
底 讲什
 创二二1 这事以后…

这事是一个关键 ─
前面讲了什么事情？这事，哪些事？
以后，到底在讲什么？
 约二一章 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告诉彼得什么？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你喂养我的小羊，是什么意思？
当用 What 来面对的时候，想到很多东西 ─
这是什么？他在说什么？场景是什么？
什么、什么…是很重要的！

3. Who 主角是谁？配角是谁？叙事文的时候…
很多人读圣经 很快跳到上帝是主角 耶稣是主角
很多人读圣经，很快跳到上帝是主角、耶稣是主角，
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每一段都是…，
 恐怕没有看到很重要的、其他的真理
恐怕没有看到很重要的 其他的真理
 假如神不算，还有谁是主角、描述主题是什么
什么？
？
 路加福音十九章 谁才是主要的人物 ─

撒该不能算是主角吗？
 约翰福音二一章 耶稣跟彼得在提比哩亚海边见面，
我们马上说耶稣是主角，彼得作主角是为谁作呢？
 迦拿的婚筵，谁才是主要被描写的对象 ─

郎
管 席
有新郎新娘、管筵席的、耶稣、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很多的宾客


看电影，从不同的角度看，
从不同的角度看
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内容

4. Where 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不问在哪里 没有看到场景 状况
有时候我们不问在哪里，没有看到场景、状况，
马上就解释 ─ 不一定很准确的。
你有没有查过地图 ─
 耶利哥城在哪里？到耶路撒冷有多远？
耶稣 定要经过耶利哥才可以到耶路撒冷吗？
耶稣一定要经过耶利哥才可以到耶路撒冷吗？
 提比哩亚海在哪里？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哪里？



耶稣怎么会跑到提比哩亚海边去呢？
门徒又怎么跑到提比哩亚海边去呢？
出埃及的路线如何？
怎样经过旷野、40 年走过哪些地方？

5. Why 为什么
耶稣为什么去耶利哥，
去耶利哥
撒该为什么爬树、为什么要把一半的给穷人
穷人？
？
当问为什么的时候，才有解释的可能性
为什
释
─
你就说，我观察到了，
观察的同时也问 Why，以便接到下面解释。
 约二一3 为什么要问三次，三次有何不同？
 亚伯拉罕为什么要骗别人 ─撒莱是他的妹妹
当观察的时候问 Why，
还可以观察出其他许多的资料
6. How 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
进展如何、如何完成、为何可以做到？
How 怎么做的？

透过这些观察，可以更准确的知道 ─
这段圣经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场景 背景 资料
这段圣经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场景、背景、资料，
好叫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更准确。

7. Wherefore 当连接词的时候 ─
因此 所以 有什么结果 后来结果怎么啦
因此、所以、有什么结果、后来结果怎么啦…
 撒该那件事情后来结果 皆大欢喜 ─

耶稣欢喜，因为他得着了撒该
 撒该欢喜，因为救恩临到了这家
 被撒该讹诈的人欢喜，因为一赔四
结果耶稣得人、众人得财物、撒该得生命，
观察得越多、越仔细，解释就更容易了


 约二
约二一1-22
1-22 彼得为我们领受了使命，
彼得为我们领受了使命

耶稣也把上帝所给他的使命，
传承给彼得、传承给我们，
Wherefore 结果怎么了 ─
 耶稣进到 使徒行传第
使徒行传第一章
章 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了
升天 回到父那里去了
 彼得开始服事主、服事教会、服事人、建立教会了

在论说文需要更多的了解的部分…
1.

背
背景
 叙事文至少有故事在，光解释故事跟它的场景，

就能够得到真理、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
 论说文没有一个背景，那我们就很难 ─
为什么保罗要在这时候写这一封书信呢？
为什 先知耶利米要写耶利米书
为什么先知耶利米要写耶利米书呢？
为什么阿摩司要写阿摩司书呢？
背景、时代、风土、人情，都连在 起的
背景、时代、风土、人情，都连在一起的
我们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背景不明白 ─
到底这一个时间跟那一个时间差几百年？
不明白背景，就很难观察得准确。

2.

