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第二课 

圣经的学习方法 
 

通过第一课的学习，你应该对本课程将要讨论的许多主题有

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同时，你也认识到：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

因为是对神话语的学习，所以你必须为之付出加倍的努力。作为

基督徒，你的全部生活和信心所依靠的是对圣经的清楚理解。 

在本课，你将专门地针对学习的过程和有效提问的基本技巧

进行学习。当你有机会带领一个圣经学习小组的时候，有效提问

将是一种很有用的技能。 

学习这些课程时，你应该牢记学习神话语的两个主要目的：

（1）为了你本人属灵知识的获取和属灵的成长，（2）为能与他人

分享各样属灵的事。 

课文大纲 

个人预备 

系统学习的需要 

圣经学习中的基本步骤 

问答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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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目标 

学完本课后，你应该能够： 

 在学习前更好地预备自己，并使用更好的学习方法以加深你

对圣经的理解。 

 把各种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放到学习的基本步骤中来分析。 

学习内容 

1. 阅读课文卷首语、大纲、目标。 

2. 浏览关键词。 

3. 完成课文进程的学习，写下你的习题答案，并对其进行检查。 

4. 找一个笔记本。从本课的最后一节开始，你将需要用到它。

有时，你可能也需要用它记下自己的一些其它注释。 

5. 完成课后的自测题。 

关键词 

应用 有条理的 相互关联 

观察 定义的 必要条件 

集中 推理的 评价 

总结 暗示的 技巧 

解释   

课文进程 

个人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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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 描述获得很好的圣经学习效果所必备的属灵品质和思想

态度。 

目的2. 列出为获得好的圣经学习效果所需要的基本工具。 

学习圣经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属灵的理解力。当你在第一课

查考哥林多前书2：14节时，你应该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神

的道不是死的，而是活泼的，我们的神今天依然活着！从前赐下

信息给人的圣灵，今天．．则通过神的道向我们说话。耶稣基督将圣

灵赐给每一个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 

圣经学习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属灵的品质．．．．．。属灵的人生活在

对神的顺服和与永生之主的亲密关系中。这种生活所表现出来的

特征是：对神深深的敬畏、对圣灵的敏感、温柔、谦卑、忍耐和

有信心。迅速认罪将使你和耶稣基督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不顺

服圣灵的感动，里面的光亮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黑暗。耶

稣说：他的朋友是那些遵循他话的人（约翰福音15：14）。 

对事实进行学习和研究需要头脑灵敏．．．．和注意力集中。学习神

的话语时，你必须要有强烈的渴望和一颗火热的心，否则学习就

会变成一件枯燥乏味、耗费时间的劳动。除非把注意力集中．．．．．在对

这些事的深入思考上，否则圣灵不会将真理启示给你。 

在第一课，我们讨论了一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就是要从一段

经文中发现真理，而不是把事先已有的观念强加进去的。学习圣

经要真诚，要有一颗开放的心灵，你应该让圣经自己说话。 

1 阅读马可福音4：24-25，要特别注意25节。什么样的人将（从

神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这些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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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几乎没有什么的人。 

b) 有东西的人。 

c) 什么也没有的人。 

2 联系圣灵光照神的道，思考马可福音4：24-25，“有了的人”

是指那些有 

a) 知识的人。 

b) 财产的人。 

c) 圣灵的人。 

3 列出以上讨论的在属灵的人身上可以看到的至少五种品质。 

…………………………………………………………………… 

4 关于圣经学习的预备，象机敏．．、集中精力．．．．、渴望．．和真诚．．这几

个词强调的是 

a) 思想态度多于属灵品质。 

b) 属灵品质多于思想态度。 

c) 既非思想态度也非属灵的品质。 

圣经学习所需的工具非常简单，笔、纸张、圣经、你的眼睛

和时间，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了。在学习时间里，保证不被打

扰非常重要。只要可能，学习时就应该让自己只和圣灵、神的话

在一起。 

5 学习圣经，你需要 

a) 许多书和图表。 

b) 去教会。 

c) 非常简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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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学习的需要 

