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 正路歪路 

正確與錯誤的解經方式 

聖徒裝備課程101如何學習聖經 



上期回顧 

• 學習聖經最重要是明白聖經的意思 

• 聖經的意思取決於作者 

• 聖經是100%神的話語，也是100%

人的話語，這種啓示的過程我們稱
爲“默示” 

• 聖經的經文只有唯一的意思或解釋，
但可以有多重的指代和應用 



第一課的思考問題 



• 利未記19:19 “兩樣料子作成的
衣服，你不可穿在身上” 

• 利未記11:13-19 “13 雀鳥中你們

當以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
雕，狗頭雕，紅頭雕，14 鷂鷹，
小鷹與其類。15 烏鴉與其
類。…… 19 鸛，鷺鷥與其類，
戴勝，與蝙蝠。” 



教會聖餐的故事 

•使徒行傳2:46 “他們天天同心

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
家中掰餅，存著歡喜誠實的
心用飯，” 



正確與錯誤的解經原則  

•正確的解經原則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解經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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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代的主流解經方式 

早期教父 
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中世紀 
靈意解經  
Allegory  

改教運動 
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現代時期 
唯理主義解經  
Rationalism  

後現代時期 
主觀主義解經  
Subjectivism 



不同時代的主流解經方式 

早期教父 
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中世紀 
靈意解經  
Allegory  

改教運動 
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現代時期 
唯理主義解經  
Rationalism  

後現代時期 
主觀主義解經  
Subjectivism 

不是“靈異” 



不同時代的主流解經方式 

早期教父 
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中世紀 
靈意解經  
Allegory  

改教運動 
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現代時期 
唯理主義解經  
Rationalism  

後現代時期 
主觀主義解經  
Subjectivism 



不同時代的主流解經方式 

早期教父 
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中世紀 
靈意解經  
Allegory  

改教運動 
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現代時期 
唯理主義解經  
Rationalism  

後現代時期 
主觀主義解經  
Subjectivism 

其實應該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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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怎麽看舊約聖經？ 

•馬太福音22:31-32 “31 論到死人

復活，神在經上向你們所說的，
你們沒有念過嗎？32 他說，

‘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
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我是(現在時態)亞伯拉罕的神” 

•如果亞伯拉罕已經死了，神應
該用過去時態 

• I was the God of Abraham 

• 但是神用了現在時態，説明亞
伯拉罕還活著！ 

•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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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也稱爲“語法歷史解經”或
者“字義解經”  

•通過研究作者使用文法(語法)，

結合各種歷史背景，以此來
探索原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 



文法(語法)包含什麽？ 

•第一，經文的文體 



經文的文體 

•詩歌 (多有比喻，誇張，對比，
平行等修辭手法) 

• 預言 (需要熟知相對應的歷史) 

• 記敘 (記載歷史) 

•書信 (論述真理) 



經文的文體 

•通過文體，區分： 

描述性經文(descriptive) 

與 

教導性經文 (prescriptive) 



經文的文體 

•描述性經文 

–描述當時發生的事情 

–不一定照做 (很多時候不需要) 

• 教導性經文 

–教導屬靈的真理和命令 

–必須照做 



•以弗所書4:2 “凡事謙虛，溫

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使徒行傳2:44-45 “信的人都

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
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
的分給各人。” 



教會聖餐的故事 

•使徒行傳2:46 “他們天天同心

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
家中掰餅，存著歡喜誠實的
心用飯，” 



經文的文體 

• 這個經文是“描述性”還是“教導
性”？ 

• 從上下文和文體來看，這個經文所説
的内容是僅限於當時的對象，還是普
世的基督徒？ 

• 從上下文和文體來看，那個經文是僅
僅在描述當時發生的事情，還是在給
基督徒命令？ 



經文的文體 

• 如果直接模仿描述性经文的榜样 

• 需要有教导性经文作为支持 

–使徒趕鬼 

–大衛恩待約拿單的兒子 (撒母耳记下
9:1-13) 



文法(語法)包含什麽？ 

•第一，經文的文體 

•第二，詞義 



詞義 

• 不要刻意屬靈化 

–以色列 v.s. 教會 

• 注意理解神學性比較強的詞匯 

–默示？ 

–肉體？羅馬書7:18 “在我裡頭，就是我肉
體之中，沒有良善” 

