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导读：解经原则》学习指南

绪论

为何要学习《圣经导读：解经原则》这本书？为何要实用这个“指南”？
这个学习指南可以使《圣经导读：解经原则》更容易学习，从而帮助普通的基督徒获得

基本而且必要的研读圣经技巧：

 这个“指南”把要学习的内容分成容易消化的不同的部分。这样读者每一节课要学习

掌握的新概念不是很多。

 用简单的问题把每一章的主要内容突出出来，并且以提纲列出每一章的练习。这样就

可以帮助读者学习任何比较难理解的内容。

在有关解经释经类书籍中，《圣经导读：解经原则》对普通读者来说是最好的：

 两位作者（菲博士，加大洛杉矶分校；斯图尔特博士，哈佛）都是在圣经学与神学领

域被敬重和信任的学者，而且这本书按文学类型来组织也是独特的。

 两位作者在属灵上对读者和教会的真诚关心，从每一章都反映出来。

 《圣经导读：解经原则》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读者不只是能学到解释圣经的理

论而已，而且可以练习把必要的解释圣经的概念应用到圣经学习中。

这两位作者与译者饶孝榛老师把基本而且必要的研读圣经技巧，从校内带到校外，使普

通的信徒也可以自己阅读和解释圣经——这就是本书的写作目的。这个学习指南使我们更容易

学习《圣经导读：解经原则》这本书，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解读圣经的必要技能。

如何使这个学习指南物有所值
一、组成读书俱乐部。跟几个做事能坚持到底的朋友一起学习，这样你们的学习是更有

效的。如果你们每个星期聚在一起、对学习材料中提出的问题，分享各自的答案、互相补充并

鼓励，大家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学习形式，掌握所学的内容。

二、记住你们的学习目的。你们不是为了获得学分而学习的，因此别用像考试那样的方

式回答问题。你们应该假设是在给没有学习过的人讲解和回答问题。如果这样做，你们就不只

是能学到解经和释经的基本技巧，而且也可以学会如何教导别人掌握这些技巧。所以你们不只

是学习解经和释经的理论，而且是要掌握它们的技巧。

三、做好学习笔记。如果你们的笔记清楚而且有条理，它就能引导你们未来圣经学习的

旅程，并且能成为你们自己培训其他人的参考资料。

四、别忘记我们学习的终极目的。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懂圣经呢？

如果你们参加过我们的《耶稣的话语》门徒培训，你就了解这个培训。我们会每周一起

读一段耶稣的教导，找出其中的重点，讨论接下来的一周中大家要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将其实践

出来。

在日常生活中按耶稣的教导做，就是门徒的生活方式，就是生活在神的国度里。这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神能改变我们的品格、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让我们在家庭、

工作和社会中变成神国度的“盐”、“光”、和“酵母”，神的国度就这样通过我们来影响世

界。

为了让我们可以立刻把耶稣的教导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在耶稣的话语门徒培训中我们所

选的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经文。这个在两个方面是很有限的：第一，这种经文学习计划只能选

用最容易理解的经文，但很多耶稣的教导及大部分的圣经内容都不能凭简单的阅读来找到其要

点，因为圣经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二，通过简单地阅读经文，我们只能看出比较表面的意思，

其深层次的东西无法正确理解，很像看黑白的电视不如看3D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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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需要更深更丰富地理解耶稣的话，听从他的教导，更好地做他的门徒，更充

分地体验在神国度里的生活，正如《诗篇》34：8说的：“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

善！”，因此，我们安排了进阶课程，就是解经释经的原则和技巧，我们精选了《圣经导读：

解经原则》这本书来作为教材。只有学会基本的解释圣经的技巧，我们才可以读懂并且努力遵

守耶稣所有的教导，真正明白神在圣经中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意思，一生来做耶稣的门徒，一生

都在更新当中。主祷文中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太6：10），如果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做，就是让神的旨意行在了地上。

那么，我再问一遍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懂圣经？我们是为了什么最终目的而

要掌握解经释经的技能？答案就在马太福音6：10和 28：19-20中：作为耶稣的门徒，为了实

现神的国降临，为了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要遵守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一切，并且教导其他的

人也要这样来做。

愿我们都能读懂圣经、跟从、并且引导别人来遵行神对我们所吩咐的一切，在世界中实

现神的旨意、神的国和神的义。

~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马太福音》6：10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

却要得着生命的光。”

“你们如果生活在我的话语中，就真是我

的门徒了，

并且你们将明白真理，

而真理将使你们自由。”
《约翰福音》8：12、31-32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马太福音》2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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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导读：解经原则》学习指南

学习资料：

1. 本学习指南

2. 《圣经导读：解经原则》（第三版），ISBN 978-7-208-11942-0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3. 饶孝榛老师的课程讲课文稿和 MP3

 在线使用：https://shengjingdaodu.wooddpdess.oom/ 
 资料下载地址：http://pan.baidu.oom/s/ee5ii6qb 
 下面的“页”指《圣经导读：解经原则》（第三版）这本书中的页码。