目的3. 指出系统学习圣经的独特性。 

开始学习圣经时，一般基督徒都毫无计划。对于神的话，人

们相信并与他人分享的最普遍的东西都是他们从听道中听来的、

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或从其它关于圣经的书上读到的。对于多数

人而言，学习——如果他们曾经有过这个打算的话——也许只是

读一点点神的话。一段文字经常被读了一遍又一遍。人们对于冒

险离开他们所熟悉的经文，进入一个新的部分充满胆怯。不幸的

是，许多基督徒一生只把自己“关在”圣经的一小部分中，因为

这些部分比其它部分“更容易”理解，他们错过了圣灵很愿意和

他们分享的大部分宝藏。但是，情况原本不该这样。一般人也能．．．．．
系统地学习圣经．．．．．．．。 

方法．．是指做事情时的有序过程。它引导人按步骤、有计划地

得出结论。方法不会限制你使用自己的观念，却可以作为一个计

划指导你学习。系统的学习方式使你能有计划地把自己的努力集

中在最终目标上。 

圣灵也能使用系统的学习方法吗？他当然能，并且就是这样

做的。当你进入到这种综合的学习方法中时，你将学到一些对你

来说好象很新鲜的术语和观念。你还会学到一些要遵循的步骤。

这些都是从圣经中发现真理的引导。圣灵启示真理，而不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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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圣灵光照真理的作用，就好比阳光和雨露的作为，它们

为农夫从活的种子里生长出谷物。但是，正如农夫有系统的工作

（种，锄，收）将帮助光和雨露共同作用生长出庄稼一样，我们

有系统的学习也将帮助我们通过圣灵来领会真理。 

6 圈上描述系统学习．．．．的选项前的字母 

a) 一种有序的学习方式。 

b) 将你的努力集中于最终目标的学习。 

c) 只针对熟悉章节的学习。 

d) 毫无计划的学习。 

e) 引导得出结论的过程。 

圣经学习的基本步骤 

目的4. 列出圣经学习的六个基本步骤。 

目的5. 找到与每一个步骤相关联的各种活动的正确例证。 

在圣经学习过程中有几个基本步骤，它们也是其它所有学科

学习的基础。在针对圣经的所有学习方法中，它们将提供很大的

帮助。它们是：观察．．、解释．．、总结．．、评价．．、应用．．、相互关联．．．．。多

读几遍这些步骤，然后把它们写下来，以帮助你记忆。 

本课的这一小节将为你定义这六个基本步骤。下一节，即问．
答技巧．．．这一节，将更加详细地对它们做解释，并将说明它们在实

际的圣经学习中是怎样起作用的。在这六个步骤中，前两个极其

关键，也就是说它们最最重要。如果你能很好地完成前两个步骤



 

 37

（观察，解释），其它步骤将很容易产生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将把

重点放在这两个步骤上。 

当你开始把这些步骤应用于经文时，要记住它们在有些地方

是重叠的。比如，应用与相互关联的关系很紧密，有时它们被合

并成一个步骤。但是为了理解起来更清楚，我们将把它们分开对

待。 

观察．．意味着问你自己：“经文说的是什么？” 拉迪亚德.基普

林（Rudyard Kipling）写了以下的四行诗： 

我有六个忠心的仆人， 

它们教我明白一切， 

他们的名字是何事，何地与何时、 

怎样，为什么，谁。 

现在，如果把这六个问题带进经文，你将得到你所寻求的东

西——事实！你要回答的就是何事？何地？何时？怎样？为什

么？谁？ 

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是一位伟大的圣经学者

与翻译家。对于学习圣经，他有以下说法： 

如果你不仅注意到经文所说、所记载的，也注意到它对何人

说了什么话、什么时侯、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动机、在什么样

的环境下，并关联到其前后所发生的事，那么，这会给你理解经

文以极大的帮助。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观察．．过程！当你观察的时候，你

不要作解释。解释．．是学习的第二个步骤。第一遍通读经文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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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观察．．，看看经文说了些什么。你要问圣经一些“事实”的问