–我是不是能用自己的語言，把這個神學
詞匯解釋給一個慕道友聼？ 



文法(語法)包含什麽？ 

•第一，經文的文體 

•第二，詞義 

•第三，語法關係 



語法關係 

•時態， 

• 語態， 

•單數，複數， 

• 人稱代詞 

•邏輯關係的連詞 



什么是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也稱爲“語法歷史解經”或
者“字義解經”  

•通過研究作者使用文法(語法)，

結合各種歷史背景，以此來
探索原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 



歷史包含什麽？ 

•第一，聖經書卷的背景 

–作者，寫作時間，地點，讀者，
寫作目的 

 



歷史包含什麽？ 

•第一，聖經書卷的背景 

•第二，歷史環境信息 

–文化 

–地理 

–歷史 

–(語言) 



文法歷史解經  
Grammatic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1. 
文法規則 

Principles of 
Grammar 

文體 (Genre Study) 

詞義 (Lexical Study) 

語法關系 (Syntactical Study) 

2. 
歷史情況 

The Facts of 
History 

聖經背景  
(Biblical Background) 
歷史，地理，文化 

(History, Geograph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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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爲什麽要看錯誤的解經方式？ 

–第一，讓我們可以有辨識能力 

 



•哥林多前書14:29 “至於作先

知講道的，只好兩個人，或
是三個人，其餘的就當慎思
明辨。”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爲什麽要看錯誤的解經方式？ 

–第一，讓我們可以有辨識能力 

–第二，讓我們可以抵擋異端邪說 

–第三，检查我们自己的解经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 靈意解經 (Allegory) 

• 強硬字面解經 (Letterism) 

•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 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 神學傳統解經 (The Theological Method) 

•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 整合主義解經 (Integrationism) 



靈意解經(Allegory) 

•“靈意解經”放棄聖經文字在
歷史環境中所要表達的意思，
追求文字背後所謂的(並不存在
的) “屬靈意思” 



靈意解經的例子 

•五餅二魚的神迹 

• 以利沙的斧子神跡 

•教皇Gregory the Great (540-604 
AD)解讀約伯記 

–《約伯記的道德反思》 

–Moral Reflections on the Book of 
Job (trans. by Brian Kerns) 



•約伯記 1:1-3 “1 烏斯地有一個人

名叫約伯。那人完全正直，敬
畏神，遠離惡事。 2 他生了七
個兒子，三個女兒。 3 他的家
產有七千羊，三千駱駝” 



教皇Gregory the Great 解讀約伯記 

• And so “seven sons were born.” They 
are obviously the apostles who went 
forth manfully to preach. (Book I, 87) 

• “他生了七個兒子”這些兒子明顯
是指(十二)使徒，勇敢的走出去傳
導。 



教皇Gregory the Great 解讀約伯記 

• The three daughters were mentioned after the 
sons, for after the courageous apostles 
appeared, three different classes of the 
faithful followed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they 
were leaders, celibates, and married people 
(Book I, 88) 

• 在兒子之後，提到了三個女兒，因爲在勇
敢的使徒之後，教會中三類衷心的人跟隨
了試圖的脚步，他們是：教會的領袖，守
單身的人，還有結婚的人 



教皇Gregory the Great 解讀約伯記 

• For what do the seven thousand sheep 
express, unless it be the perfect innocence 
that can be seen in certain people who come 
from the sheepfold of the law to the perfect 
grace of God? (Book I, 88) 

• 那七千只羊代表什麽呢？當然是指那些完
美無瑕的人，他們來自與律法的羊圈，經
歷神完美的恩典 。 

• 言下之意，代表基督徒 

 



教皇Gregory the Great 解讀約伯記 

• What are the three thousand camels 
if not the bent and defective nature 
of the Gentiles (Book I, 88) 

• 那三千只駱駝，不就是那些本性扭
曲悖逆的外邦人嗎？ 



•約伯記 1:1-3 “1 烏斯地有一個人

名叫約伯。那人完全正直，敬
畏神，遠離惡事。 2 他生了七
個兒子，三個女兒。 3 他的家
產有七千羊，三千駱駝” 



靈意解經的例子 

•摩門教解讀以西結書37:15-23的
兩根仗 

• 37:17 “你要使這兩根木杖接連
為一，在你手中成為一根” 



• 37:18-19 “18 你本國的子民問你說，
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指示我們嗎？ 
19 你就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

