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課 看,再看,仔細看 

學習聖經第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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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回顧：文法歷史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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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聖經的步驟 

第一步：觀察 

第二步：解經 

第三步：評估 

第四步：應用 
 



學習聖經的步驟 

第一步：觀察 

第二步：解經 

第三步：評估 

第四步：應用 
 



Louis Agassiz (1807-1873) 



什麽叫“觀察”？ 

•觀察就是有意識的看，帶著
思想的看，用頭腦來看，不
僅僅是被動的吸收，而是一
邊看一邊思考經文的内容和
細節。 



觀察的内容 

•觀察翻譯版本的區別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通過提問來觀察 

•實際練習經文 
 



觀察的内容 

•觀察翻譯版本的區別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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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形式     注重理解 

Formal  Functional 

聖經翻譯的理念 

以聖經爲中心 
的翻譯方式 



聖經翻譯的理念 

• For breakfast, I went to chick-fil-a. 

•極端注重形式的翻譯： 

–為早餐，我去了chick-fil-a 

 



注重形式     注重理解 

Formal  Functional 

聖經翻譯的理念 

以聖經爲中心 
的翻譯方式 

以讀者爲中心 
的翻譯方式 



聖經翻譯的理念 

• For breakfast, I went to chick-fil-a. 

•極端注重形式的翻譯： 

–為早餐，我去了chick-fil-a 

•極端注重理解的翻譯： 

–我去chick-fil-a吃了早飯 



注重形式     注重理解 

Formal  Functional 

聖經翻譯的理念 

KJV 
ASV 

NASB 
ESV 

NKJV 

HCSB 
RSV 

NIV 

NLT GNB 

The 
Message 

J. Scott Duvall and J. Daniel Hays, Grasping God’s Word, 35 

新譯本 和合本 



聖經翻譯的理念 

•和合本翻譯自English Revised 
Version (1885)，適當參考原文，

而非從原文直接翻譯。因此和
合本無法考慮原文形式。 

• 和合本翻譯常會簡化聖經原文
表達，以達到通俗易懂的目的 



創世記25:6 

• 和合本“亞伯拉罕把財物分給他庶出
的眾子，趁著自己還在世的時候打發
他們離開他的兒子以撒，往東方去。” 

• 新譯本 “……就打發他們離開他的兒子
以撒，向東面行，往東方的地去。 

• ESV: “eastward to the east country.” 

• NASB “eastward, to the land of the east.” 

 



注重形式     注重理解 

Formal  Functional 

聖經翻譯的理念 

KJV 
ASV 

NASB 
ESV 

NKJV 

HCSB 
RSV 

NIV 

NLT GNB 

The 
Message 

J. Scott Duvall and J. Daniel Hays, Grasping God’s Word, 35 

新譯本 和合本 



中文文字的局限性 

Alphabet script (字母文字) 英語，希臘語
希伯來語 

Syllabograms (音節文字) 
和 

Logograms (語素文字) 

例如，漢摩拉
比法典的契型

文字 

中文 

Ideograms (表意文字) 

Pictograms (象形文字) 
表達能力最弱 

表達能力最强 



注重形式     注重理解 

Formal  Functional 

聖經翻譯的理念 

KJV 
ASV 

NASB 
ESV 

NKJV 

HCSB 
RSV 

NIV 

NLT GNB 

The 
Message 

J. Scott Duvall and J. Daniel Hays, Grasping God’s Word, 35 

新譯本 和合本 



觀察的内容 

•觀察翻譯版本的區別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通過提問來觀察 

•實際練習經文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第一，整本書的背景 (作者，

寫作時間，地點，讀者，寫
作目的，等等) 



 
馬太福音
實際寫作
時間： 
50 AD左右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第一，整本書的背景 (作者，

寫作時間，地點，讀者，寫
作目的，等等) 

•第二，當前經文的上下文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馬太福音11:25-26 “25 那時，

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
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
孩，就顯出來。26 父啊，是的，
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上下文重要原則 

•某一段經文的解釋，必須與
上文，或下文，或上下文有
邏輯關係 (形成連貫的思路) 



觀察的内容 

•觀察翻譯版本的區別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通過提問來觀察 

•實際練習經文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經文中的重複 

–找到經文中反復出現的詞 

–例如撒母耳記下6:16-23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經文中的重複 

–找到經文中反復出現的詞 

–例如撒母耳記下6:16-23 

•爲什麽不用“她”？ 

•爲什麽不簡單説“米甲”？ 

•爲什麽不説“大衛的妻子米甲”？ 



解經步驟 (觀察之後) 