题（这个我们将在本课的最后一小节中探讨）。这就是圣经学习的

基础工作。你要进行细节的发掘。有时候这样的事情是枯燥无味

的。这里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只做观察，把你的判断保留到解

释的步骤中去，直到你将所有的事实都收集在手．．．．．．．．．．．．时为止！不过，

因为你很想这时候就开始解释，所以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枯燥。 

7 列出学习的六个基本步骤。（按书上的顺序） 

……………………………………………………………………… 

8 从右边选出最恰当的词汇来完成每个句子。 

...a …………意味着问自己：“经文讲的

是什么” 

...b 何事？何地？何时？怎样？为什

么？谁？这些问题将帮助你从经文

得出………。 

...c 枯燥的观察工作结束以后，紧接着必

须完成的是………。 

1） 相互关联 

2） 解释 

3） 观察 

4） 事实 

5） 应用 

一旦你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你就拥有了一堆可供你思考的事

实。你知道了人名、地点、环境、原因，并明白为什么事情要被

这样陈述或这样做。完成你的观察之后，你该问：“现在，这是什

么意思？“（除非你学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否则你永远不会回答

它）。解释所问的问题是：“这是什么意思。”解释就是通过作者说

的话来尽力明白作者的用意。 

下一节“问答技巧”将更直接地针对解释性问题的提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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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但“这是什么意思”是所有这类问题的基础。这个观点与

定义是紧密相关的。需要提醒的是：要尽一切努力去理解圣经词

汇的通常含义。如果你能常查字典，对你会非常有帮助。如果碰

到你不懂的词，要尽一切努力去弄懂它们的意思。 

9 解释这个步骤关心最多的是 

a) 获得事实。 

b) 找出作者的用意。 

c) 问何地，何时，怎样。 

总结．．就是“概括”。在圣经学习中，这个步骤是要以一种简短

的结论性方式把要点和一些相关细节陈述出来。总结的重要性在

于，对于任何一段特定经文所阐述的事实，总结只把重点放在其

主要真理原则上。在总结中，你看到的是以摘要形式展现出来的

整个事实。它实际上应该是解释过程的最后一个步骤。 

总结的说明方式有很多种。有时用图表。一旦把你所观察到

的事实写下来，它们就可以以任何方便的形式被组织起来。这种

组织应该突出要点与细节。因为受课程长度的限制，所以在本课

你将以简单的大纲形式做总结。我们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用图

表的形式来进行总结。 

10 在关于总结的正确陈述前圈上字母。 

a) 它应该总是被放到表格中。 

b) 它应该始终突出要点和相关的细节。 

c) 它可以通过图表的形式被说明。 

d) 它是以摘要形式展现出来的整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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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喜欢一件事。当你对你所读

到的东西做评价时，你要做的是：确定它是一个永恒原则，还是

只适用于圣经中特定时间、地点背景下的风俗。你对自己说，“我

所读到的是一个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永恒原则呢？还是只用于

这种特定的情形？” 

