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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查考圣经 

圣经是由六十六卷书组成的，分成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圣经

的写成跨越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使用了两种语言：希伯来文

和希腊文。它有许多不同的作者，但是，这些作者所写下的却不

是他们自己的话，他们所写的乃是圣灵告诉他们的，他们是受圣

灵的默示写作的。 

彼得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1：21）。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应该花时

间读经、祷告，以喂养他的灵命。但这种阅读不应取代对神话语

的严谨学习，本课程将教你如何学习圣经。 

                                                    

课文大纲 

为什么需要学习圣经 

生活 

信心 

服事 

启示之书的理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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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的条件 

超自然的条件 

启示的条件 

理解的基本指导 

语言的字面含义 

渐进的启示 

以经解经 

主题上和谐 

课文综览 

问答技巧 

解释的基本原则 

圣经的学习方法 

课文目的 

学完本课后，你应该能够： 

 解释学习圣经和学习其它书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指出含义、解释和一致性是怎样共同作用，成为理解圣经的

指导的。 

 通过更加深入地理解圣经，把你操练得更加敬虔。 

学习内容 

1. 仔细阅读本书的简介部分。 

2. 阅读课文的简介、大纲、目的。 

3. 浏览关键词。如果有不熟悉的词汇，在课文最后部分的生词

表中查找它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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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课文进程，查找并阅读所有提及的经文，并回答所有标

有序号的习题。如果事先不看答案，你能有意地训练自己得

出答案，你从本课获得的将更多。 

5. 作课后的自测题，检查答案，复习那些你回答错误的习题。 

关键词 

熟悉每课开始时所列出的关键词，对你的学习会很有帮助。

如果你对所列词汇的含义还有任何疑问，请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查

阅。 

传记式的 字面的 

上下文 转世轮回 

虔诚的 启示 

象征性的 学习 

有限的 超自然的 

无限的 综合方法 

受默示的 论题的 

课文进程 

为什么需要学习圣经 

目的1. 给严谨的学习下定义。 

目的2. 列出使人发生改变的三种学习圣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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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生命。你从圣经中所学到的，应该对

你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圣灵所传授的不仅仅是头脑里的知识，

而是从灵性和知识上预备能行各样善事的属神的人。那么，你理

解圣经真理的目的就是要将它应用到你的生活中去。把圣经的默．

示．及其目的宣告出来的典型经文是提摩太后书3：16-17。请从圣

经里找出这两节经文。注意圣经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善事。”只有在你学习神的话时，它才能对你起这样的

作用。给严谨学习的定义是：全心全意地投入．．．．．．．，认真察考事实．．．．．．，

对它们进行深入思考．．．．．．．．．。在思考这些事实时，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

论并作出一些决定。而当这些决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时，你的

生活就会更多地建立在圣经的原则上，这样你就成就了提摩太后

书3：16-17节里的话。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圣经改变我们态

度和行为的三个方面。 

生命 

只有圣经能回答你关于生命的问题。如果任由人自己，人不

会知道怎样生活或怎样死。人的行为充满了自私和贪婪，人的命

运是苦涩和绝望的。 

神的道带来了光，神关于生活的法则将人引向平安、喜乐与

满足。提多书的二、三章就是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优美篇章。“我们

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

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圣灵的更

新。”（提多书3：3-5）。学习圣经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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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

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希伯来书11：1-2）。罪得赦免、明白神对

世界的计划以及在基督耶稣里得永生的信心，必须都来自圣经的

话语。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

福音6：63）。没有圣经的指导，人便将他的信心建立在诸如偶像、

自然之力、拥有物质之类的虚妄的东西上。学习圣经，不仅使你

看到了一个配得并支配着你信心的神，而且圣灵也会通过这种学

习使你对神的信心成长和成熟。 

服事 

圣经是关于神和他的道的知识，我们有与他人分享这些知识

的责任。世人渴求神的真道。神计划要让他的国度因着分享的原

则得以扩大。耶稣以这种方式与他人分享。他教导人，然后又将

他们差遣出去教导别的人。路加福音10：1讲到耶稣派遣70个门徒

先于他到他将要去的地方。他们要将自己从耶稣那里学到的与别

人分享，我们也当如此行。 

1 阅读提摩太后书3：16-17，用这些经文回答下列的问题。 

a) 经文，乃是神所默示的，它用于哪四个目的？ 

………………………………………………………………… 
b) 圣经影响信徒生活的两个最终目的是什么？ 
………………………………………………………………… 

2 把正确陈述前的字母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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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学习和阅读是一回事。 