一、提前准备：

介绍“解经”、“释经”、翻译的问题、与解经必要的“工具”

第一章、绪论：解释的需要 （页11）

1.1、读者就是解释者 （页11-16）

1) 作者说光读圣经既“天真”又“不实际”。为什么光读圣经是不行的？我们为什么需

要“解释”圣经？（页11-16）

2) “读者的性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读者的性质使“解释”成为必要？（页12-13）

3) “圣经的性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的性质使“解释”成为必要？（页14-16）

4) 解释圣经使读者参与哪“两个层面”的工作？（页16）

1.2、第一项工作：解经（页16-21）

1) “解经”是什么意思？

a) 解经的目标是什么？（页17、20）

b) 做好解释的关键在于什么？（页18）

c) 我们读任何一段经文时，都应该问哪两种基本问题？（页18）

i. “历史背景”是什么意思？（页18-19）

ii. “文意脉络”是什么意思？（页19-20）

iii. “内容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回答与内容有关的问题？（页

20）

2) 为了做好解经，哪三类“工具书”是必要的？（页20-21、19）

a) 从哪里你可以找到这三类解经的“工具书”？书店里？在网站上？神学院或教

堂图书馆？我们学习第三章时，就要开始用这些工具书。

b) 饶老师建议哪本具体的中文工具书？

c) 在 249-251页的＜注释书的评估与使用＞是非常好用的，特别关于如何分清最

佳品质的注释书和不好的注释书。

1.3、第二项工作：释经（页21-22）

1) “释经”是什么意思？（页21）

2) 为什么得从解经开始？为什么不应该从释经开始？（页21）

3) 作者都承认，大家对于如何做释经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他们还是说有哪一点我们一

定要一致同意？（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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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本工具：一本好的译本（页25）

2.1、读译本的问题（页25-26、42-44）

1) 只用一种译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页25-26）

2) 为了选择一个好的译本，我们需要了解什么？（页26）

2.2、经文的问题：寻找原来的文本（文本批判学）（页26-32）

1) 翻译者要做哪两种选择？（页26）

2) 翻译者在做经文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哪两种证据？（页27-32）

2.3、语言的问题：不同的翻译方式（翻译原理）（页32-35）

1) 作者如何给“原文”、“译文”、和“历史的差异”下定义？（页32）

2) “形式对等”（“直译”）、“功能对等”（“等义活译”）、和“意译”（“释

义”）都有什么区别？（页32、35）

3) 在作者看来，最好的翻译理论是什么？为什么？（页33、35）

2.4、历史差异牵涉的几种问题（页35-42）

1) 在下面的每个领域里，历史差异如何牵涉翻译问题？

a) 度量衡和货币（页36-37）

b) 委婉说法（页37-38）

c) 词汇（页38）

d) 双关语（页38-39）

e) 文法和句法（页39-41）

f) 性别问题（页41-42）

2) 作者举了个例子，有一种英文圣经译本的翻译选择是被翻译学之外的因素影响的。这

是怎么回事？作者是怎么看的？（页41）

2.5、选择你会用的几种圣经译本（页42-44）

1) 作者建议我们把一本等义活译圣经译本作为主要的圣经，同时也建议我们选择几个其

他两类的译本做次要资料。为什么我们要用不同的译本？按照作者的建议，我们学习

圣经的时候，最少要用几个译本？（页43、33）

2) 饶老师建议我们用哪几本中文圣经译本？

3) 你会用哪种圣经译本？为什么？

4) 你如何找到它们？（购买？用圣经网站？安装圣经应用？）

圣经译本比较
形式对等（直译）

1
 
2

功能对等（等义活
译）3 4

意译
5
 

和合本  

吕振中译本

新译本

 和合本修订版

网中译

恩高译本
中文标准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

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

普通话本

当代圣经译本

新普及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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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软件与移动应用

精读圣经 http://www.christapp.net/ 圣经 https://www.bible.com/zh-CN/ 

和合本（CUVS）

文理本

吕振中译本（LZZ/LCC）

现代中文译本（TCV）

当代圣经（CLB）

英皇钦定本

圣经新译本（CNVS）

和合本修订版（RCUV）

新标点和合本

拼音

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CCB）

新译本 （CNVS）

中文标准译本 （CSBS）

新标点和合本（CUNPSS）

和合本修订版（RCUV）

~
“这两位神学院教授也正好是信徒，他们认为我们应该遵从圣经，不只是阅读或研究

而已。这一个重要的信念正是促使我们成为圣经神学学者的主要因素。我们渴望尽量谨慎、

充分地了解神，以及神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旨意之真谛。

这两位神学院教授亦经常在不同的教会环境中传道和讲解圣经。因此我们不只要做神

学者而且得努力阐释圣经要如何应用……

为本书催生的乃是释经的迫切需要。我们写作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信徒解决应用圣经