假设你正在读哥林多前书，并且正好读到有关妇女和她们头

发的部分。妇女剪掉头发是错的吗？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吗？任何

时候都是如此吗？或者这是一种发生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事物？

毕竟，那是在圣经所记载的圣经时代的地方文化里。那么，这是

不是一种没有必要再广泛适用下去的风俗呢？这就是你在评价中

必须考虑作出的一种结论。又如，在另一个段落中，当你得出崇

拜偶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错误行为的结论时，你得到的

是一个通用的和永恒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是在观察、解释和总结

的基础之上得到的。如果你还有任何其它的资料来源，那么在这

个步骤中，你应该查阅诸如有关圣经风俗的书、圣经字典和评注

之类的原始资料。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资料，对于周边事件，

你所得出的结论就不可能象有大量信息支持的结论那样有力。幸

运的是，仅仅基于圣经，你也能够做出基本的判断，即所有必要

的判断。 

甚至，从那些只在一定地方背景下才有意义的事情背后，我

们好象也能看到永恒原则的存在。比如，如果学习哥林多前书八

章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吃不吃供奉偶像的肉．．．．．．．．．是在特定的地

方背景里、一定的文化理解和道德意识下的问题，但它并不肯定

意味着你可以吃任何你想吃的东西。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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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是希望人不要吃供奉给偶像的肉，尽管他说就他自己而言，

这是无所谓的事情。这种情况下，那潜在的永恒原则就是：为别．．
人着想．．．。涉及到为他人着想的情况，在每种地方文化中都存在，

在这种情况中，做或拒绝做某事不是永恒原则的问题，而是是否

冒犯了当地文化习俗的问题。所以，遵循为他人着想的永恒原则，

基督徒要修正自己的行为，以避免得罪弟兄。 

11 在对圣经时代的情况做评价时，当地的风俗运用 

a) 比起永恒原则来说不是那么直接地关系到我们的生活。 

b) 与永恒原则一样直接关乎我们的生活。 

c) 比永恒原则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 

应用．．和评价紧密相关。当你在某段经文中发现一个永恒原则

后，你必须考虑它与我们的关系，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怎

样将这个原则应用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要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

你要凭藉你最准确的判断和圣灵的光照，当你为主的旨意寻求主

时，毫无疑问，圣灵总是会引领你的。 

相互关联．．．．，这个步骤只需问：“这节经文是怎样融入到整部圣

经中的？”你在第一课学到整部圣经是和谐的。为了能正确解释

圣经的各个部分，你必须把握住圣经的整个真理体系。提供给圣

经启示性的一个令人惊异的证据就是，圣经由如此多的人、在间

隔如此大的时空距离下写成，却如此和谐一致。这个基本事实必

然要被用到相互关联这个学习步骤中去。 

信心告诉我们：经文里的一切都是和谐共存的。如果经文中

的所有其它描述都是指着一件事说的，唯独一个观念好象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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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回事地．．．．．被呈现给你，那么，总有地方错了。你必须要重新反

复思索、反复学习、求主更多地光照你。相互关联．．．．这一步所做的

是，努力使所有的事情都与圣经的完整描述相适宜，它要问的问

题诸如“加拉太书与罗马书如何相互关联？”，“罗马书、加拉太

书与雅各书又如何相互关联？”。 

12 从右栏中选出每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你可以多次使用这些答

案） 

...a 哪个步骤与评价紧密关联？  

...b 哪个步骤试图将所有的东西合宜地放

入圣经整体的叙述中去？ 

...c 哪个步骤坚持对一个看起来与圣经整

体相背离的想法进行重新研究？ 

...d 哪个步骤要求考虑永恒原则与我们现

实生活的关系？ 

1） 相互关联 

2） 总结 

3） 应用 

问答技巧 

目的6. 理解四种事实问题，并在圣经学习中将其与基本步骤联系

起来。 

目的7. 理解三种思考问题，并将它们和圣经学习中的基本步骤联

系起来。 

耶稣使用非常高明的技巧来提问题。你可以在马可福音第三

章中找到这样一个例子。耶稣在治愈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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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那些窥探他的人说话。耶稣知道他们等着他违背安息日，好

有机会控告他。他问：“律法允许我们在安息日里做什么？行善行

恶？救命害命？” 

耶稣的问题有两个作用。首先，这些问题显示律法如果禁止

人在安息日给予人帮助，那该是多么腐败的律法。其次，他的问

题指出了一个永恒原则：行善总比行恶好．．．．．．．，救命总比害命好．．．．．．．。那

些人非常生气，无法回答他。耶稣通过提问题，使人不得不承认

他的观点。 

好的问题要求有详细的回答。对于学习而言，一个只能以“是”

