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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找 ─ 找上下文解釋的原則…

很多人讀聖經斷章取義 ─ 
前、後沒有章，就這一章前 有章 這 章

人跟人的語言也是這樣，

連續陳述的語言抽出一句，可能有問題連續陳述的語言抽出 句 可能有問題

把這一句放回整段當中，這句話就沒問題

什麼叫作上下文？
字詞放在這裡，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當中有一個詞，要解釋這個詞、要看這句話

這句解釋要看這節，這節解釋要看這段，

這段解釋要看這章，這章解釋要看這卷

這卷解釋的時候，要放回舊約或新約去看

更大的上下文就是整本聖經怎麼說

3. 要找 ─ 找上下文

約二十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

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裡，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

馬太、馬可、路加 ─ 都記載還有別的婦女同去，

同一件事情四卷福音書有不同的記載，怎麼協調呢？同 件事情四卷福音書有不同的記載，怎麼協調呢？

找上下文就發覺，耶穌復活之後約翰只選擇記載三個人…
感性的馬利亞 ─ 凸顯耶穌復活之後，第一個向她顯現

理性而多疑的多馬 ─ 約二十19-29記載多馬，

第一次門徒遇見主，多馬不在當中

過了八天，多馬在的時候耶穌再來一次

四福音很少記載多馬，約翰福音最後把多馬凸顯出來

被賦予使命的彼得

解釋上下文，會發覺每一段聖經，都有它一定的位置。

3. 要找 ─ 找上下文

提摩太前書二章 有上下文的問題…
上文 ─ 1-7 教會怎麼樣可以成立，

怎麼樣可以讓人進來？透過禱告、傳道

 8 男人、9-10 女人、11-14 夫妻

下文 ─ 第三章怎麼樣選同工，

8-15 如何治理會眾

下文 第 章怎麼樣選同工

怎樣的同工是適合的同工

再放到提摩太前書當中，就知道它的位置再放到提摩太前書當中 就知道它的位置

會上下文，就很容易找到這段聖經的重點是什麼 ─
一個詞解釋差不多的時候，放到句裡面 個詞解釋差不多的時候，放到句裡面

句解釋差不多的時候，放回節裡面

節解釋差不多的時候，放回段裡面節解釋差不多的時候，放回段裡面

段解釋差不多的時候，放到章裡面，愈放愈大



3. 要找 ─ 找上下文

最大的上下文就是全本聖經 ─ 神學性的上下文。

整個聖經的解釋當中有一些不能動的東西，是很完整的…整個聖經的解釋當中有 些不能動的東西 是很完整的

† 三而一的神，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 祂就是道，道成了肉身來到我們當中† 祂就是道 道成了肉身來到我們當中

