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原则…

乐在读经

很多人读圣经断章取义 ─
前、后没有章，就这一章
 人跟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连续陈述的语言抽出一句，可能有问题
续
言
句，可能有问题
 把这一句放回整段当中，这句话就没问题

第九讲…
第九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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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找 ─ 找上下文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约二十1

─都记载还有别的妇女同去，
同一件事情四卷福音书有不同的记载
同
件事情四卷福音书有不同的记载，怎么协调呢？
怎么协调呢？

马太、马可、路加

找上下文就发觉，耶稣复活之后约翰只选择记载三个人…
 感性的马利亚
感性的马利 ─ 凸显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向她显现
复
第
 理性而多疑的多马 ─ 约二十19-29 记载多马，
 第一次门徒遇见主，多马不在当中
 过了八天，多马在的时候耶稣再来一次
四福音很少记载多马，约翰福音最后把多马凸显出来
 被赋予使命的彼得
解释上下文，会发觉每一段圣经，都有它一定的位置。

3. 要找 ─ 找上下文

什么叫作上下文？
 字词放在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当中有一个词，要解释这个词、要看这句话
 这句解释要看这节，这节解释要看这段，
这段解释要看这章，这章解释要看这卷
 这卷解释的时候，要放回旧约或新约去看
 更大的上下文就是整本圣经怎么说

3. 要找 ─ 找上下文
有上下文的问题…
上文 ─ 1-7 教会怎么样可以成立，
怎么样可以让人进来？透过祷告、传道
 8 男人、9-10 女人、11-14 夫妻

提摩太前书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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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 ─ 第三章 怎
怎么样选同工，
选同 ，
怎样的同工是适合的同工
再放到提摩太前书当中，就知道它的位置


会上下文，就很容易找到这段圣经的重点是什么 ─
 一个词解释差不多的时候
个词解释差不多的时候，放到句里面
放到句里面
 句解释差不多的时候，放回节里面
 节解释差不多的时候，放回段里面
节解释差不多的时候 放回段里面
 段解释差不多的时候，放到章里面，愈放愈大

3. 要找 ─ 找上下文

4. 要查 ─ 查参考书

最大的上下文就是全本圣经 ─ 神学性的上下文。
 整个圣经的解释当中有一些不能动的东西，是很完整的…
个
的解 当 有
不
的东 ，是很
的

† 三而一的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 他就是道，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 创世记就有耶稣，一直到启示录他作王
 有些字词是很难作出不同的解释 ─

救赎…

在最广的上下文全本圣经当中，是什么意思？
在最广的上下文全本圣经当中，是什么意思
 出埃及有救赎、利未记有救赎、士师记有救赎，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路得记有救赎，
被掳归回先知讲救赎
 新约、教会、启示录的救赎是什么意思？
这跟上下文有关系


4. 要查 ─ 查参考书

风土民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法律、人文，这个只能查。
马太福音聪明的童女有灯、又有油，

愚拙的童女有灯、没有油，
愚拙的童女有灯
没有油
 东方的思想是不能够明白的，
因为我们的油灯是不太需要加油的…
因为我们的油灯是不太需要加油的
 圣经讲她们什么都一样，就差有油跟没有油
如果去过以色列，就这么小一个 ─
是拿在手上、或放在碟子上，
油一下就烧完了，要一直倒油...
可能只烧半个小时，怎会不预备油呢？
可是你读不懂，除非能够知道风土民情。

观察的时候，我曾经说如果查参考书，会被它限制…
希腊文同一个字，可能翻译成不同的中文，
不同的希腊文，可能翻成同一个中文，
 什么是要查参考书呢？就是同义词
 觉得两个词意思很相近，怎么办呢？要查
这些是想不出来的，用中文汇编是蛮好的 ─
让我们对于字跟词在查的过程当中，得到帮助。
查同义词才会发现 ─
敬拜会被翻译成事奉，
事奉会被翻译成听命、可以翻译成作奴隶…
事奉会被翻译成听命、可以翻译成作奴隶
你说 ─翻来翻去差这么多，怎么看得出来呢？
当然看不出来！
所以在解释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查。

4. 要查 ─ 查参考书…风土民情

迦拿的婚筵，六口石缸摆在门口，这什么意思？
是主人接待客人进来时，拿来洗手、洗脚用的，
 风沙很大，进到别人家，就拿水把脚洗一洗
 那个石缸是一直添水，因为客人很多
 以后石缸里面水用差不多、客人也差不多了，
水没有再添，就一直少下去
后来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做一件事情 ─
竟然叫他们把水倒到石缸里面去，
拿出来就变成酒 ─
那是拿来 脚
那是拿来洗脚用的，你敢喝啊…
， 敢喝
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不查，怎么会了解呢？
神的事不明白并不希奇 我们不可能明白
神的事不明白并不希奇，我们不可能明白
神所有的事情，查资料并不丢脸。