或“否”来回答的问题，不会很有效。“我们的律法允许我们在安

息日做什么？”这个问题使人想起他们多年来立下的无数琐碎的

规定。这些规定被建立得就象神的规定一样，但它们实际上只是

人的传统习惯，与神的诫命毫不相关。主所提出的一个好问题就

如同一次完美的布道一样有效。 

你将学到七个基本问题（四个事实问题、三个思考问题），它

们涵盖了圣经学习．．．．的基本步骤。对你而言，它们的名字可能有些

陌生，但你可以看到它们与先前所学的原则紧密相关。 

当我们开始这节有关提问的学习，并同时将其应用于经文时，

你需要把笔记本的一页分成以下几部分： 

问答技巧 

问题类型 涉及经文 问题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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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七个练习描述了七种问题类型，每个练习提供给你一种

问题类型的定义及其参考经文实例、有关这段经文的一个或几个

问题、每个问题的答案。你要把这些实例写在笔记本上，作为示

范。在看所建议的答案之前，把你自己的答案写下来非常重要。 
这些事实问题．．．．是：（1）对象，（2）形式，（3）时间，（4）地

点，它们所问的问题分别是：谁或什么，怎样，何时，何地。 

（1）对象问题．．．．问的是谁和什么。你要记住，这些属于观察．．

步骤的问题，是要得到事实的问题。按照你正在学习的段落，你

所看到的这类问题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如，谁这个问题可以是：

“谁在说？”“谁在听？”“在谈论谁？”“谁将被所说的事实打

动？”同样，这些问题也可以用来针对什么。它可以是：“在说

什么？”“完成了什么？”“什么事情被成就？”“应用了什么术

语？” 

在经文中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要提谁的问题，什么的问题也

是如此。提问是获取些实的工具。当你使用工具时，你总要使用

适合你工作性质的工具。举例来说，如果你要将苹果切成片，就

得使用小刀。如果你要将大树的枝干砍掉，你就得使用其它工具。

事实问题．．．．是你可以使用的工具，但是，你没有必要在所有情况下

使用所有工具。比如，如果没有提到地名，你就不要使用地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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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你应该使用恰当的问题。我们为笔记本示范页所选的参考经

文实例是腓立比书1：12-14。使用这几节经文，是因为它正好可

以为每种问题类型提供一个实例。 

13 在笔记本的问题类型下面，写上对象——谁？和什么？在

涉及经文一栏中，写下腓立比书1：12。在问题栏中写下这

两个问题：谁是收信人？作者想让他们知道什么？现在，阅

读腓立比书1：12，将你的答案写在答案栏中。 

（2）形式问题．．．．问的是怎样？“这是怎样被完成的？”“使用

了什么方式？” 

14 在笔记本的问题类型一栏里，写上形式．．——怎样．．。在涉及

经文一栏中，你已经在最上面的表格中写下了腓立比书的字

样，就不必每次把同样的字写在下面的表格中了。从现在到

查考其它章节之前，只需使用章节号。所以，只写1：12、14。

在问题栏中写下这些问题：福音怎样．．．．（通过什么方式．．．．．．）兴旺．．

起来的．．．？这是怎样显明的．．．．．．．？现在，查阅腓立比书1：12、14，

并将你的答案写在答案栏中。 

（3）时间问题．．．．问的是何时，“这是什么时候完成的？”“这是什

么时候发生的？”何时的问题并不总是要求你回答具体的日子。

有时，它只是用来帮助了解事件是发生在过去、不久以前、将来、

即将、还是发生在另一事件之前或之后。 

15 在你笔记本的问题类型栏中，写下时间．．——何时．．？在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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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栏中，写下1：12-14。在问题栏中写下这是什么时候发．．．．．．．

