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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考圣经的原则:  歸納法: 上下⽂文体栽背景, 漸启明⼀一贯要清 

 

⼩小组查经的最佳⽅方法是歸納法查經(Inductive Bible Study): 從个別推論到整体, 從特

殊到普遍. 從圣經本⾝身着⼿手, 取材於圣經, 不聽別⼈人講解, 不靠註釋書, ⽤用歸納⽅方法, 從

圣經中找出作者原意的查經⽅方法. 這⽅方法的重點是客觀地探索, 不受先⼊入為主的主觀

思想左右, 讓圣經本⾝身說話. 

 

要活⽤用歸納法, 就不是完全不看參考書, ⽐比如字典, Concordance, 地圖, 不同釋本等

Primary source 是必須的. 但是建議不先去碰解經書, 這些 2nd Source. 待釋經過程完

畢後, 可以參考多本釋經書, (有時候它們不⼀一定互相同意,) 看有沒有⼤大錯, 不過還是

應該對⾃自⼰己的功夫有信⼼心. 

 

歸納法三步驟: 

A. 概覽與觀察 (Observation) 

B. 分析與解釋 (Interpretation) 

C. 綜合與應⽤用 (Application) 

 

查經的⽬目的與基本⼯工作: 

1) 圣經原本講什么?--------------------------------- 概覽, 觀察, 分析 

2) 所講的原本是什么意思?------------------------ 分析, 解釋 

3) 有什么原則可以歸納出來?---------------------- 綜合 

4) 在現代⽂文化環境中, 這段話是什么意思?----- 應⽤用 

5) 如何在⽣生活上体会实踐?------------------------ 應⽤用 

 

A. 概覽與觀察 (Observation) 

 

預備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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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禱告: 求圣灵光照, 查經是尋求真理,( 約 5:9), 如照鏡,( 雅 1:25), 求神正⼼心, 謙卑, 

打開⼼心眼, 讓神來改变我們. 

2) 讀經⽂文: 多次反覆讀, ⽤用不同板本讀, 參看平⾏行經⽂文 

3) 約略知道上下⽂文 

4) 觀察并發問題: 觀察事实, 和事实與事实之間的関係, 從歷史, ⽂文字, 神学三⽅方⾯面

着⼿手. 

 

當注意的原則: 

 

1) 細節與整体并重. 

2) 不鑽⽜牛⾓角尖. 

3) 要客觀.  

4) ⼆二⼈人⽐比⼀一⼈人強. 

5) 熟能⽣生巧. ( 經常練習) 

6) 避免問過深或過淺的問題. 

 

B. 分析與解釋 (Interpretation) 

 

1) 聖經解釋的重要 

a. 每⼀一種⽂文獻或作品，須經過解釋，內容才會產⽣生意義。 

b. 解經不嚴謹，便容易產⽣生異端邪教。 

c. 解經若偏差或錯誤，新派神學思想便會滲透教會。 

2) 聖經解釋的任務: 將作者與讀者之間建⽴立適當的橋樑 

3) 明⽩白意義與含義的區別 

a. 意義：是作者藉語⾔言⽂文字所要表達的信息 

b. 含義：是作者在經⽂文中有意或無意間所傳遞的信息 

(i) 作者所體認的含義: 赔偿的条例: 例：出 21:22-24 

(ii) 作者未體認的含義: 胎⼉儿与母亲地位不同 

4) 解經的步驟: 上下⽂文體栽背景, 漸啟明⼀一貫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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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下⽂文: 次序 

同書卷不同章: 羅 5:10  和 13 :11“得救” 的意義 

同作者的不同書卷: 創 6:2 和申 14:1-2 “神的兒⼦子們” 的意義 

不同作者的不同書卷: 彼前 5:8和啟 5:5 “獅⼦子” 的意義 

全本圣經: ⼗〸十誡 (出 20:3-17) 和登⼭山宝訓(太 5:21-28) 

b.  體栽: 象徵性⽂文字; 希伯來詩体, 历史, 律法, 智慧, 先知, 预表, 书伩, 启⽰示等. 

按各體栽的特點來觧釋圣经: 

c. 背景 

i. 歷史背景:  

ii. 明⽂文背景: 聖經以內(賽 6:1﹐代下 26:22﹐ 王下 14,15),  

iii. ⼀一般背景: 聖經以外 

d. 漸啟明: 漸進性启⽰示(progressive revelation): 后期经⽂文澄清早期经⽂文 

⼥女⼈人的后裔﹔創 3, 9, 12, 49, 撤下 7, 赛 7 , 太 1:23, 加 3:29, 罗 16:20 

e.  ⼀一貫: 圣经重要主題: 神的國度, 神的應許, 神的同在. 

f.  要清: 申 29:29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

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i). 原⽂文難定: 創 37:3, 利 11:19, 徒 23:23, 启 21:19-20 

创 3:22 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 “那⼈人已经独⽴立⾃自

主，要藉着它能知道善恶..” 

 

ii). 作者簡化: 创 14:18: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著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

神的祭司. 

 

iii). 漸啟明的早期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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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清楚经⽂文解釋不清楚经⽂文: 

⼈人死后可信福⾳音得救嗎? 彼前 3:18-20, 4:4-6; 路 16:19-31, 來 9:27. 

 

C. 應⽤用: ⼆二⼤大重點:  

應⽤用是擺脫時空限制 

應⽤用的原則必須與圣經整体真理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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