5. 要挖 ─ 要读出来，不要读进去
 一个人想要做什么坏事，圣经上都有支持的 ─

只要断章取义、只要把你的观念读进去…
要娶两个妻子没有困难，
圣经里有些人娶两个妻子的…
有
娶 个妻子
那是不行的！
 解释圣经的时候要挖出来、不要读进去，

要挖出原则、应许、命令、要防止的罪恶来
 不是直接用在生活当中


 也有人有太多的联想 ─

撒该为什么爬上桑树呢？
因为有一个向上的心，
他还没遇见耶稣，他就想作好人了。
这样可能是你读进去的

5. 要挖 ─ 太十四22-33

有人会说 ─

 耶稣不在船上，所以他们遇见风浪；

人生当中没有耶稣，就遇到很多的风浪…
可以说它是很好的应用，但不应该应用在这里，
 应用不可以跳过观察跟解释 ─
有耶稣就没有风浪、信靠神就没有问题吗？
不是的，这边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这样的解释，可能是读进去、不是读出来的
 是耶稣叫他们上船、故意不在船上，让他们遇见风浪，

然后耶稣走在海面 ─超人来了，耶稣上了船、风就住了，
船上的人都来拜他，说
船
的 都来拜他，说 ─ 你真是神的
你真是神的儿子！
子
 这样不是陷耶稣于不义吗！
 很多人读圣经是先下结论、先说它是什么意思，
或者我们受到它的影响说 ─ 它就是这个意思

5. 要挖 ─ 太十四22-33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 人在那里
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
「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 救我！」耶稣赶紧
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
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甚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5. 要挖 ─ 马太福音八、九章
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
 长大痲疯的来拜他 ─ 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
 进了迦百农，百夫长来求他
迦百农
来
─ 主啊，我的仆人害病…
啊 我的
害病
你会认为 ─ 这些人都信，所以神给他恩典！
不是的！这些人都不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
他说主啊，不是信他是主，是当时的一个习惯，
，
，
是先生的意思，不是指已经信的人
 这边的信，是信他能行神迹、信他肯拯救他们，
不是信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


因为前面有 个主，我们就先入为主…
因为前面有一个
我们就先入为主
这两章的重点 ─ 耶稣在地上的服事跟工作，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大能临到当时的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大能临到当时的人，
而不在于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得永生。

6. 要比 ─ 以经解经，用其他经文来解释这段经文

7. 要稳 ─ 不放大、不缩小

其他圣经有没有跟这一段类似的、佐证的、字词相同
可以拿来用的，就是系统神学、圣经神学 ─
圣经里每一个字、词、概念，是完全有系统的。

神很大、人很小，我们不能了解神、只能了解神的一部分；
当解释圣经的时候，如果出现矛盾，这是必然的 ─
 容许在解释当中，并存我们心中的矛盾
 暂时说这段的圣经解释是这样，暂时把它放着

信是什么意思？要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归纳出来…
是什么意思？要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归纳出来
信他肯、信他能、不是信他是，
要分辨这个信是圣经里面、其他经文，哪一个部分的
是圣经里面 其他经文 哪 个部分的信
 信耶稣 ─ 有一个准确的意思，对象是耶稣基督
 信神得救 ─ 在全本圣经是已经确定的
所以信的对象是谁、信的结果如何，
都有 定的意思 要以经解经读进去
都有一定的意思，要以经解经读进去。

 马太福音八、九章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去，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去
却要把圣经其他部分对的想法，读进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观察

解释 怎么解释呢？

1. 要问 ─ 啰嗦的问、不断的问、找麻烦的问
2. 要想 ─ 简单推理圣经的意思是什么
3 要找 ─ 上下文
3.
4. 要查 ─ 查资料、字汇、风土民情
5. 要挖 ─ 把它找出来
6 要比 ─ 以经解经
6.
7. 要稳 ─ 不要放大、不要缩小
开始读圣经以后，慢慢学习解释它，
会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会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出埃及记 ─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硬、还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

唯一能解释就是圣经有问题…
 前提是神不会出问题、写作的人不会有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就是本身有矛盾，
圣经上这样写，就承认说它就是这样写了
 到底是我们要努力、还是要倚靠神呢？极端来说是矛盾的！

圣经让我们看见 ─ 我们需要努力，又要倚靠神的恩典
我们的脑子太小、神太大，容不下去；
我们的脑子太小
神太大 容不下去
这是解释圣经很大的难处，不过，放着，没有关系。

解释的步骤
1. 找出历史的背景 ─ 回到当时、重塑现场
叙述文 ─ 找到年代、当时的状况、怎样的情形、
找到年代 当时的状况 怎样的情形
多少人在那边、发生原因、当地的人文…
 论说文 ─ 发信人跟受信人的关系、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发信人跟受信人的关系 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2. 探索作者的目的 ─ 每一卷书的写作目的清楚了，
我
我们就知道怎样面对这件事情
道怎样
事情
3. 逐字逐句地推敲 ─ 按照事件、现象，所观察的，
用问、想、上下文、找、挖，把整个事实发掘出来
4. 字意先于寓意 ─ 不知道隐含意义的时候，
按照字面解释，真的没办法，才用寓意、灵意解释法
5. 看体裁跟手法
6. 配合上下文理解释这一段的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