生的．．？阅读所选经文，你将注意到，它并未给出日期，但却

有事件是发生在不久以前还是很久以前的线索。在答案栏中

写下你的看法，并且写明其线索。 

（4）地点问题．．．．问的是何地。这是有关地方的问题。地方可包括

国家、社区、某人的家或山、沙漠等地理位置。 

问答技巧 

问题类型 涉及经文 问题  答案 

对象问题 — 谁 

—什么

腓立比书1：12 谁是收信人？ 

作者想让他们知道

什么？ 

 

16 在笔记本的问题类型栏中，写下地点．．——何地．．？在涉及经

文栏中写下1：13-14。在问题栏中写下发生在什么地方．．．．．．．？在

答案栏中写下，你认为的事件发生地和你这样认为的原因。 

一旦你要把对事实的认识提高到理解的高度，就要用思考问．．．

题．来对事实进行解释。这种提问方式有三个基本类型（1）定义型，

用来处理定义。（2）推理型，针对事物发生的原因。（3）暗示型，

针对如何将道理应用到现实生活的问题。要从一般的陈述中发现

对现实生活的建议，并将其与整本圣经相关联。你看到的这些问

题，实际上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圣经学习基本步骤的一部分。 

（1）定义型问题．．．．．问的是“这是什么意思？”你已经观察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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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说了些什么。在完成你的观察步骤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现

在我看到它说的是什么了？但它是什么意思？”定义型的问题要

求有一个解释性的答案。定义型问题适用于词语或术语、一件事

情的陈述、语法、文学样式、或写作的总体氛围、语调。 

17 在笔记本的问题类型一栏中，写下定义型．．．——什么意思．．．．？在

涉及经文栏中写下1：13。在问题栏中写下：御营全军这个．．．．．．

词组的意思是什么．．．．．．．．？现在读13节并思考它的含义可能是什

么，并在答案栏中写下来。 

（2）推理型问题．．．．．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为什

么在这儿说？”你已经给它下定义并找到了这个短语的意思，但

为什么要在这儿用它？它在叙述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通常，为

了正确回答这类问题，你需要阅读更多的经文，比如整章或整本

书，以此获得一个更好的视角。 

18 在笔记本的问题类型栏中写下推理型．．．——为什么？．．．．在涉及

经文栏中写下1：12-14。在问题栏中写下：保罗为什么要告．．．．．．．

诉他们这些．．．．．？阅读经文的12-14节，从这些经文中找到答案，

写入答案栏中。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答案与建议的答案相比较。你的答案不一

定要和它们一模一样，但至少要类似。 

（3）暗示型问题．．．．．问的是“这暗示了什么？” 在这里可以找

到一个原则吗？它有实用性吗？这里，我们再次注意到，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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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毫无疑问地都关联到圣经学习的基本步骤：评价、应用和相互

关联。暗示，就是那些在文中没有直接说明、但却可以在直叙的

话语之外看到的东西。 

19 在笔记本的问题类型栏中写下暗示型．．．——它暗示了什么？．．．．．．．

在涉及经文栏中写下1：12-14。在问题栏中写下：从这段．．．

经文可以得到两个什么暗示．．．．．．．．．．．．？思考这段经文和你从中得出的

结论或暗示，在答案栏中写下来。 

20 现在将左边的问题和它所代表的问题类型（右边）联接起来。 

...a 它是怎样被完成的？  

...b 为什么这样说？  

...c 这里讲到原则了吗？  

...d 涉及到谁？  

...e 是什么意思？  

...f 什么时候发生的？  

...g 发生在什么地方？  

1） 对象 

2） 形式 

3） 时间 

4） 地点 

5） 定义型 

6） 推理型 

7） 暗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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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要有果效地学习圣经，第一个必要条件是什么？ 