的问题。今日教会中许多迫切的问题基本上是如何跨越释经鸿沟的难题，亦即如何从经文

的“彼时彼地”进入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此时此地”。不过这亦意味着要在学者与一般

信徒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文当时的意义；一般信徒所关注的通

常是经文现在的意义。信仰坚定的学者则强调我们必须两者兼备。”

——作者菲博士与斯图尔特博士（页 6）

~

二、开始练习解释圣经：

阅读并且理解圣经不同的文学类型

第三章、书信：学习根据情境来思想（页47）

3.1、信函与文学（书信的性质）

1) 书信并不像人们常想的那么容易解释。那么，为什么作者用它们作为范例以讨论本书

所要提出的解释问题？（页47）

2) “真实的信函”与书信有什么不同？（页47-49）

3) 书信都是“应时文件”——这是什么意思？（页49）

4) 书信的“应时性质”如何影响我们的解释做法？（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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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读书信的第一步：重建作者所应对的情况（历史背景）（页50-53）

1) 试着根据《哥林多前书》的资料暂时重建保罗所应对的情况：（页50-51）

a) 第一，参考圣经辞典或注释书中的导论，尽量找出有关哥林多城及其居民的资

料。

b) 第二，一口气把整封信函读完。如果可能的话，大声朗读。

c) 第三，再读一遍，试着了解信函整体的要旨，针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列出

相关的经文，并简要地给出你的答案：

i. 有关收信者的身份

ii. 保罗的态度

iii. 所有与写信的特殊原因有关的资料

iv. 信函自然而合乎逻辑的分段

2) 把你的笔记和理解，跟在 51-53页中作者的解释比较一下。

3.3、缩小范围（林前1-4的历史背景）（页53-55）

1) 为了重建保罗所应对的情况，我们需要知道哥林多教会引起保罗明确答复的每一个问

题究竟是什么性质。此时我们要练习一下，专门讨论哥林多教会的第一个问题：1-4章

中的不和的问题：（页53）

a) 首先，至少把林前1-4章朗读两遍（最好每次读不同的译本）。

b) 其次，试着意识到大意，要“熟悉”整个议论，并且记下有关收信者及其问题

的一切资料。

c) 然后把显明保罗答复主旨的重要字眼和重复使用的词句列出来。

2) 把你的笔记和理解，跟在 53-55页中作者的解释比较一下。

3.4、研读书信的第二步：追溯作者的议论（文意脉络）（页55-57）

1) 朗读林前3：5-17。阅读时，要按照“整段地思想”的原则！（页55）

a)  扼要地说明每一段的内容。保罗在这一段中说了什么？

b) 另外用一两句话说明为什么你认为保罗会在这里说这样的话。这一段的内容对

议论有何贡献？

2) 把你的笔记和理解，跟在 55-57页中作者的解释比较一下。

3.5、再练习追溯作者的议论

1) 一段一段地朗读几遍《腓立比书》1：12-2：28。也是按照整段地思想的原则。

a) 记下有关收信者的情况或问题以及保罗回应的一切资料。

b) 扼要地说明每一段的内容，并且用一两句话说明每一段的内容对保罗的议论有

何贡献。

2) 把你的笔记和理解，跟在 57-58页中作者的解释比较一下。

3.6、如何对待难解的经文（页58-60）

1) 为什么难解经文使我们难以理解？（页58-59）

2) 当我们面对难解经文的时候，作者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什么？（页60）

3) 总结作者对如何找出难解的经文之意义的每一个建议。（页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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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书信：释经的问题（页63）

4.1、意识到我们“共同的释经法”（页63-67）

1) 我们的“共同的释经法”是什么？（页63-65）

2) 对于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之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大的释经问题都是什么？（页63）

3) 我们共同的释经法最大的缺陷是什么？（页64-65）

4) 总结作者的每个释经基本规则。（页65-67）

5) 这两项规则如何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书信解释变得更一致？（页65-67）

4.2、引申应用的问题（页67-68）

1) “引申应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页67）

2) 作者提供什么原则来帮助我们面对引申应用的问题？（页67-68）

4.3、情况无法相比的问题（页68-70）

1) “情况无法相比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页68）

2) 当我们考虑古代问题的答案对 21世纪的基督徒意义何在的时候，要采取哪两个释经步

骤？（页69-70）

3) 作者提出哪三个原则帮助我们区别重要和不重要的事？（页70）

4.4、文化关联的问题（页70-75）

1) “文化关联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页70-71）

2) 总结作者的七个原则的每个原则，以区别哪些是在文化上相关的事项，哪些超越原来

的环境而成为历代所有基督徒的规范。（页71-74）

3) 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妇女事奉的问题（妇女在教会里担任教师或传道者的问

题），结果如何？（页74）

4) 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同性恋的问题，结果如何？（页74-75）

5) 当我们把这些原则应用于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结果是不同的？（页74-75）