† 創世記就有耶穌，一直到啟示錄祂作王

有些字詞是很難作出不同的解釋 ─ 救贖…
在最廣的上下文全本聖經當中，是什麼意思？在最廣的上下文全本聖經當中 是什麼意思？

出埃及有救贖、利未記有救贖、士師記有救贖，

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路得記有救贖，在那個黑暗的時代 路得記有救贖

被擄歸回先知講救贖

新約、教會、啟示錄的救贖是什麼意思？新約 教會 啟示錄的救贖是什麼意思？

這跟上下文有關係

4. 要查 ─ 查參考書

觀察的時候，我曾經說如果查參考書，會被它限制…
希臘文同一個字，可能翻譯成不同的中文，

不同的希臘文，可能翻成同一個中文，

什麼是要查參考書呢？就是同義詞

覺得兩個詞意思很相近，怎麼辦呢？要查

這些是想不出來的，用中文彙編是蠻好的 ─
讓我們對於字跟詞在查的過程當中，得到幫助。

查同義詞才會發現 ─查同義詞才會發現  
敬拜會被翻譯成事奉，

事奉會被翻譯成聽命、可以翻譯成作奴隸事奉會被翻譯成聽命 可以翻譯成作奴隸…
你說 ─ 翻來翻去差這麼多，怎麼看得出來呢？

當然看不出來！當然看不出來！

所以在解釋的時候，有的時候要查。

4. 要查 ─ 查參考書

風土民情，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

有不同的風俗、習慣、法律、人文，這個只能查。

馬太福音聰明的童女有燈、又有油，

愚拙的童女有燈、沒有油，愚拙的童女有燈、沒有油，

東方的思想是不能夠明白的，

因為我們的油燈是不太需要加油的因為我們的油燈是不太需要加油的…
聖經講她們什麼都一樣，就差有油跟沒有油

如果去過以色列，就這麼小一個 ─
是拿在手上、或放在碟子上，

油一下就燒完了，要一直倒油...
可能只燒半個小時，怎會不預備油呢？

可是你讀不懂，除非能夠知道風土民情。

4. 要查 ─ 查參考書…風土民情

迦拿的婚筵，六口石缸擺在門口，這什麼意思？

是主人接待客人進來時，拿來洗手、洗腳用的，

風沙很大，進到別人家，就拿水把腳洗一洗

那個石缸是一直添水，因為客人很多

以後石缸裡面水用差不多、客人也差不多了，

水沒有再添，就一直少下去

後來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做一件事情 ─
竟然叫他們把水倒到石缸裡面去，叫他們把水倒到石 裡面

拿出來就變成酒 ─ 
那是拿來洗腳用的，你敢喝啊…那是拿來洗腳用的 你敢喝

這是幾千年前的事情了，不查，怎麼會瞭解呢？

神的事不明白並不希奇，我們不可能明白神的事不明白並不希奇，我們不可能明白

神所有的事情，查資料並不丟臉。



5. 要挖 ─ 要讀出來，不要讀進去

一個人想要做什麼壞事，聖經上都有支持的 ─
只要斷章取義、只要把你的觀念讀進去…

要娶兩個妻子沒有困難，

聖經裏有些人娶兩個妻子的…那是不行的！聖經裏有些人娶兩個妻子的 那是不行的！
解釋聖經的時候要挖出來、不要讀進去，

要挖出原則、應許、命令、要防止的罪惡來要挖出原則 應許 命令 要防止的罪惡來

不是直接用在生活當中

也有人有太多的聯想 ─
撒該為什麼爬上桑樹呢？

因為有一個向上的心，

他還沒遇見耶穌，他就想作好人了。

這樣可能是你讀進去的

5. 要挖 ─ 太十四22-33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 人在那裡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裡。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

夜裡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裡去。夜裡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裡去。

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

「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起來。是個鬼怪！」便害怕 喊叫起來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

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去；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

將要 去 便喊著說 「主啊 救我！ 穌趕緊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啊，救我！」耶穌趕緊

