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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察Ｏ 

2.解釋Ｉ 

3.應用Ａ 
 



觀察：經文說什麼 

*分辨經文：敍事性、議論性 

A. 搜集資料(敍事性) 

七何（何人、何時、何地、何
事、何因、何法、何了） 

經文用字、文法、背景、上下
文、篇幅比例、結構大綱、中心
思想 



B. 議論性經文 

句子分析(最重要是觀察文法) 

•平行句子?(平行的形容詞、名詞、動詞?)  
   林前8:6 萬物都是從他而來， 

       我們都是為他而活; 

•重要的動詞、時式 

•主句/子句, 兩者之間的關係 
      林前8:2  如果有人自以為知道些甚麼， 

                   他其實連自己所應該知道的也不知道。 

•片語是形容動詞還是形容名詞 

 



• 連接詞之間有何關係? 

 

 

 

 

 

 

 

 

• 按文法分析找出作者想要的要點和次要點 

 

詞語/字眼 用意 

和、就、於是 連接或擴張兩個或多個相似
的思想 

但是、然而、無論如何、
雖然、雖然如此 

強調對比 

正當、當 引入另一件同時發生的事情 

因為 指示目的或理由 

以致、因此、所以、因而 帶出結論或結果 

假若……便 提示一些條件及後果 

正如、好像 顯示比喻 



如何進行句子分析 

•以符號來代表句中每部分之間的關係。 

 1. 平行句: 

   a. 接續或擴張相似的思想(雅四2a) 

     你們放縱貪慾,如果得不到,就殺人; 

     你們嫉妒,如果一無所得,就打鬥爭執。 

   b. 對比(雅四7a) 

       你們應當順神,  

       抵擋魔鬼。 

   



2. 形容詞的平行(提後二24b) 

       總要待人溫和, 

              善於教導, 

              存心忍耐。 

3.動詞的平行(雅四1a) 

      你們中間爭執 

                和打鬥  是從哪裡來的呢? 

4. 名詞的平行(雅四9a) 

     你們要愁苦、 

               悲哀、 

               哭泣。 

 



箭咀：進一步的描述 

1.動詞 

    我的弟兄們, 

       你們遭遇各樣試煉的時候, 

           都要看為喜樂,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 

                 就產生忍耐。 

2名詞 

在這一切之上,還要有愛心, 

                             愛心是聯繫全德的。 



留意用字(重複/同義詞或反義詞) 

經文背景 

上下文 

經文結構 

中心思想 
 



解釋：經文為什麼說這些 

1. 提出啟發性問題 

2. 找出整合性的信息 

3. 經文原意與當代意義 

4. 找出現代意義的2個問題 

5. 從找出「中心思想」到定下「應用
目標」的過程 

 



屬於啟發性
問題 

研經者觀察經文後，得著啟發
而就著經文所提出的問題； 

關於經文本身的問題，能幫助
我們瞭解經文的意義 

有關一些經文沒有清楚說明，
但是研經者觀察到經文的資料
後，因好奇而期望知道的事情 

不屬於啟發
性問題 

有關「你」或「你們」、「我」
或「我們」的問題 

有關一些經文已經交待的事情 



解釋：經文為什麼說這些 

*提出啟發性問題：經文沒有清楚說明，
但研經者觀察到經文的一些資料後，
好奇而期望知道的事。 

包括：事實、原因、意義、經文關係、
假設及質疑等問題。 

 例如：保羅這裡講的知識是指什麼？ 

不是問：你、你們或我、我們 

 例如：我們從保羅的回答學到什麼功
課？你認為保羅這樣的做法合理嗎？ 



啟發性問題的類別 
 *事實──如關於職位、人類、地區或城巿、

詞彙的意義等。 

*例：「會堂」是甚麼地方（路七1-10）? 

*例：加利利海是甚麼地方(可五35-41)? 

*例：百夫長是甚麼人（路七1-10）? 

*例：”試煉”是甚麼意思？(雅一1-18) 

 



啟發性問題的類別 

*原因──基於經文明確表達的事情作進一
步的思考，期望瞭解當事人行事的原因 

*例：百夫長有權位、又受人尊重，為何感到沒
有資格去見耶穌（路七1-10）？ 

*例：為何作者不斷描述舌頭的壞處？(雅
三1-18) 

*例：為何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雅
四1-10) 



啟發性問題的類別 

*意義──幫助我們瞭解事情對經文中的人
物所產生的意義或重要性 

*例：神命烏鴉每天早晚刁餅和肉供應以利亞，
對以利亞有何意義（王上十七1-24）？ 

*例：為何保羅說腓立比信徒有意念相同，愛心
相同，就使他的喜樂可以滿足？他的喜樂可以
滿足有何重要？（腓二２） 

 