4.5、事工神学的问题（页75-76）

1) “事工神学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页75）

2) 书信作者们在有关事工神学方面的教导，本书作者建议我们留意哪两个方面？（页75-

76）

3) 帮助我们解释书信，作者的三个目的是什么？（页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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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旧约叙事：它们的适当用途（页79）

5.1、故事是一种文学形象（叙事的性质）（页79-82）

1) 作者认为“希伯来叙事”是什么？（页79）

2) 许多基督徒对旧约圣经的理解十分贫乏，因为我们不理解希伯来叙事的哪两个方面？

（页79）

3) “叙事”是什么？（页79-82）

a) 圣经叙事和其他的故事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页79）

b) 叙事的三个基本的部分是什么？（页80）

c) 叙事有哪三种人物？（页80）

4) 在圣经故事中，主要的人物是谁？（页80）

5) 旧约叙事是依哪三个层面来叙述的？（页80-81）

6) 在教会中，人们如何经常误用旧约叙事？（页81-82）

5.2、希伯来叙事的特点：叙述者、场景和人物（页82-84）

1) 在故事展开过程中，作者想要我们注意到叙述者的哪两种作用？（页82-83）

2) “希伯来叙事的模式是‘场景式的’”——这是什么意思？（页83）

3) 关于希伯来叙事的人物刻画方法，人物的哪几个方面是更重要的？希伯来叙事对人物

的哪个方面根本不感兴趣？（页83-84)

4) 关于人物刻画，希伯来叙事有哪两个特点？（页84）

5.3、希伯来叙事的特点：对话、情节、结构特点和故事最终的人物（页84-87）

1) 在希伯来叙事中，对话有哪三种常见的作用？（页84-85）

2) 在希伯来叙事中，叙事者用什么样的技巧放慢讲故事的速度？（页85）

3) 为什么我们现代读者很难理解希伯来叙事的结构特点？（页85）

4) 希伯来叙事用什么结构特点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并且使叙事便于记忆？（页85-86）

5) 我们在读希伯来叙事时，要记住哪个最关键的一点（要不然我们就完全没有看到叙事

的角度）？（页86-87）

5.4、“字里行间”的阅读（理解“含蓄的教导”）（页87-90）

1) 在希伯来叙事中，“含蓄的教导”是什么？（页87）

2) 按照饶老师说的，解经的相反功夫是什么？

3) 为什么叙事者心目中原来的读者比我们更自然也更容易地意识到并且理解叙事中的含

蓄的教导？为了弥补这个不利的处境，我们要努力去发现叙事者和原来的读者中间的

什么事情？（页87）

4) 阅读《路得记》两遍。在读时，试图留意叙事所隐含的消息。

5) 按照作者来说，《路得记》的叙事隐含什么消息？（页88-90）

6) 含蓄的教导跟秘密、隐藏和神秘的教导有什么区别？（页90）

5.5、解释圣经叙事的最常犯的错误（页90-93）

1) 总结作者所列出的九种最常犯的解释叙事的每一个错误（寓意解释、忽视情境、选择

性、道德解释、个人化、滥用、误用、错误组合、重新解释）。（页90-93）

2) 为什么作者说：“圣经叙事没有一个是特别关于你的事”？他们有什么意思？（页

92）

3) 总结作者的每一条解释叙事的原则。（页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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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使徒行传》：历史先例的问题（页97）

6.1、为什么《使徒行传》给基督徒那么多麻烦？（《使徒行传》的解经）（页97-99）

1) 关于《使徒行传》，基督徒有什么释经的难题？（页97）

2) 作者谈“路加的用意”的时候，他们到底是在谈什么？（页98-99）

3) 理解《使徒行传》我们所遇到的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页99）

6.2、《使徒行传》的解经：第一步（页99-101）

1) 首先，把《使徒行传》一口气读一遍。（页99；此刻别读 100-101页）

 在阅读的时候，在心中默记：

i. 主要的人物

ii. 主要的地点

iii. 重复出现的主题

iv. 全书自然的分段

2) 第二、从头再读一遍，并把你先前所作的观察配合经文章节记下来，思考：路加为什

么写这本书？

3) 把你的笔记，跟在 100-101页中的作者综览和大纲比较一下。

4) 描述《使徒行传》六段的每一段落，并且解释每一段落如何推动叙事的“发展”。

（页100-101）

6.3、《使徒行传》的解经：路加的目的（页101-102）

1) 路加告诉我们什么？

2) 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3) 如果路加的目的根本不是要写纯粹的教会历史，他究竟想对读者说什么？（页102）