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5. 要挖 ─ 太十四22-33 有人會說 ─

耶穌不在船上，所以他們遇見風浪；

人生當中沒有耶穌，就遇到很多的風浪…
可以說它是很好的應用，但不應該應用在這裡，

應用不可以跳過觀察跟解釋 ─
有耶穌就沒有風浪、信靠神就沒有問題嗎？

不是的，這邊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這樣的解釋，可能是讀進去、不是讀出來的

是耶穌叫他們上船、故意不在船上，讓他們遇見風浪，是耶穌叫他們上船 故意不在船上 讓他們遇見風浪

然後耶穌走在海面 ─ 超人來了，耶穌上了船、風就住了，

船上的人都來拜祂，說 ─ 你真是神的兒子！船上的人都來拜祂 說 你真是神的兒子！

這樣不是陷耶穌於不義嗎！

很多人讀聖經是先下結論、先說它是什麼意思，很多人讀聖經是先下結論 先說它是什麼意思

或者我們受到它的影響說 ─ 它就是這個意思

5. 要挖 ─ 馬太福音八、九章
耶穌講完登山寶訓之後，

長大痲瘋的來拜祂 ─ 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

主進了迦百農，百夫長來求祂 ─ 主啊，我的僕人害病…
你會認為 ─ 這些人都信，所以神給他恩典！

不是的！這些人都不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的，

他說主啊，不是信祂是主，是當時的一個習慣，他說主啊 不是信祂是主 是當時的 習慣

是先生的意思，不是指已經信的人

這邊的信，是信祂能行神蹟、信祂肯拯救他們，這邊的信 是信祂能行神蹟 信祂肯拯救他們

不是信祂是彌賽亞是神的兒子

因為前面有一個主，我們就先入為主因為前面有一個主，我們就先入為主…
這兩章的重點 ─ 耶穌在地上的服事跟工作，

耶穌是神的兒子，祂大能臨到當時的人，耶穌是神的兒子，祂大能臨到當時的人，

而不在於他們的信心讓他們得永生。



6. 要比 ─ 以經解經，用其他經文來解釋這段經文

其他聖經有沒有跟這一段類似的、佐證的、字詞相同

可以拿來用的，就是系統神學、聖經神學 ─
聖經裡每一個字、詞、概念，是完全有系統的。

信是什麼意思？要從創世記到啟示錄歸納出來信是什麼意思？要從創世記到啟示錄歸納出來…
 馬太福音八、九章信祂肯、信祂能、不是信祂是，

要分辨這個信是聖經裡面 其他經文 哪 個部分的信要分辨這個信是聖經裡面、其他經文，哪一個部分的信

信耶穌 ─ 有一個準確的意思，對象是耶穌基督

信神得救 在全本聖經是已經確定的信神得救 ─ 在全本聖經是已經確定的

所以信的對象是誰、信的結果如何，

都有 定 意 以經解經讀 去

我們不能把我們的觀念讀進去，

都有一定的意思，要以經解經讀進去。

我們不能把我們的觀念讀進去，

卻要把聖經其他部分對的想法，讀進這一段的聖經裡面…

7. 要穩 ─ 不放大、不縮小

神很大、人很小，我們不能瞭解神、只能瞭解神的一部分；

當解釋聖經的時候，如果出現矛盾，這是必然的 ─
容許在解釋當中，並存我們心中的矛盾

暫時說這段的聖經解釋是這樣，暫時把它放著

 出埃及記 ─ 是耶和華使法老的心硬、還是法老自己心裡剛硬？

唯一能解釋就是聖經有問題…
前提是神不會出問題、寫作的人不會有問題

那什麼問題呢？就是本身有矛盾，

到底是我們要努力、還是要倚靠神呢？極端來說是矛盾的！

那什麼問題呢 就是本身有矛盾

聖經上這樣寫，就承認說它就是這樣寫了

到底是我們要努力 還是要倚靠神呢？極端來說是矛盾的！

聖經讓我們看見 ─ 我們需要努力，又要倚靠神的恩典

我們的腦子太小 神太大 容不下去；我們的腦子太小、神太大，容不下去；

這是解釋聖經很大的難處，不過，放著，沒有關係。

怎麼解釋呢？觀察 解釋 怎麼解釋呢？觀察 解釋

1.要問 ─ 囉嗦的問、不斷的問、找麻煩的問

2.要想 ─ 簡單推理聖經的意思是什麼

3 要找 上下文3.要找 ─ 上下文

4.要查 ─ 查資料、字彙、風土民情

5.要挖 ─ 把它找出來

6 要比 以經解經6.要比 ─ 以經解經

7.要穩 ─ 不要放大、不要縮小

開始讀聖經以後，慢慢學習解釋它，
會對你有很大的好處會對你有很大的好處。

解釋的步驟

1. 找出歷史的背景 ─ 回到當時、重塑現場

敘述文 找到年代、當時的狀況、怎樣的情形、敘述文 ─ 找到年代、當時的狀況、怎樣的情形、

多少人在那邊、發生原因、當地的人文…
論說文 ─ 發信人跟受信人的關係、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2. 探索作者的目的 ─ 每一卷書的寫作目的清楚了，

論說文 ─ 發信人跟受信人的關係、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就知道怎樣面對這件事情

3. 逐字逐句地推敲 ─ 按照事件、現象，所觀察的，

用問、想、上下文、找、挖，把整個事實發掘出來

4. 字意先於寓意 ─ 不知道隱含意義的時候，

按照字面解釋，真的沒辦法，才用寓意、靈意解釋法

5. 看體裁跟手法看體裁跟手法

6. 配合上下文理解釋這一段的聖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