啟發性問題的類別 

*經文關係──找出經文之間的關係，如經
文內的不同段落的關係、研讀經段與上下
文的關係等，藉此思想經文的脈絡，擴展
對研讀經段的理解。 

*例：本段經文與上下文有何關係？ 

*比喻的中心教訓是甚麼？與整件事有何關係？ 

*例：祈禱與忍耐有何關係？(雅五7-20) 

 



啟發性問題的類別 

*假設──按經文提供的資料，嘗試思考當
中缺漏的內容 

*例：為何耶和華多次向約書亞說：「要剛強壯
膽」？是否表示約書亞害怕？（書一1-11） 

*例：保羅在這段經文中提醒提摩太不要以福音
為恥，他自己也不以福音為恥，是否當時的信
徒、領袖有以福音為恥的表現？甚麼是以福音
為恥的表現？ 

 

 



啟發性問題的類別 

*質疑──發現經文內容似乎存在矛盾
而提出的問題 

*例：西頓撒勒法的寡婦認為自己不能供
應食物給以利亞，這與神說已吩咐她供
養以利亞，是否存在矛盾（王上十七1-

24）? 

*例：保羅經常提醒摩太逃避假教師的言
論，亦要提摩太叫信這樣做，這樣處理
是否過分退縮？（提二14-26) 

 



解釋：經文為什麼說這些 

1. 提出啟發性問題 

2. 找出整合性的信息 

3. 經文原意與當代意義 

4. 找出現代意義的2個問題 

5. 從找出「中心思想」到定下「應用
目標」的過程 

 



找出整合性的信息 
 *綜合經文內的各個要點，思考要點之間的

關係，然後揣摩全段經文的整合性信息，
並理解這信息與其他枝節的關係──這個
過程就是找出「經文為甚麼說這些」。 

 



解釋：經文為什麼說這些 

1. 提出啟發性問題 

2. 找出整合性的信息 

3. 經文原意與當代意義 

4. 找出現代意義的2個問題 

5. 從找出「中心思想」到定下「應用
目標」的過程 

 



經文原意與當代意義 
 *找出經文的一個整合性信息，就等於得著

經文的原意。 

 



解釋：經文為什麼說這些 

1. 提出啟發性問題 

2. 找出整合性的信息 

3. 經文原意與當代意義 

4. 找出現代意義的2個問題 

5. 從找出「中心思想」到定下「應用
目標」的過程 

 



找出現代意義的2個問題 
 *找出經文現代意義的兩個問題 

1. 經文中人物的經歷、掙扎和對事物的反應，
與我們現今的人有何異同之處？ 

2. 在他們的經歷中，有甚麼原則是我們在現今
的生活中可以應用的？ 

 



解釋：經文為什麼說這些 

1. 提出啟發性問題 

2. 找出整合性的信息 

3. 經文原意與當代意義 

4. 找出現代意義的2個問題 

5. 從找出「中心思想」到定下「應用
目標」的過程 

 



從找出「中心思想」到定
下「應用目標」的過程 

 中心思想 在約書亞繼承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地
之前，耶和華給了他兩方面的指引：神的同
在及神的律法 

整合性信息 
（原來意義） 

面對重大的使命，約書亞或許會懼怕，所以
耶和華鼓勵他，向他保證必與他同在。其次，
耶和華的律法可以成為約書亞在事奉上隨時
的幫助，即使在事奉中遇到困難，神的話語
可以為他的指引。所以，約書亞不必驚惶。 

現代意義 
（應用原則） 

面對教會的事奉，我們或許會感到懼怕；不
過，神的同在及神的律法也是今天履行神使
命的僕人們的幫助及安慰。 



*

*正常的情況下，每段經文只有一種解釋，但
是可以有多種應用。 

*直接簡單的解釋通常比複雜的解釋正確。 

*客觀的讀出來，而不是主觀的讀進去。 

*用明顯易懂的經文解釋複雜難解的經文。 

*分辨描述式(descriptive)和命題式/議論式
(prescriptive)經文的不同。 

*注意經文的一貫性，以前後文解釋該段經文
的意義。 

*找出當時的歷史和文化的背景。 
 



*解釋文法結構和詞句之間的關係。 

*找出詞字的意義，找出該詞句在經文中的用法。 

*找出同類或相同主題的經文，找出聖經整體啟
示的教導。 

*分辨「象徵性」和「實義性」的用語。 

*以邏輯和推理找出作者的原意。 

*注意體裁和該段經文的關係。 

*提出對難解經文的解釋，使用注釋書來輔助。 



 