•重複是爲了强調 

•米甲是掃羅的女兒，雖然她
已經嫁給大衛，但她的屬靈
狀態更加接近掃羅。 

•所以，最終她都是掃羅的女
兒，而不被稱爲大衛的妻子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經文中的重複 

–找到經文中反復出現的詞 

–例如撒母耳記下6:16-23 

–高難度例子：馬可福音8:22-26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 馬可福音8:22-26  22 他們來到伯賽大，有人
帶一個瞎子來，求耶穌摸他。 23 耶穌拉著

瞎子的手，領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
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你看見什
麼了？ 24 他就抬頭一看說：我看見人了。
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 25 隨後又按手

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復了原，樣
樣都看得清楚了。 26 耶穌打發他回家，說：
連這村子你也不要進去。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經文中的重複 

–找到經文中反復出現的詞 

–例如撒母耳記下6:16-23 

–高難度例子：馬可福音8:22-26 

•爲什麽耶穌分兩次醫治？ 

•爲什麽耶穌明明沒有醫治好，還要
問他看到了什麽？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 馬可福音8:22-26  22 他們來到伯賽大，有人
帶一個瞎子來，求耶穌摸他。 23 耶穌拉著

瞎子的手，領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
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你看見什
麼了？ 24 他就抬頭一看說：我看見人了。
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 25 隨後又按手

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復了原，樣
樣都看得清楚了。 26 耶穌打發他回家，說：
連這村子你也不要進去。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 馬可福音8:22-26  22 他們來到伯賽大，有人
帶一個瞎子來，求耶穌摸他。 23 耶穌拉著
瞎子的手，領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

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你看見什

麼了？ 24 他就抬頭一看說：我看見人了。
他們好像樹木，並且行走。 25 隨後又按手

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復了原，樣

樣都看得清楚了。 26 耶穌打發他回家，說：
連這村子你也不要進去。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 閲讀上文馬可福音8:14-21 

• 8:17 “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嗎？
你們的心還是愚頑嗎？” 
–NIV “Do you still not see or understand?” 

– ESV “Do you not yet perceive or 
understand?” 

–NASB “Do you not yet see or understand?”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 閲讀上文馬可福音8:14-21 

• 8:17 “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嗎？
你們的心還是愚頑嗎？” 

• 8:18 “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有耳
朵聽不見嗎？” 

• 閲讀下文馬可福音8:27-30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 重複出現“看”是關鍵字 

• 整段經文中，耶穌用肉體眼睛的看，
來表現門徒屬靈眼睛的看 

• 這個瞎子得醫治，眼睛睜開的過程
對應了上下文當中，門徒屬靈眼睛
睜開的過程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瞎子屬肉體的看： 

–看不見—一半看見—全看見 

–不要回到村子裏 (不要告訴別人) 

• 門徒屬靈的看： 

–看不見—一半看見—全看見 

–不要告訴任何人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經文中的重複 

• 經文中的對比 

–羅馬書6:23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羅馬書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

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
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 ESV: For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but the free gift of God is eternal 
life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羅馬書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

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
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 ESV: For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but the free gift of God is eternal 
life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經文中的重複 

• 經文中的對比 

•經文中的人稱代詞 

–但以理書9:27 新譯本 



• 但以理書 9:26-27 新譯本 “26 六十二

個七以後，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
有；那將要來的領袖的人民必毀滅這
城和聖所。結局必像洪水而來；必有
爭戰直到末了；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27 一七之內，他必和許多人堅立盟約；

一七之半，他必使獻祭和供物終止；
他必在殿裡，設立那使地荒涼的可憎
的像，直到指定的結局傾倒在那造成
荒涼的人身上。 ”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經文中的重複 

• 經文中的對比 

•經文中的人稱代詞 

–但以理書9:27 新譯本 

–馬可福音 6:1-6 



观察点 描述 作用 例子 

因果关系 
某个事件或行为导致某个结果（关
键词：因此，因为，这样，所以） 

明白逻辑关系 
马太福音6:34;  
路加福音18:14; 

比较 
两个相似元素之间的比较（关

键词：像，如，等等） 
加深理解 

诗篇 1:3; 
马太福音 6:28-29;  

对比 两个相反的元素之间的对比 
强调反差，加深理

解 
"肉体"和"圣灵"加拉太书5:19-23， 

罗马书 6:23 

转折点 事情发展的突然转变 明白逻辑关系 

马太福音12是耶稣开始用比喻教导
的转折。马太福音16:13-21 耶稣预

言自己将要受害的转折。列王记上
11章 

目的 作者说明自己写书的目的。 解经关键 
约翰福音20:30-31; 提摩太前书3:14-

15 

问答 作者自问自答 解经关键 诗篇15章; 罗马书 6 章 

重复 同一个词在上下文中重复多次 强调，解经关键 
"不要忧虑" 马太福音6:25, 31, 34; “痛
苦” 路加福音16: 23, 24, 25, 28. “扫罗
的女儿” 撒母耳记下 6:16, 20, 23 