b) 学习将比单单阅读花更多的功夫，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

对事实进行察考和深入的思考。 

c) 圣经的学习是为了使人明白神对人生活、信心、以及服

事的旨意。 

启示之书的理解之道 

目的3. 解释启示的含义。 

目的4. 列出学习圣经的方法不同于学习其它书的三个限定条件。 

启示是让事先未知、不可知的神的真道成为已知、可知的真

理，它发生在当神使人的心智明白他真理的时候。当基督徒使用

“经文”一词时，指的就是圣经．．．．。基督徒相信，神所默示给人的

信息只有圣经。明白这个事实是任何圣经学习的必要起点。启示

使圣经的学习方法在以下的三个方面独一无二。 

属灵的条件 

提到属灵的条件，我们指的是任何希望正确理解圣经的人所

必须具备的属灵品质。通常，对理解一本书来说，所必需的全部

条件只是对其所用语言知识的掌握。但要学习圣经就不一样了。

要理解经文，一定的属灵理解力也是必需的。神将这样的理解力

赐给每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 

阅读哥林多前书2：13-15。根据14节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每

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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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对于那些在他里面没有圣灵的人来说，要理解神的恩

赐是不可能的？因为 

a) 他没有尽力去理解。 

b) 他要去理解的愿望不诚挚。 

c) 这些恩赐只能在属灵的基础上才能被看透。 

4 当一个在他里面没有圣灵的人试图理解神的真理时，对他而

言，神的真理看来是怎样的？ 

a) 容易理解。 

b) 没有意义。 

c) 完全正确的新观念。 

超自然的条件 

超自然是指自然领域以外的事。如果我们说什么事是超自然

的，指的是那些超越我们可观察到的物质世界以外的规律的事。

神迹，是那些不可用通常方法来解释的事件，被认为是超自然的。

圣经所说的这位永活的神是一位施行神迹的神，为万有的创造者，

他是万有之主。 

你从圣经里读到的神迹不象你在民间故事或希腊神话里读到

的那样，那些都是想象出来的事件。圣经里的神迹是真实的历史

事件。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40：36）的云不是想象出来的云。

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马太福音14章），你可以确

信，正如圣经中所记载，人们吃的都是真的食物，并且很饱足。 

圣经里的神迹，与魔法、魔术、巫术没有任何共同点。神迹

不是基于胡思乱想，也不是出于心血来潮。神迹总有一个合乎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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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目的，不是用来娱乐或炫耀能力。耶稣是主，他的行为建立

在他完美的理智上，他是万物之主。“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

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

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歌罗西书1：16） 

5 （在正确选项前的字母上划圈）为什么圣经中的超自然成分

对理解圣经很重要？因为 

a) 它对决定神迹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很有必要。 

b) 在圣经中的神迹是审慎的历史事实。 

c) 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即使那些

在自然领域以外的也要服从他。 

启示的条件 

当无限的真理用普通的词语被启示出来的时候．．．．．．．．．．．．．．．．．．．，这些词语的

内涵就变得更加丰富了，这是我们学习圣经时必须要理解的事情。

因为神的灵用这些词语来传达属灵的真理，所以它们的含义就丰

富了起来。 

比如，新约中的爱．，在十字架的荣光下，比通常意义上的爱

有了更多的含义。神使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爱，比我们平常所

理解的爱意义要深远得多。因此，让圣灵来启示每一个词语，对

你学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6 圣经是用  __写成的。 

a) 不平常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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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赋予更深含义的普通词语 

c) 非文字的词语 

7 将每种方法（右）与最能直接说明它的句子（左）连接起来 

...a 只有里面有圣灵的人才能正确

理解圣经 

...b 你在圣经里读到的神迹是事实 

...c 圣灵赋予圣经中许多词语更深

的含义  

1) 超自然的方法 

2) 属灵的方法 

3) 启示的方法 

理解的基本指导 

语言的字面含义 

目的5． 给语言的“字面含义”下定义。 

圣经遵循语言的一般规律．．．．．．．．．．． 

语言的字面含义，是指所用语言在常规或自然情况下的情形，

它遵照词语的平常含义。在经文中，这就意味着词语有它的通常

含义。圣经不是用密码写成的。在前一节课文中，你已经认识到

圣灵赋予词语更丰富的含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词语的基本含义被

改变了。马可福音8：27节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去该撒利亚

腓立比附近的村庄，我们凭这句可以知道那儿有过这样的村庄，

他们也的确去拜访了那里。这就是经文的字面含义，直截了当地

说出它的意思。 

我们也可采用象征性的手法来运用语言。使用象征性手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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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要通过彼事物把此事物表达出来。在脑海中，它为你呈现