6.4、《使徒行传》的解经：练习找出路加的目的（解经范例）（页102-106）

1) 首先，读《使徒行传》6：1-7几遍，并且重复提出下面的情境问题：

a) 这一段叙事或话语的重点是什么？

b) 它在路加整个叙事中的功用是什么？

c) 路加为什么要将它放在这里？

2) 其次，把你的理解跟在 103-104页中的作者的解释比较一下。

3) 第三，把《使徒行传》8：5-25读几遍，并且再提出上面的情境问题。

4) 最后，把你的理解跟在 104-106页中作者的解释比较一下。

6.5、《使徒行传》的释经：历史叙事解释的通则（页106-110）

1) 关于圣经叙事，在解释上最主要的难题是什么？（页106-107）

2) 关于叙事的“规范的功能”，作者主要的看法是什么？（页107）

3) “主要层次的教义”和“次要层次的教义”有什么区别？举几个例子。（页107）

4) “神的话要在圣经的目的里寻找”——作者到底有什么意思？（页108）

5) 作者为什么认为路加叙事中的细节不可以当作标准的规范？（页108）

6) 作者给我们哪三个关于历史叙事解释的原则？（页108-109）

7) 按照作者所说的，历史的先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规范的价值？为了建立有规范功

能的先例，就需要先证明什么？（页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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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使徒行传》的释经：圣经先例释经的特殊原则（页110-112）

1) 关于解释圣经先例，作者提出哪三个建议？（页110-111）

2) 基于本章的释经原则，对于下面四个问题，其论证所得的结论是什么？（页111-112）

1) 浸水洗礼

2) 每个星期日遵守圣餐

3) 婴儿洗礼

4) 牧师乃是祭司之见解

第七章、福音书：一个事，许多方面（页115）

7.1、福音书的性质：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页115-117）

1) 福音书的内容大概可分为哪两种资料？（页115）

2) 耶稣本人没有写过一本福音书——这个事实如何让解释福音书更困难？（页115-116）

3) 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而不只是一本？（页116-117）

4) 每一本福音书对耶稣的兴趣都有哪两个层面？（页117）

7.2、福音书的历史背景：三个方面（页117-121）

1) 福音书的历史背景跟哪三个方面有关？（页117-121）

2) 我们如何可以知道每一位福音书作者感兴趣和关心的事？（页120-121）

7.3、耶稣的言行的文意脉络：横向思考（页121-125）

1) 为什么作者说我们研读福音书的时候，必须做“横向思考”？“横向思考”是什么意

思？

2) 横向思考如何帮助我们欣赏任何一本福音书的特色？

3) 横向思考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每一本福音书原来听众的历史背景？

7.4、耶稣的言行的文意脉络：纵向思考（页126）

1) 为什么作者说我们研读福音书的时候，必须做“纵向思考”？“纵向思考”是什么意

思？

2) 用作者的例子，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马太福音》20：1-16），来解释：一个叙事如

何在两个层面起作用？（页126、117）

7.5、组成耶稣的言行（将福音书作为整体的解释）（页127-129）

1) 每一位福音书作者都会有创意地组织材料并且重写耶稣的言行。哪三个原则（或者写

作技巧）会影响每一本福音书特有的组织架构的独特性？（页127）

2) 用耶稣对无花果树咒诅的叙事差异为例，“改写的原则”是如何体现不同差异的？

（可 11：12-14、20-25；太21：18-22）？

3) 来看马可福音的前几章的结构（可 1：14-3：6）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他想向他的读者表

达的意思？

7.6、福音书的释经（页129-130）

1) 我们应该将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与命令带进现今的世代之中，正如我们把哪种圣经文

学类型中的教导和命令带进来一样？（页129）

2) 试图理解耶稣的教导与命令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必须问有关文化关联的问题？（页

129、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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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基督徒提出各种的释经策略来“避开”很多耶稣的教导和命令？（页129）

4) 从作者来看，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将耶稣的命令视为律法？区别是什么？（页129）

5) 在福音书中，神迹故事有什么作用？（页130）

6) 我们想要福音书叙事对我们的作用，如同它们对原来的听众的作用一样。因此，我们

如何可以确定我们所理解的叙事重点就是福音书作者原来用意的重点？（页130）

7.7、耶稣的“神国”：一世纪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末世论（页130-133）

1) “有末世性的思想”是什么意思？（页130-131）

2) 作者如何描述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末世性的思想？（页131）

3) 在耶稣的历史背景中，“神国”是什么意思？（页131）

4) 耶稣的复活和圣灵的涌出如何改变门徒的末世性思想？（页132）

5) 从基督教末世性思想的角度来看，“生活在神的国度里”是什么意思？（页132-133）

6) 作者列出什么例子，给我们描述今世的“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状态？（页132）

第八章、比喻：你了解重点吗？（页137）

8.1、“比喻”是什么？（比喻的性质）（页137-140）

1) 作者在这本书里已经为福音书写了一章。为什么还需要为比喻另辟一章呢？（页137-

138）

2) 作者分清“真正的比喻”和另外哪几种言论？（页139-140）

3) 作者坚持说比喻并不是寓言。比喻和寓言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页139-140）