打破规律 作者突然改变固有的规律 解经关键 
创世记5:24; 士师记17:6 打断历史的

描述，插入神对历史的解读 

动词 动词的时态，语态，单复数 对于动作的描述 
馬太福音18:18的未來完成時態 

約翰一書3:9的現在時態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的指代 搞清对象 馬可福音6:1-6, 但以理書 9:27 



觀察的内容 

•觀察翻譯版本的區別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通過提問來觀察 

•實際練習經文 
 



通過提問來觀察 

• 五個W和一個H 

–Who誰？ 

–What 發生什麼事？ 

–Where哪裡？ 

–When 什麼時間？ 

–Why為什麼？ 

–How 如何？ 



• 使徒行傳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

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ESV: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has come up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 第一，開頭有“但” 

–爲什麽有一個“但”？ 

–“但”表示什麽？ 

–轉折的邏輯在哪裏？爲什麽有轉折？ 

• 第二，動詞的時態是什麽？ 

–未來時態表達什麽意思? 

–説明聖靈降臨是在過去還是在未來？ 

–參看約翰福音20:22，聖經是不是矛盾？ 

• 第三，聖靈的降臨 

–聖靈的降臨取決於什麽？人的禱告還是神的計
劃？ 

–聖靈降臨會以什麽形式? 



• 第四，“得到能力” 

–這個能力是指什麽能力？超人的能力？行神跡
的能力？講道的能力？傳福音的能力？ 

–這個能力今天是不是還適用？還是僅限於當時
的使徒？ 

• 第五，“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是指什麽地方？ 

–地極算是什麽地方？南極北極嗎? 

–羅列的地方有什麽聯係？ 

• 第六，ESV為什麼在Jerusalem和 Judea前面
都寫了in，但是Samaria前面不寫？ 



• 第七，耶穌要門徒“作見證” 

–什麽叫“作見證”？ 

–什麽樣的行爲算是作見證了？ 

–作誰的見證？ 



• 使徒行傳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

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ESV: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has come up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觀察的内容 

•觀察翻譯版本的區別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通過提問來觀察 

•實際練習經文 
 



觀察的一些注意要點 

•觀察不是解經 

• 觀察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用
自己的語言指出經文的細節 

• 觀察講究質量，而不是數量 



觀察的内容 

•觀察翻譯版本的區別 

•觀察段落間的關係 (上下文) 

•觀察經文中的細節 

•通過提問來觀察 

•實際練習經文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1.翻譯區別：中文翻譯為“略略”
英文翻譯為 “Something” 

2.翻譯區別：“不接待我們” 在英
語中有不同的翻譯 

3.在約翰三書前，約翰寫過一封
信，寄給整個教會，而非丟特
腓一人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4.之前的信是哪一封？是約翰二
書嗎？ 

5.丟特腓知道約翰先前的來信 

6.丟特腓拒絕承認最後一個使徒
的權柄 

7.“不接待”是現在時態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8.約翰的信爲什麽他用“我們”？ 

9.什麽叫“好爲首”？ 

10.什麽樣的具體行爲算是“好爲
首”？ 

11.ESV和NASB的“好爲首”是現
在時態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12.第10節開頭“所以”表示因果
邏輯關係 

13.約翰要用公開的方式處理不稱
職領袖 



•提摩太前書5:19-20 “19 控告

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
證就不要收。20 犯罪的人，

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叫其
餘的人也可以懼怕。”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12.第10節開頭“所以”表示因果
邏輯關係 

13.約翰要用公開的方式處理不稱
職領袖 

14.85嵗的約翰還要處理教會的假
教師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15.約翰列舉了丟特腓的四項罪狀 

16.丟特腓願意説謊（用不實的指
控），爲要保全自己的權力 

17.丟特腓通過誣陷使徒來提升自
己的權力 

18.這裏的“弟兄”是誰？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19.“接待”出現重複。這裏與第
9節的“接待”一樣嗎？ 

20.丟特腓在教會擁有極大的權柄，
幾乎無人抗衡 

21.丟特腓鼓勵其他基督徒去違背
聖經的教導和文化的習慣 



• 提摩太前書3:2 “作監督的，必

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
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
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 希伯來書13:2 “不可忘記用愛心

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
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22.爲什麽丟特腓要拒接接待其他
基督徒？ 

23.什麼叫“趕出教會”？是不是
把他們看作不信主的人？ 

24.被趕出教會的人會怎麽樣？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25.教會還是有弟兄姐妹有愛心，
並承認約翰的權柄 