出能够说明其它观念的很形象的东西。这是对语言的一种非常充

分的应用，约翰福音7：38就是一例。在这节经文中耶稣说：“信

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针对一件事，象征性语

言可以通过描绘一件与之有可比性的事物来对其加以解释。耶稣

描述了一个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来的人。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可以

看出：这其中运用语言的方式与通常的有些不同。因为约翰加上

了注解，所以毫无疑问，它的意思是这样的：“耶稣这话是指着信

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约翰福音7：39）。语言的字面意义与象征

性含义将在第三、四课里作更充分的讨论。但是一般而言，人们

用普通的理解方法来理解圣经，也可以获得一些比较浅显的有价

值的东西。神将圣经启示给人，是要让它作为人认识真理的源泉，

而不是将真理向人隐藏。 

人的语言有局限．．．．．．． 

正如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一方面，圣经是用普通的语言写

成的，所以一般人都能读懂它。另一方面，一位无限的神怎样将

他无限的真理向有限的人阐明呢？既然人是有限的，他的语言当

然也是有限的。我们说神来适应人，也就是说，神将属灵的真理

用尽量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使我们能理解到其中的一些东西。

你应该明白有关神的一切，但你不可能做到，可你能明白那些对

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罗马书1：20节启示说：神创造自然界，意在帮助人理解神是

怎样的神。同时，圣经使用象征性语言来阐明真理，也是为要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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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战胜语言和理解力的局限。 

对我们而言，要理解神是怎样的神很困难！圣经说：神是灵

（约翰福音4：24）。神有无限的能力去看、去行、去听。当一些

圣经译本非常想把神鉴察一切的能力表达出来的时侯，它们用了

“眼”这个词。当指神行动的大能时，它们用了“右臂”一词。

这些表达意在帮助我们理解，而不是误导我们，让我们以为神和

我们一样受身体的限制。圣灵知道我们的有限，他采用了一些能

帮助人明白真理的语言运用方式。 

8 选择词语回答以下问题。（字面的、象征性的、无限的） 

a) 普通或常用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什么？ 

………………………………………………………………… 
b) 耶稣说从一个信徒的腹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采用

了什么方式？ 

………………………………………………………………… 
c) 用什么词来形容超越了我们理解力的神的真理？ 

……………………………………………………………… 

渐进的启示 

目的6． 解释“渐进的启示”这一概念。 

神不仅使自己适应人的语言，而且也适应人那充满罪的境况。

圣经的开篇便说道：亚当和夏娃在神的面前，住在伊甸园，他们

的罪导致他们从神的面前被驱逐。这种与神的隔离过去是、现在

依然是影响深远的。人被囚禁在他自己五官的牢笼中，除非他能

看到、触摸到、尝到、感觉到、听到，他似乎对任何事情都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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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怀疑。罪使人与神隔离。圣灵以无限的爱与耐心回到人的意识

里慢慢作工。这样，神不得不拣选以色列人来展开一堂真实的实

物教学课，不得不制定律法，不得不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后，才使神的计划有结果。神必须找到象亚伯拉罕和摩西那样对

他的声音很敏感的特殊人物。神差遣先知宣讲他的话。最后，“及

至时候满足”（加拉太书4：4），神差遣来他的爱子——主耶稣基

督，藉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人架起了一座桥，使人可以再次

来到神面前。 

通过这一切，神渐渐把有关他自己的信息越来越多地给了人。

这个过程肯定是渐进的，因为：（1）人的头脑一次只能领会一定

量的真理，（2）罪使人根本不可能与神接触。当以赛亚谈到接受

教导是“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赛亚书

28：10）时，他已经明白了这个特点。因为这渐进的启示，比起

旧约，我们才能在新约中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位救赎的主。 

9 圈上正确陈述前的字母。 

a) 人能理解他应该知道的有关神的一切事情。 

b) 人的头脑理解神真理的能力是有限的。 

c) 神有和我们同样的眼睛。 

d) 神的视野是完全的、无限的。 

e) 通过整个圣经历史，神把自己越来越多地启示给了人。 

10 为什么新约比旧约更容易让我们理解救赎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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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解经 