作者是谁
如果我们不了解彼得跟保罗的出身背景、被呼召的过程，




看彼得书信跟保罗书信，就不太能够抓到那个差距 ─
保罗是迦玛列门下，法利赛人生的法利赛人，
学 ，年
有知识、有学问，年轻就出名的
彼得是渔夫，成长过程、跟随耶稣多久、
他为什 会这样讲
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路加是一个医生，为什么路加要详细考察？








3. 写给谁的
写给提阿非罗大人 是谁？原因？
写给提阿非罗大人，是谁？原因？
写给散住十二支派的，是什么意思？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跟写给哥林多教会完全不 样 ─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跟写给哥林多教会完全不一样
写给腓立比教会充满了喜乐、哥林多教会充满了责备
4. 主旨 ─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知道士师记的目的，就不会失望看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师记
为什么士师记后面有路得记，编排，神有他特别的旨意…
当知道主旨、主要的内容之后，

先知的教育背景也有差别 ─

会在读圣经产生一个很新鲜的感觉 ─
知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 腓立比教会的关系
知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腓立比教会的关系，
歌罗西教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再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再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这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

以赛亚、何西阿、约拿…
以赛亚
何西阿 约拿
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
描写的写作也不太 样
描写的写作也不太一样。

观察的进阶 ─ 重复的字词

观察的时候结构也很重要
我常常读保罗书信，用一个括号，把中间一段话拿掉，
 拿掉之后，看主句是什么？旁枝是什么？
 有时候一棵树，都看到叶子、不知道主干是什么…
要先把主干弄清楚
把一个句子拿掉，上下文还接在一起 ─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罗十二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罗十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八39

九、十、十一章

可以放进去、又可以拿出来
可以放进去
又可以拿出来
 没有九、十、十一章 的插入，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这 段重复的字跟词是哪些？为什么重复？
这一段重复的字跟词是哪些？为什么重复？


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一直出现「一」，
「一」是什么意思？重复出现，有重要性

 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
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三次
次─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要三次告诉他，你喂养我的羊？
重复的目的是什么？再仔细去观察 ─
有什
有什么一样的地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样
方、什 不 样
方，
耶稣不会无缘无故来个三次，总有道理的，
会发现很多跑出来的东西


 以弗所书五21-33 讲到爱跟顺服，爱跟顺服什么关系？

重复出现爱、重复出现顺服，你就知道
重复出现爱
重复出现顺服 你就知道 ─
爱、顺服、爱跟顺服，什么意思

观察的进阶 ─ 关键的字句，key verse、key word
前后场景用一个关键把它接在一起，
前后场景用
个关键把它接在 起
关键的句子是什么？

观察的进阶 ─ 连接词
沈保罗牧师解释圣经的时候，常常说 ─
你有没有漏掉这个连接词？
你有没有漏掉这个连接词
有时候他一提起来的时候，我们吓一跳，
原来以为不重要，后来发现很重要！
来
重
来
重

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
耶稣的母亲马利亚、门徒在那里，
耶稣被请去赴席，以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哪 个句子是关键句？
哪一个句子是
如果找到了，你就会观察 ─ 整个的清楚出来
 原来观察是没有重点、平行、等同重要的
如果有一个经文特别的显明出来，
以那一句作分水岭 ─
前面的往这边流、后面的往这边流，
出来了！


观察的进阶 ─ 解释性的语句
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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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性经文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三17-18

光光读 十六节，没有 十七、十八节 的解释 ─
 会给人基督教信仰是非常霸道的信仰…
 特别是对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特别是对 个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没有办法解释 十六节 出来，
光讲 十六节 其实不完整
解释性的语句拿掉跟放进去，很大的差别。

因此，
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
…并且…就是…又…

弗一15-23

那到底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透过连接词可以把它接起来。
透过连接词可以把它接起来

观察的进阶 ─ 命令还是建议
命令就一定要做，建议可以采纳不采纳。
神对亚当说的话 ─
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有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是 个命令、还是建议？
是一个
如果是命令，你就不能不遵守，命令是很重要的。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有 11 个动词，中文看不出来，
原来的语言希腊文看得出来 ─
都是命令句，我们该怎么做呢？

观察的进阶 ─ 应许还是警告
如果应许，是我们可以抓住的…
抓住
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
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腓四6

当这样做的时候，就有一个结果
当这样做的时候
就有 个结果 ─ 神答应我们的，
神答应我们的
那是个应许，照着应许去做、就得一个结果！
路六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应许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
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
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
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

如果 次不能够明白，就再观察、再思想、再学习、再操练，
如果一次不能够明白
就再观察 再思想 再学习 再操练
好好观察 ─ 就可以有好好解释、正确解释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