*解釋建基在觀察上 

*整理所觀察的各項細節，然後作出合理的
解釋 

*解的整個過程包括： 

*提出啟發性問題 

*綜合各要點並找出一個整合性的信息，
就是經文原意 

*思想經文的當代意義，就是經文的應用
原則 



 觀察 解釋 

“觀察”在先 “解釋”在後 

“觀察”是回答”經文說甚
麼” 

“解釋”是回答”經文為甚
麼說這些” 

“觀察”是資料的搜集及歸
類 

“解釋”是資料的整合 

“觀察”是較客觀的 “解釋”雖不是絕對客觀，
卻要合理 

“觀察”是找出差異、比較
及分類 

“解釋”是總結觀察所得的
事實，然後作出結論 



觀察 解釋 應用 

仔細觀察 

經文 

 

 

中心思想 

 

啟發性問題 

 

 

整合性問題 

（原來意義） 

 

 

當代意義 

（應用原則） 

應用目標 

 

 

具體行動 



應用：我當做什麼？ 

*我要作什麼改變？ 

可跟隨的榜樣？ 

應服從的命令？ 

可抓著的應許？ 

要承認及避免的罪？要戒除的壞習慣 

對神、人或自己的態度／關係有沒有
要改變的地方？ 

*我有什麼具體的行動配合改變？ 



練習： 

提後二14-26 



*句子分折 

對比”正確講解真理的道”(2:15)vs 

“爭辯及空談”(2:14,16) 

類同／反義的字眼：正確講解／爭辯
／空談／辯論／管教／爭鬥 

爭辯的影響：沒有益處(14)、把聽見
的人摧毀(14)、越來越不敬虔(16)、毒
瘡那樣擴散開來(17)、辯論(23) 

主的僕人要: 



*上下文 

   

 
二1-6 忍受苦難的籲請及比喻 

二7-9a 忍受苦難的榜樣：保羅 

二9b-13 忍受苦難的原因 

二14-19 無愧工人的教導職事 

二20-26 無愧工人的品德追求 

三1-7 假師傅的敗壞 

三8-9 假師傅的例子:雅尼和佯庇 



*二14-19  無愧工人的教導職事 
a. 囑咐信徒不要作無益的爭辯(14) 

b. 正確地講解真理的道(15) 

c. 遠避世俗的空談(16-17a) 

d. 假師傅違背真道的言論(17b-18 ) 

e. 屬主的人印記(19)       

二20-26  無愧工人的品德追求 
a. 作貴重的器皿(20) 

b. 追求的方法(21a) 

c. 追求的結果子(21b) 

d. 品德的追求：消極與積極(22-23) 

e. 與人相處的態度：信徒、對抗的人(24-25a) 

f. 溫柔勸導對抗者的原因(25b-26) 



*

作主無愧的工人，不單要重視
教導真理的職事，同時亦要操
練屬靈的品格。 



*

*為何本段重複提及與假教師爭的負面影響? 

*保羅經常提醒摩太逃避假教師的言論，亦
要提摩太叫信這樣做，這樣處理是否過分
退縮、不積極？ 

*假教師說“復活的事已經過去了”是指什麼? 

*為何說“復活的事已經過去了”會毀壞人心? 

*21節的「善事」是指什麼？ 

*提摩太面對假教師的攻擊時，保羅勸導他
追求屬靈的品德，這對他當時的處境有何
重要性？ 



*

*作主無愧的工人，除了自己遠避
及提醒別人也要遠避之外。不要
與假教師爭辨，糾結於空談，反
而要自潔，注重個人的德行及與
人相處之道。還要盡本分將真理
正確地教導信徒，以致軟弱的可
醒悟回轉歸向神。 



*經文原意與當代意義

*保羅提醒提摩太：要成為主無愧的
工人，而真理的教導是很重要，其功
效也很多，包括抗衡假師傅的言論，
裝備信徒認識真理以免落入假道理的
陷阱，亦可挽回對抗真理的人。然而
工人需要在其品德操守上加以注意，
尋求屬靈夥伴的提醒、守望和支持。 



*找出現代意義的2個問題

１。同樣的掙扎： 

*於真理的追求是是否足夠？ 

*自己是否一個善於教導的人？ 

*喜歡爭辨、落入空談的處境？ 

２。建立屬靈同伴給多提醒及守望？ 



*應用 

1. 每天靈修 

2. 本年研習一卷書 

3. 找一至兩位肢體作守望者, 每周一
次一起分享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