目的7.用相关的经文解释给“上下文”下定义。 

一位圣经教师曾经说：“经文本身就是它最好的注解。”他的

意思是，当一段经文看起来很难时，你应该尽量去查找那些能够

把这段经文的意思清楚地显明出来的其它经文。你要查找的第一

个地方就是它的直接上下文。在词汇表中，“上下文”的意思是“一

个段落周围的所有语句”。不用说，这就是熟悉整本圣经发挥作用

的地方了。因为“学习”的过程要求人要非常认真，注意力非常

集中，而这又正是钻研神的话语所必需的，所以在本课中，我们

对“学习”进行了强调。你对整本经文越熟悉，就越容易发现那

些使其它段落意思得以明确的章节。 

学习．．就象投入平静水面的小石头，从它开始荡起了一圈一圈

不断扩大的涟漪。单个的词语要参照它的语句来解释，语句又要

参照经节来解释，经节又要参照它所属的章节来解释，以此类推。

广义上讲，整本圣经光照其各组成部分。对理解圣经的每个特定

部分而言，整本圣经就是它的全部上下文和指南。没有哪条强有

力的教义，可以建立在没有其它经文支持的个别几段经节的基础

上。这并不是说这些经节是错的，只是说它们没有提供足够可用

的信息罢了。 

 

上下文 

 

 
 
 

词语     语句  一节  一章 整卷书  整部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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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有关“以经解经”的方式给“直接上下文”和“整体上下

文”下定义。 

………………………………………………………………… 

这里还要告诫大家一句话。有人说任何理论和教义都可以从

经文中获得证明。为尽力“证实”他们的错误观点，有人会通篇

浏览圣经，直到发现一节看起来正如他们所想的经节为止。 

比如，有一位女士告诉我，圣经教导“轮回转世说”。因为我

知道圣经没有教导此说，所以我问她是从什么地方找到这种观点

的。她引用了一些涉及死后生命问题的经文来回答我（并且错误

地引用了其它经文）。她将自己的错误意思强加到这些经文上，而

不是去深究它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仔细读经，将经文与经文作认

真比较，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他知道他所有羊的名字），我们死后将同他一起承受永生。这和

轮回转世的错误信条毫无相似之处。 

主题上的和谐 

目的8. 说出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 

圣经所有书卷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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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用上下文帮助你理解圣经。从一个独立的句子到所有

书卷的完整文集，圣经自始至终呈现给我们一个独一的真理体系。

事实上，你必须用这个完整的真理体系来解释它的任何独立部分。

这是有关启示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之一。跨越了如此长的历史过程，

由如此多的人写成的这些作品彼此却和谐如一。当然，这其中的

关键在于圣灵才是真正的作者，人只是器皿罢了。 

可以在整本圣经中找到许多主题，但最主要的主题是藉着基．．．

督得救赎．．．．。旧约用预表和预言向人显明了耶稣，新约记录了他的

生、死、复活和升天。耶稣说旧约所讲的是关于他的教训，当他

复活后，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教导两个门徒：“于是从摩西和

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加

福音24：27）。 

含义的一致性．．．．．． 

含义．．的一致性，告诉我们圣经不会与它自己相抵触。当我们

试图寻找证据证明我们自己的想法时，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将

自己的意思强加到经文上。正确的方法是让经文自己说话。当你

找到一篇经文，认真彻底地查考它时，它的正确含义就会显现出

来。这个含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你所期望的。神用圣灵感动了

作者，神不会反驳他自己，因此圣经也不会前后矛盾。如果有些

段落看起来相互间有冲突，这是因为研读者欠缺理解力或缺乏足

够资料的缘故。这种情况下，保留你自己的判断，直到获得对这

个问题进一步的亮光。 

12 圈上正确陈述前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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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整部圣经中，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理体系。 

b) 只能在新约里找到有关救赎的主题。 

c) 耶稣教导说旧约包含着有关他自己的真理。 

d) 你应该从经文的段落里寻找它的含义，而不是将你的意

思强加在上面。 

e) 圣经教导轮回转世说。 

f) 经文绝不会前后矛盾。 

课程综览 

目的9. 列出本课程将要介绍的三个关于学习的主要论题。 

我们之所以把本课的这一节命名为综览，是因为其各小节对

本课程的主要论题进行了介绍。 

问答技巧 

当你认真学完本课后，你已经用了一点圣经学习的问答方式

（见习题1、3、4题）。正确地领会段落含义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向它提问”。随着各个答案的显示，经文的含义也就不言而

喻了。秘诀在于你知道怎样提正确类型的问题。问答技巧是所有

圣经学习的基本方法。 

解经的基本原则 

第一课已经使你对圣经的解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第三课

将更为详细地介绍一些解经的基本原则或规则。经过许多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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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那些献身于圣经的孜孜学者，发现并运用了这些基本原则。