4) 如果故事型的比喻的主要功能不是用生动的话来描述耶稣质朴的教导，而且比喻也不

是启示真理的工具，那么，故事型的比喻有什么主要的功能？（页140）

5) 比喻如何很像笑话？解释比喻如何正像解释笑话一样？（页140）

6) 解释比喻的重点是要找到比喻中的什么？（页140）

8.2、比喻的解经：找出关联点（页141-142）

1) 在比喻中，“关联点”和“料想不到的发展”是什么？（页141）

2) 朗读几遍两个欠债的比喻，读几个译本（路 7：36-50）：

a) 尝试找出关联点和料想不到的发展。

b) 这个比喻对西门的重点是什么？对那个女人这个比喻有什么重点？

3) 把你的理解跟作者在 141-142页的解释比较一下。

4)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比喻的重点？（页142）

8.3、比喻的解经：确认听众（页142-143）

1) 我们知道原来的听众的时候，解释比喻的工作包含哪三件事？（页142）

2) 对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 10：25-37），尝试去做上面的三件事。

3) 把你的理解跟作者在 142-143页的解释比较一下。

4) 对浪子的比喻（路 15：1-2、11-32），尝试去做上面的三件事。

5) 把你的理解跟作者在 143页的解释比较一下。

8.4、“没有背景”比喻的解经（页143-144）

1)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福音书中的没有原来的历史背景之比喻？作者如何处理葡萄园工人

的比喻（太20：1-16）？他们采取什么步骤？（页143-144、126）

2) 马太和路加都把失羊的比喻放在不同的背景中（太18：12-14；路 15：4-7）。

a) 这个如何表示在马太和路加的眼中都各有不同的听众？（页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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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这个比喻的两个不同的背景如何影响这个比喻的作用？（页143-144）

8.5、天国比喻的解经（页144-146）

1) 芥菜种的比喻、田里宝藏的比喻、和商人的比喻都是天国的比喻。那么，作者怎么能

说：“天国不像芥菜种，或藏在田里的宝藏，或商人”呢？（页144）

2) 在马可福音4章和马太福音13章，马可和马太都很明确地把天国的比喻作为教导工具

来教导我们关于天国的事。但是，如果认为教导工具是天国比喻的主要作用却是一种

误解。那么天国比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页144-145）

3) 耶稣借着天国比喻来呼召人如何回应？（页145）

4) 在耶稣的天国“宣告”里，有哪两个要点？（页145）

a) 朗读无知财主的比喻（路 12：16-20），尝试找出这两个要点。

b) 把你的理解跟作者在 145页的解释比较一下。

c) 朗读不义管家的比喻（路 16：1-8），尝试找出这两个要点。

d) 把你的理解跟作者在 145-146页的解释比较一下。

5) 如果我们不该以寓意的方式来理解比喻，那么该如何聆听它们？（页146）

8.6、耶稣的比喻的释经（页146-147）

1) 做好解经并确认重点以后，为了理解耶稣的比喻与现今的我们有什么关系，作者提出

哪两点建议？（页146-147）

2) “耶稣所有的比喻都是_______________。”（页148）

3) 挑选最近两章中的一个比喻，并且符合我们自己处境的形式来尝试重新讲述整个故事，

赋予新的关联点和料想不到的发展，让它“抓住”现今的人就像耶稣的比喻抓住他当

时的听众一样。

第九章、律法书：给以色列人的契约规则（页151）

9.1、旧约律法与古代的以色列（页151-152）

1) 在以色列历史中，律法有什么作用？（页151）

2) 为什么重整以色列人作为神的一个民族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页151）

3) 如果我们想要读懂并很好地理解律法书，就必须理解哪两件事？（页151）

4) 为了理解旧约律法在圣经中的作用，我们一开始就需要面对哪三个问题？（页151-

152）

9.2、旧约律法与基督徒（页152-155）

 总结作者理解的基督徒与旧约律法关系的基本原则的每一项。（页152-155）

9.3、律法在以色列和圣经中功能（页156-160）

1) 如果以色列人不能因守律法而得救，如果律法不是他们的“救恩方式”也没有起到救

恩的作用，那么，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页156-157）

2) 旧约律法有哪两种基本形式？（页157-159）

a) 作者有什么意思说绝对确定的律法“有典范的特征”，其“不够详尽”，但

“精神却包罗万象”？（页157-159）

b) 决疑的律法（个案处理）跟绝对确定的律法有什么区别？（页158-159）

3) 作者从绝对确定的律法中提出什么释经见解？（页158）

9.4、旧约的律法、奴隶制度与神（页159-160）

1) 我们可以从决疑的律法学到什么释经的原则？（页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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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旧约律法提供给现今的我们什么？（页160）