26.即是有這樣的領袖，在上下文
中，約翰沒有叫該猶離開教會
或與那些被趕出來的人成立一
個新的教會 



約翰三書9-10節的觀察 

27.和合本“接待”出現4次，新
譯本出現3次，ESV, NASB出現
2次。 

28.丟特腓是否是得救的基督徒？ 

29.第10節動詞都是現在時態 



實際練習經文 

•約翰三書1-4節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1節 

• 為什麼約翰稱自己是長老，而不是
用自己的名字或像保羅一樣稱自己
是使徒？ 

• 長老是特指，而不是泛指。 “The 
elder” 而不是 “An elder” 

• 誰是該猶? 他的名字是什麼意思？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1節 

• 約翰兩次重複 “親愛的” 
(beloved), 一次使用 “愛” (love)。
說明約翰很愛該猶 

• 動詞 Love 是現在時態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1節 

• 翻譯區別：新译本“我在真理中所
爱的”，和合本“诚心所爱”。新
译本更为贴切 

• “在真理中所爱”真正的愛必須在
真理之中 (愛不可以脫離真理的界
定)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2節 

• 約翰為該猶的健康情況禱告（說明
有可能該猶身體有疾病） 

• 約翰為該猶禱告，求神讓他“凡事
興盛”(凡事亨通)，這與中國的祝

福語“萬事如意，心想事成”，以
及成功神學的觀點有何不同？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2節 

• “靈魂興盛”是什麼意思？ 

• 約翰希望該猶生活的境況“正如”
他的屬靈生命一樣好 (換言之，該
猶的屬靈生命境況很好) 

• 动词Pray是现在时态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3節 

• 新譯本，ESV和NASB，“真理” 
(Truth) 在整段經文中重複出現4次 

• 誰是那些來到約翰面前的“弟兄”
們？ 

• 這些弟兄為什麼有能力證明該猶心
中存有真理？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3節 

• 這些弟兄證明的內容是該猶心中的
真理，而不是該猶的愛心，為什麼？ 

• 約翰為信徒持守真理而大有喜樂 

• 什麼樣的行為是“按真理而行”？ 

• “按真理而行”是處於現在進行時
態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4節 

• 約翰稱該猶是自己的兒女，說明該
猶接受過約翰的教導 

• 約翰最大的喜樂是自己所教導的人
按著真理而行 

• 經文兩次重複“按真理而行”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解經的時候，來思考觀
察點的意義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1節 

• 為什麼約翰稱自己是長老，而不是
用自己的名字或像保羅一樣稱自己
是使徒？ 

• 長老是特指，而不是泛指。 “The 
elder” 而不是 “An elder” 

• 誰是該猶? 他的名字是什麼意思？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1節 

• 約翰兩次重複 “親愛的” 
(beloved), 一次使用 “愛” (love)。
說明約翰很愛該猶 

• 動詞 Love 是現在時態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1節 

• 翻譯區別：新译本“我在真理中所
爱的”，和合本“诚心所爱”。新
译本更为贴切 

• “在真理中所爱”真正的愛必須在
真理之中 (愛不可以脫離真理的界
定)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2節 

• 約翰為該猶的健康情況禱告（說明
有可能該猶身體有疾病） 

• 約翰為該猶禱告，求神讓他“凡事
興盛”(凡事亨通)，這與中國的祝

福語“萬事如意，心想事成”，以
及成功神學的觀點有何不同？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2節 

• “靈魂興盛”是什麼意思？ 

• 約翰希望該猶生活的境況“正如”
他的屬靈生命一樣好 (換言之，該
猶的屬靈生命境況很好) 

• 动词Pray是现在时态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3節 

• 新譯本，ESV和NASB，“真理” 
(Truth) 在整段經文中重複出現4次 

• 誰是那些來到約翰面前的“弟兄”
們？ 

• 這些弟兄為什麼有能力證明該猶心
中存有真理？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3節 

• 這些弟兄證明的內容是該猶心中的
真理，而不是該猶的愛心，為什麼？ 

• 約翰為信徒持守真理而大有喜樂 

• 什麼樣的行為是“按真理而行”？ 

• “按真理而行”是處於現在進行時
態 



約翰三書1-4節的觀察 

• 約翰三書第4節 

• 約翰稱該猶是自己的兒女，說明該
猶接受過約翰的教導 

• 約翰最大的喜樂是自己所教導的人
按著真理而行 

• 經文兩次重複“按真理而行” 



第三課 看,再看,仔細看 

學習聖經第一步：觀察 

聖徒裝備課程101如何學習聖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