他们所关心的，始终是如何正确划分．．．．或正确教导有关神真理的信

息。透彻理解解经的基本原则非常重要，因为你一旦理解了，就

能在圣经学习的所有方法中加以加以应用。 

 

圣经的学习方法 

圣经学习有很多方法，但是本课程将只对其中的四种作介绍。

课程的关注点是整卷书的方法．．．．．．，通常也叫综合方法．．．．。因为这种方

法是所有圣经学习的基础，所以我们将仔细地介绍它。你将使用

这种综合的或是整卷书的方法在第五、六、七课中学习哈巴谷书。 

最后三课将各自就不同的学习方法为中心论题。第八课通过

阿摩斯书介绍传记式方法．．．．．，第九课通过以弗所书介绍论题式方法．．．．．，

第十课将把灵修方法．．．．运用于腓立比书。 

这里所提到的学习技巧和方法，应该成为你一生热心学习圣

经的工具。 

13 将每个陈述（左边）与它所描述的论题（右边）连接起来。 

...a 能帮助理解圣经的原则 

...b 综合的、传记的、论题的和灵修

的 

...c 经文不言而喻的回应 

1）问答技巧 

2）解经的基本原则 

3）圣经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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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复习完本课后，做自测题。然后对照书后的答案检查你的回

答，并复习答错的问题。 

1 阅读时，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其中，并对事实进行认真的查

考，这时，你是在 

a) 随意地读。 

b) 以一种严谨的方式学习。 

c) 只在很难的书卷上下功夫。 

2 对以下哪条而言，学习圣经很重要 

a) 生活，信心，服事。 

b) 仅仅在你计划成为一名传道者的时候。 

c) 只有人变老的时候。 

d) 只是为了丰富知识。 

3 当启示这个词被用到经文上时，其含义是什么？ 

a) 神使以前不可知的事情变得可知。 

b) 人在自然中发现了神的存在。 

c) 人通过他的感觉来理解神。 

4 以下有三项是使圣经的学习方法有别于其它书的限制条件的

描述，有一项不是，是哪一项？ 

a) 启示的 

b) 超自然的 

c) 自然的 

d) 属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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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右边序列中选出一个正确的术语，将其序号填入左边句子

的空处，使句子完整。 

...a 语言的字面含义是指其词汇_____

含义 

...b 圣经之所以能被理解，是因为圣灵

在______里面做工。 

...c 人的语言对传达神的真理是很有

限的，神就通过象征性语言进行形

象的说明，让自己_______人。 

...d 新约比旧约更清楚地使我们看到

救赎的主，是因为_______ 

...e 经文是它自己的最好_______ 

...f 整部圣经是基本______的 

1） 评注 

2） 渐进的启示 

3） 通常的 

4） 信徒 

5） 适应 

6） 和谐 

6 列举本课程将要介绍的三个主要学习论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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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注意： 本书提供的习题答案并不是按通常的序号顺序排列的，意

在减少你在作完习题之前查看答案的机会。在看答案之

前，先找到你要查找的序号。 

7  a 2）属灵的方法 

b 1）超自然的方法 

c 3）启示的方法 

1  a） 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引导人过义的生活 

b）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8  a） 字面的 

b） 象征性的 

c） 无限的 

2  b）学习将比单单阅读花更多的工夫，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对

事实进行察考和深入的思考。 

c）圣经的学习是为了使人明白神对人生活、信心、以及服事

的旨意。 

9  b）人的头脑理解神真理的能力是有限的。 

d）神的视野是完全的、无限的。 

e）通过整个圣经历史，神把自己越来越多地启示给了人。 

3  c）这些恩赐的价值只能在属灵的基础上被判断。 

10  因为渐进的启示使我们可以在新约中更清晰地看到他。 

4  b）没有意义 

11  直接上下文是指一段话周围的所有语句，整体上下文是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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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圣经。 

5  b）在圣经中的神迹被当作是审慎的历史事实。 

c）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即使那些在

自然领域以外的也要服从他。 

12  a）整部圣经中，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理体系。 

c）耶稣教导说旧约包含着有关他自己的真理。 

d）你应该从经文的段落里寻找它的含义，而不是将你的意思

强加在上面。 

f）经文绝不会前后矛盾。 

6  b）被赋予更深含义的普通词语 

13  a）解经的基本原则 

b）圣经的学习方法 

c）问答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