說，我要將約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
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蓮手中的，
與猶大的杖一同接連為一，在我手
中成為一根。” 



第一課要點 

•聖經不僅僅是神的啟示，聖經
是神所默示的！ 

• 既是100%神的話語，又是100%
人的話語 

• 聖經只有一個意思，也不存在
所謂的隱藏的意思 



靈意解經的例子 

•基督徒解讀馬可福音14:3-9 

•基督徒解讀雅歌 

–原作者對原讀者要表達的意思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 靈意解經 (Allegory) 

• 強硬字面解經 (Letterism) 

•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 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 神學傳統解經 (The Theological Method) 

•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 整合主義解經 (Integrationism) 



強硬字面解經 (Letterism) 

•“強硬字面解經”拒絕承認
修辭手法，凡事必須按照字
面來理解 



強硬字面解經的例子 

•天主教解讀馬太福音26:26-29 

 



強硬字面解經的例子 

• 馬太福音 26:26-29 “26 他们吃的时

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
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
我的身体。27 又拿起杯来，祝谢

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
28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
流出来，使罪得赦。” 



強硬字面解經的例子 

•天主教解讀馬太福音26:26-29 

• 開放神學 (Open Theism)解讀創
世記22:12 
 

 



強硬字面解經的例子 

•创世记22:12  天使(他)說: “你不

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
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
不給我。” 

和合本翻譯爲“天使”，原文此處為
“他”。“他”在上下文中指的是“耶和
華的使者”，也就是耶穌基督在舊約中顯
現的方式之一，因此，此處是神説話 



強硬字面解經的例子 

•创世记22:12  天使(他)說: “你不

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
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
不給我。” 



• Anthropomorphisms 人格化修辭手法 

–anthropos (人) + morphe (形态) 

–不同于Personification 擬人化 

–這種修辭手法是把神描繪成人的樣
子（比如：耶和華的膀臂，神的右
手）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 靈意解經 (Allegory) 

• 強硬字面解經 (Letterism) 

•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 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 神學傳統解經 (The Theological Method) 

•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 整合主義解經 (Integrationism)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唯理主義”相信人類的理性
是評判聖經的最高權柄 

• 所以，任何不符合人理性的東
西都需要重新解釋 

• 我們戲稱他為“無理主義” 



理性的權柄 

聖經的權柄 



唯理主義解經的例子 

•自由派或者親自由派的學者解
讀馬太福音27:51-53 



唯理主義解經的例子 

• 馬太福音27:51-53 “51 忽然殿裡的

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
動。磐石也崩裂。 52 墳墓也開了。
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53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

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
現。” 



• Michael Licona (休斯頓浸信會大學神學
副教授),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 
New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 553. 

• It seems best to regard this difficult text 
in Matthew a poetic device added to 
communicate that the Son of God had 
died and that impending judgment 
awaited Israel 

• “關於這段馬太福音難理解的經文，
最好是把它看爲詩歌，馬太加在這裏
爲要强調神的兒子死了，并且神的審
判進了。”（言下之意，不是歷史） 



理性的權柄 

聖經的權柄 



• 人的理性是神的話語的僕人，依賴
於聖靈才能正確解讀聖經。我們不
能讓理性來決定聖經話語的對錯
（理性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能力來
做這樣的決定）。相反，我們要依
靠聖經，讓聖經告訴我們，我們的
理性是不是正確。 

• J. I. Packer,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 48.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 靈意解經 (Allegory) 

• 強硬字面解經 (Letterism) 

•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 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 神學傳統解經 (The Theological Method) 

•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 整合主義解經 (Integrationism) 



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只有讀者(有, p13)權力來決定聖

經的意思，讀者決定的意思，
才是聖經真正的意思。 

• “主觀主義”把聖經的本意看
作是“壓迫和獨裁” 

• 總而言之，你覺得聖經是什麼
意思，就是什麼意思 



情感的權柄 

聖經的權柄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 靈意解經 (Allegory) 

• 強硬字面解經 (Letterism) 

•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 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 神學傳統解經 (The Theological Method) 

•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 整合主義解經 (Integrationism) 



神學傳統解經  
(The Theological Method) 

•“神學傳統解經”不管聖經的
上下文，而僅僅是按照自己的
宗教傳統來理解聖經。 



傳統的權柄 

聖經的權柄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 靈意解經 (Allegory) 