3) 作者有什么意思，说旧约律法的经文“依旧是神给我们的宝贵话语，但显然不是神所

给我们的命令”？（页160）

9.5、旧约律法与其他古代的法典（页161-165）

1) 在道德与伦理的方面，旧约比其他古代的法典如何？（页161-162）

2) 如果旧约律法不是给人永远的生命或使人有真正的义而制定的，那它有什么目的？它

对以色列人有什么益处？（页162-165）

3) 有关旧约律法的释经，作者给我们列出哪些“要”与“不要”？（页165）

第十章、先知书：在以色列执行盟约（页169）

10.1、先知书是什么？（页169-171）

1) 在圣经中，有多少先知书？它们什么时候写成的？（页169）

2) 为什么先知书是很难解释也很难读懂？现今的人们常常误解它们的哪两个方面？（页

169-170）

3) 如果先知的主要职责不是预言未来事件，他们到底有什么主要职责？（页170）

4) 为什么一口气把任何一卷较长的先知书读一遍是如此的困难？（页170-171）

5) 历史距离如何影响我们读懂先知书？（页171）

10.2、预言在以色列的功用（页171-176）

1) 关于先知在以色列人中的角色和职责，作者强调哪四点？（页171-175）

2) 先知书的写作内容有什么特定的模式？其模式有哪两个部分？（页173）

3) 为什么漫不经心地表面地读先知书不会使人得到深入的理解？（页175）

4) 作者建议我们用哪四种辅助工具书来学习先知书？你能在哪里找到它们？（页175-

176）

10.3、先知书的解经：较广的历史背景（页176-177）

1) 为了理解先知书，我们需要了解哪两种历史背景？为什么这个跟理解耶稣的教导很类

似？（页176）

2)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中有这么密集的先知著作？（页176-177）

3) 那个年代有哪三个特点？（页177）

4) 总结先知书的广阔历史背景。（页176-177）

10.4、先知书的解经：特殊的历史背景（页177-179）

1) 先知的每一个神谕的特别历史背景有哪三个主要的方面？（页177）

 了解这三个方面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何西阿书》5：8-12？（页177-178）

2) 作者说，研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整个神谕，就像研读书信的时候应该学习

整段的思想一样。（页178）

a) 为什么思想整个神谕没有那么容易？（页178-179）

b) 为什么还是必须要做的？（页178-179）

c) 作者建议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难题？（页179）

10.5、先知话语的形式（页179-183）

1) 最常见的神谕有哪五种？描述每一种，并且朗读每一种的一个。（页179-182）

2) 古代的以色列，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使用诗歌？（页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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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者建议我们学会旧约诗中重复性文体的哪三个特征？（页183）

10.6、先知书的释经：一些建议（页183-187）

1) 为什么作者提醒我们，不要过于热切地从旧约先知的神谕中认出新约的事件？（页

184-185）

2) 描述两个赋予先知书经文第二个意义之现象的例子，一个来自保罗、一个来自马太。

（页185-187）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保罗和马太一样解释旧约的经文？作者如何分清“启示的

功能”和“光照的功能”？（页186-187）

3) 神向以色列和犹大所要求的在哪些方面，与向我们所要求的大致相同？（页187）

第十一章、《诗篇》：以色列人和我们的祷告（页191）

11.1、诗篇为诗（页191-194）

1) 由于诗篇是一种特别的文学形式，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哪四个方面？（页191-192）

2) 为什么我们需要小心，不要“过度地解释《诗篇》”？（页192）

3)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读书信、叙事或一段律法的方式来读一篇诗篇？（页193-194）

11.2、诗篇为文学（页194-199）

1) 为什么我们必须特别小心，不要把一段经文从一篇诗篇的上下文中取出？（页194-

195）

2) 古代的以色列人如何用诗篇？（页195-196）

3) 描述诗篇的七种不同的类别的每一种，并且朗读每一种的一个例子。（页196-199）

11.3、不同的诗篇的用处（页199-207）

1) 从作者来看，神为什么把《诗篇》3篇这样的“哀歌”放在圣经中？（页199-201）

2) 像《诗篇》138篇的“感恩诗篇”对我们有什么用处？（页202-204）

3) 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正确地辨别诗篇的类型？（页204）

4) “咒诅诗篇”是什么？它们如何能帮助我们？（页204-206）

5) “这些向神说的话如何成为从神而来，对我们所说的话？”（页206-206）

6) 对于诗篇的用法，我们可以使用诗篇的三种重要方式是什么？（页206-207）

第十二章、智慧书：过去和现在（页211）

12.1、智慧文学的滥用（页211-214）

1) 误用智慧书有什么危险？（页211）

2) 智慧书在哪三方面常常被人误用？（页211-212）

3) 作者如何给“智慧”下定义？（页212）

4) 圣经如何给“智慧”下定义？（页213）

5) 按照圣经来说，智慧的开端是什么？（页213）

6) 我们如何能变得智慧？（页213-214）

12.2、智慧的种类和限制（页214-216）

1) 在古代的以色列，人们如何得着智慧并且教导别人如何得着智慧？（页214-215）

2) 这种智慧有什么限制？（页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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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箴言》中的智慧（页216-219）