a) 知识 

b) 属灵的理解力 

c) 很好的智力 

2. 要有果效地学习圣经，两种必要的个人预备是什么？ 

a) 属灵的和思想的 

b) 身体的和思想的 

c) 社会的和属灵的 

3. 对于有果效的圣经学习，下面哪一项未表达出必要的属灵条

件？ 

a) 对神的深深敬畏 

b) 对神话的顺从 

c) 完全脱离罪 

d) 及时认罪 

4. 将每个品质（左边）和最能准确描述它的态度（右边）联接

起来 

...a 温柔 

...b 警醒  

...c 信心 

...d 注意力集中 

...e 敬畏 

1）思想上的 

2）属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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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了有效地学习圣经，本课提出了五个用具，你的眼睛和时

间是其中的两个，其它三个是什么？ 

……………………………………………………………… 

6. 系统的圣经学习是由一个有序的过程组成的，这个过程 

a) 淘汰其它的所有方法 

b) 使人理解圣经 

c) 不能被一般的人使用 

7. 以下哪一条包括了一些圣经学习的基本步骤？ 

a) 思想上的、属灵的、身体的 

b) 过程、方法、集中和目标 

c) 观察、解释、总结、评价 

8. 观察．．问的是 

a) “说的是什么？” 

b) “这里有什么永恒原则吗？” 

c) “这是什么意思？” 

9. 解释．．问的是 

a) “说的是什么？” 

b) “这里有什么永恒原则吗？” 

c) “这是什么意思？” 

10、将问题大类别（右边）与属于它的问题类型（左边）相匹配，

将正确的数字写在每一个空格中。 

...a 定义型，推理型，暗示型 

...b 对象，形式，时间，地点 

1）事实问题 

2）思考问题 



 

51 

习题答案 

注意： 本书提供给学习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按通常的序号顺序排

列的。它们被重新部分地安排了次序，意在减少你完成习

题之前查看答案的机会。在看答案之前，请先找到正确的

序号。 

10  b) 它应该始终突出要点和相关的细节。 

c) 它可以用图表的形式来说明。 

d) 它是以摘要形式展现出来的整个事实。 

1  b）有东西的人。 

11 a）比起永恒原则来说不是那么直接地关系到我们的生活。 

20  a 2）形式 

b 6）推理型 

c 7）暗示型 

d 1）对象 

e 5）定义型 

f 3）时间 

e 4）地点 

2  c)圣灵的人。 

12  a 3）应用 

b 1）相互关联 

c 1）相互关联 

d 3）应用 

3  以下任意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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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对圣灵的敏感、温柔、谦卑、忍耐、信心、认罪、对

神的顺服。 

13  保罗的弟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实际帮助福音兴旺了起来

（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 

4  a）思想态度多于属灵品质。 

14  通过保罗的捆锁；通过弟兄们更放胆地传福音。 

5  c）非常简单的工具。 

15  不久以前；因保罗说的“所发生的事”之一很明显是他在监牢

里时，而他现在仍然在监牢里。 

6  a）一种有序的学习方式。 

b）将你的努力集中于最终目标的学习。 

e）引导得出结论的过程。 

16  在罗马的监牢里。保罗在监牢里是被直接陈述出来的。因为

他提到了御营全军，所以在这儿，所暗示的是在罗马。（这个

结论在4：22中被证实）。 

7  观察，解释，总结，评价，应用，相互关联。 

17  保罗说他在监牢里。监牢需要卫兵，这些卫兵显然和王宫的

安全力量有关，所以可以知道保罗在王宫的监牢里。 

8  a 3）观察 

b 4）事实 

c 2）解释 

18  以使他们因福音兴旺而被激励。所以他们能为这样的事实欢

欣——那就是保罗在监牢里的见证，鼓励了他所在地的基督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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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找出作者的用意。 

19  保罗一直在将耶稣基督见证给他的卫兵。耶稣基督在任何情

况下都能得荣耀。福音能在各种困境下传播。保罗所受的挫

折正是神在当时的旨意（其它暗示也可以，但这些是最重要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