• 強硬字面解經 (Letterism) 

•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 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 神學傳統解經 (The Theological Method) 

•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 整合主義解經 (Integrationism)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本地化解經”讓聖經脫離本
身的文化背景，而把聖經放在
今天的文化中來解讀 



文化的權柄 

聖經的權柄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中國文化中的道和約翰福音1:1 

• 中國人的有福和聖經中的有福 

•新幾内亞傳教士和“神的豬” 

–耶穌是“神的羔羊”翻譯成耶穌
是“神的豬” 



 

Via jangheungcatholicchurch.blogspot.jp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 靈意解經 (Allegory) 

• 強硬字面解經 (Letterism) 

•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 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 神學傳統解經 (The Theological Method) 

•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 整合主義解經 (Integrationism) 



整合主義解經 (Integrationism) 

•“整合主義”是把所謂的科學
發現，心理學發現，以及哲學
的結論當作真理，並扭曲聖經
的意思來迎合這些結論 



人的智慧 

聖經的權柄 



整合主義解經的例子 

•創世記第一章 



間歇論 Gap Theory 

一日千年論  
Day-Age Theory 

(中國仙俠論 
天上一日，地上千年) 

神造進化論 
Theistic Evolution 

Credit: Answers in Genesis 
Used with permission 

(也會叫“史前審判論”) 



基本原则 

•外在的東西(科學，歷史，考
古等等)可以補充聖經的現有

解釋，但沒有權力修改基於
上下文和語法的現有解釋 

 

 



整合主義解經的例子 

•創世記第一章 

•心理學對聖經的扭曲 



飛揚雜誌2019/8 第129期 和睦 

•文章：自我和睦 

–中心思想：福音讓人與神和睦，人
與人和睦，人與己和睦 

–引言：“信仰基督所引發的自我接
納，驅逐了自我拒絕，消滅了自我
矛盾，終結了自我排斥。” 



整合主義解經的例子 

•創世記第一章 

•心理學對聖經的扭曲 

–愛神愛人愛自己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 靈意解經 (Allegory) 

• 強硬字面解經 (Letterism) 

• 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 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 神學傳統解經 (The Theological Method) 

• 本地化解經 (Contextualization) 

• 整合主義解經 (Integrationism) 



正確與錯誤的解經原則  

•正確的解經原則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解經的預備 



解經的預備 

• 第一，必須要重生得救 

• 第二，必須有聖潔的生命 

• 第三，必須有不住的禱告，依靠神 

• 第四，必須有持續的努力 

• 第五，必須有敬畏（知道這是神的
話語！） 



解經的預備 

• 第六，必須有聖靈的光照
(illumin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詩篇119:18 “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
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詩篇 119:73 “求你賜我悟性，可以學
習你的命令” 

–約翰一書 2:18-19 “你們從那聖者受
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 

 



解經的預備 

• 如果沒有聖靈的光照 

• 以賽亞書6:9-10 “9 他說，你去告訴這

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10 要使這百

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
迴轉過來，便得醫治。” 



• 聖靈的光照不是啟示 

• 聖靈的光照沒有任何的體感 

• 聖靈的光照不是給與一部分特别的基督徒 

• 聖靈的光照不能與聖經分開 

• 聖靈的光照不能確保基督徒得到正確的解
經結論 

• 聖靈的光照不能讓人全知 

• 聖靈的光照不能代替教會長老和教師的角
色 (以弗所書 4:11-12) 

• 聖靈的光照不能代替仔細學習和研究 (提摩
太後書 2:2; 3:14) 



解經的預備 

• 第六，必須有聖靈的光照 

• 第七，必须渴望認識神的話語 

 



解經的預備 

• 不是全心全意的聖經學習很無聊。當
你讀聖經的時候是帶著律法主義的心
態，或者宗教儀式的心態，或者因為
你被你的同伴或牧師逼得沒有辦法才
來讀聖經，那你不會學到太多。你需
要的是心中的飢渴——迫切的想要通過
神的話語認識神。 

• John MacArthur, How to Get the Most 
From God’s Word, 153-54 



正確與錯誤的解經原則  

•正確的解經原則 

•常見的錯誤解經原則 

•解經的預備 



第二課 正路歪路 

正確與錯誤的解經方式 

聖徒裝備課程101如何學習聖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