1) “谨慎的智慧”跟“思辨的智慧”有什么区别？（页216）

2) 除了 215页上所提的限制之外，箴言的简洁性和特殊性也带来哪另两种限制？（页

216-217）

12.4、《箴言》的释经原则（页219-224）

1)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箴言视为神所给的法律保证？（页219-221）

2) 为什么《箴言》须作为一个合集来读？（页221-222）

3) 箴言的措辞旨在使人容易记住——这如何影响他们的准确性？（页222-223）

4) 有的箴言看来与我们无关。为什么？我们该怎么理解它们？（页223-224）

5) 为了帮助我们正确地使用箴言，作者给我们列出哪九个原则？（页224）

12.5、《约伯记》中的智慧（页225-226）

1) 在读《约伯记》时，为什么得注意谁在说话？他在什么时候说话？（页225）

2) 如果能准确地阅读理解《约伯记》，我们就能学会什么？（页226）

12.6、《传道书》中的智慧（页226-228）

1) 了解《传道书》的结构，并且不把某些片语和句子从上下文中抽离出来，如何帮助我

们解释作者的断言？（页226-228）

2) 关于《传道书》的解经，作者提出哪两种不同的解释？（页226-228）

12.7、《雅歌》中的智慧（页228-230）

1) 作者认为《雅歌》的话题是什么？（页228-229）

2) 为什么很多早期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解释者都以寓言的方式来解释《雅歌》，说它

应该理解为基督对教会的爱？（页228-229）

3) 《雅歌》中没有“婚姻”这个词，那么，作者如何能断定雅歌跟一夫一妻的婚姻有关

系？（页230）

4) 在古代近东，人们在什么情况下用这种情诗作品？（页230）

5) 《雅歌》所表达的价值观与我们现代文化的价值观有什么不同？（页230）

6) 关于这两位作者的婚姻，他们分别结婚多久了？

~
在本书的第四版中，作者 2013 年是这样写这章的最后一句： 

“在《雅歌》里，爱情应在婚姻期间持续滋长，而且实际上成为婚姻的特征——

甚至 43 年后，如同一位作者的情况，并且 60 年后，如同另一位作者的情况。但愿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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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启示录》：审判与希望之意象（页233）

13.1、《启示录》的性质（页233-236）

1) 为什么《启示录》是那么难理解的一部书？（页233）

2) 为什么作者说：“凡没有真正谦卑的人，就不应该研究《启示录》”？（页233）

3) 《启示录》将哪三种不同的文学类型巧妙融成一体？它基本的文学类型是哪种？（页

234）

4) 作者给我们指出启示著作哪五种共同的特征？（页234-235）

5) 《启示录》如何有预言性？（页235-236）

6) 《启示录》也是书信。这个对我们的理解有什么意义？（页236）

13.2、研读《启示录》的基本解经原则（页236-239）

1) 读懂理解《启示录》，约翰原来的读者比我们有哪三个有利条件？（页237）

2) 约翰用来写作《启示录》的意象来自哪三种源头？（页237）

3) 作者提出哪几种的启示意象？（页237-238）

4) 约翰自己给读者解释哪六个意象的意义？每一个具体代表什么？（页238）

5) 应该如何读异象？研读意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异象的细节？（页238）

6) 约翰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旧约意象？他希望他的读者有关旧约理解什么？（页238-239）

13.3、《启示录》的历史背景（页239-241）

1) 一口气把整卷《启示录》读完，将作者及其读者的资料记在心里或扼要地写下来（目

的在于明白全书要旨，不要想了解一切）。

2) 再读第二遍，特别找出所有说明约翰读者是 “在他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页1：9）的经文。（页239）

3) “苦难与死亡”的主题为什么是理解历史背景的关键？（页240）

4) 《启示录》的预言的主题是什么？（页240）

5) 约翰对“困难”和“愤怒”作什么区别？（页241）

13.4、《启示录》的文意脉络（页241-243）

1) 除了理解《启示录》中意象的历史背景和意义之外，我们为什么也需要理解每一个异

象在整卷书中各自的功用？（页241）

2) 描述《启示录》的基本文学结构。（页241-243）

13.5、《启示录》的释经问题（页243-245）

1) 《启示录》的释经难题跟先知书的释经难题有什么类似？（页243-244）

2) 关于做门徒，《启示录》向我们说什么？（页244）

3) 《启示录》如何安慰并鼓励受苦的基督徒？（页244）

4) 《启示录》的主要释经难题是什么？（页244-245）

5) 总结作者五个处理这个释经难题的建议的每一个。（页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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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注释书的评估与使用（页249-251）

1) 好的注释书做的事基本上有哪三方面？（页249）

2) 我们不应该根据哪两项标准来评估注释书？（页249）

3) 总结作者的七项评估注释书的标准的每一项。（页249-250）

4) 在作者的七项评估标准中，哪项是最重要的？（页250-251）

5) 作者提出哪些经文“检查站”，帮助我们方便地来评估注释书？（页250-251）

~
“在他来之前，我们借着聆听和遵行他的话，在‘已经来临’之中活出未来。但总有一

天不再需要这一类的书，因为‘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因为他们……都必认识我’（耶

31：34）。我们要与约翰、圣灵和新妇同声说：‘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 作者菲博士与斯图尔特博士（页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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