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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解释的基本原则 

在第一课里，我们用一节的篇幅向你介绍了圣经学习的一些

基本准则。通过第二课的学习，你已认识到解释．．是圣经学习六个

步骤中的第二步。当你进行观察并获得了主要的信息资料之后，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释这些信息资料。 

第三课将把重点放在解释的一些重要方面上。许多基督信仰

和教义的主干都是通过解释被建立起来的。什么是教义？它为什

么如此重要？解释为什么是学习中如此关键的一个步骤？让我们

来看看这些问题的详细解答。 

课文大纲 
教义的重要性 
字面解释 
相互关联的整体 

新约启示旧约 
在上下文中的经文：注意对“证据性”经文的使用 
唯在圣经中有神的启示 

确立教义性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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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从那些向人宣告神旨意的经文段落中确立教义性真理 
唯有圣经的教导直接约束良心 

圣经的实用性 
对光照的责任 

课文目标 
学完本课后，你应该能够： 

 给圣经教义下定义，并解释它是如何与圣经的其它真理区别

开来的。 
 应用你不断增强的在字面上对上下文中的经文的解释能力说

明，在某个指定主题上，整部圣经表现出怎样的一致性。 
 活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生活，并能更加有效地与他人一起分

享救赎的真理。 

学习内容 
1. 阅读卷首语、大纲和课文目标。 
2. 确认你自己已经明白了所有的关键词。 
3. 以书面形式回答课文进程中的所有习题，并要记住检查答案。 
4. 本课程不需要使用笔记本。但是，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把你

在第二课所学的问答技巧试着用到新的圣经章节中，这对你

将很有帮助。你越多地使用自己正在学习的技巧和理论，它

们就越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选择一段、一章、或者整卷来

学习。 
5. 完成课后的自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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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假设 奥秘的 
交流 首要的 
教义 次要的 
百科全书 神学 

课文进程 

教义的重要性 

目的 1. 按照我们的用法来给“教义”和“神学”这两个术语下

定义。 

在本课我们使用“教义”来指代圣经教义．．．．，它是“基督信仰

的主旨和内容。”神学．．一词与它紧密相关。就本课而言，神学被定

义为“关于神、神与人以及神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教义和神学

包括所有有关基督信仰的教诲。 
人们要穷竭一生来研究这些主题，所以教授这些教义不是本

课的主要目的，我们所要告诉你的是：教义是什么，并让你了解

它的重要性。耶稣非常肯定地表明他的教义来自于神，他说“我

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

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自于神，或是我凭著自己说的。”

（约翰福音 7：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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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信给提摩太时，保罗谈到了圣经的作用（提摩太后书 3：
16-17）。在他所列条目中的第一条就是教训真理．．．．。当然，这就是

教义之所以重要的关键所在。真理就是正确的教义，这是因为真

理是属神的（约翰福音 14：6）。你要明白真理，并与他人只分享

真理。 

1 将每一个术语（右）和它的定义（左）联接起来。 

...a 基督徒信仰的主旨与内容 

...b 研究神、神与人以及神与世

界的关系 
...c 教导真理 

1） 神学 
2） 圣经的一个用途 
3） 教义 

教义与神学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你相信神及其计划，这些计

划决定了你的行为、你所作的决定、你的关系，也就是你的整个

生活。保罗称赞罗马基督徒对真理的顺服时说：“你们以前虽然作

了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罗马

书 6：17） 
当你开始学习圣经时，你要带上你的．．“财产．．”：你的头脑，你

的意愿，你的心。神将把他的．．“财产．．”给你。神赐给你圣灵来帮

助你理解那些他所默示的话。 
但是为什么世上还有如此多的异教呢？有很多原因。临到要

顺服神的时候，人们的心就刚硬了起来。他们以很多奇怪的方式

来使用圣经。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人说：“我信耶稣是一个伟大

的教师。我是按照登山宝训的教导来生活的”，但是这个人并不是

获得重生的基督徒。他不相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很明显，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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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证明他就是救主、是神儿子的事实，他没有考虑过。如果耶

稣没有把这个事实告诉你，你是不会信他所说的其它话的。唯有

当耶稣活在你心里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按照登山宝训（马太福音

5-7 章）来生活。 
异教是对经文别有用心的曲解后产生的。在旧约的玛拉基书

中，神谴责了那些故意传错误的教义给人的祭司（玛拉基书 2：8）。
在新约里，保罗不断警告提摩太要小心守护他的教义。 

2 阅读提摩太前书 6：3-5。查阅这些经文，回答下列问题。 
a) 那些传异教的，不服从主耶稣的话的人，所具有的三个

特点是什么？ 
………………………………………………………………… 
b) 这种人把敬虔看作什么？ 
………………………………………………………………… 

异教也有可能从教会里产生这一事实更加让人困扰。圣灵被

赐下来为要帮助我们理解，但很多神的子民却很懒惰，疏忽，对

圣经学习漠不关心。这些人很容易成为那些假教师的目标，假教

师只教他们喜欢的，而不教神的道理。懒惰的头脑和马虎的态度

将圣灵的路堵塞了。毕竟，圣灵要与你的．．理解力一同做工。交流

是双方的，只有当人将自己的心门打开，当人努力去接受这种沟

通时，神才向人启示他自己。保罗对以弗所的门徒们说，“使我们

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

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以弗所书 4：14） 
在理解神真理的过程中，努力寻求神旨意的基督徒必须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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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事是：解释．．、神学和教义．．．．．。第三课和第四课所描述的原则

将帮助你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5：21 节所说的而行：“但要凡

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当你学习的时候，你必须斟酌那些进到

你内心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出自于神？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因

此你必须察验你的观点，看它是否站得住脚。解释原则实际上就．．．．．．．．
是．经过察验以证实或核实事实．．．．．．．．．．．．，并将错误的观念剔除．．．．．．．．．。一个能以

其最佳的判断来理解神话语的、警醒的、得救的人必须要对他所

相信的事进行察验。他的判断要服在那带领人理解真理（正确的

教义）的圣灵下。 

字面解释 

目的 2. 说明字面解释的含义和重要性。 

字面解释．．．．是指建立在语言的一般用法基础上的含义，是语句

通常的意思。象．征性语言．．．．是指用一件事来表达另一件事。它在你

的大脑中呈现出一些能很形象地说明其它观念的画面。 
语言是一个复杂且经常变化的体系。经过多年的使用，词语

获得了更多的内涵和引申含义。我们说圣经必须从字面上的意思

来理解，并不意味着要把学生放到一个死框框中，然后告诉他们

说，“你只能以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词”。但肯定要有一个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就是语言的一般使用方式，用这种方式，词语所表达

的就是他们普通的和通常的意思。圣经中也使用了象征性语言，

第四课将以它为主题。但是，即使是象征性语言，要理解它也要

依赖于其所叙述出来的语句的字面含义。耶稣经常在他的教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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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象征性语言。 

3 在每一个正确陈述前的字母上画圈。 
a) 字面上的语言与象征性语言完全一样。 
b) 象征性语言需要词语的字面含义来传达它所代表的意

思。 
c) 字面含义就是对语言普通、一般和通常的运用。 

4 阅读稗子的比喻（马太福音 13：24-30）与耶稣对它的解释

（马太福音 13：36-43）。然后，以此为基础，回答以下问题。 

a) 耶稣用什么词语来比喻他自己？ 
………………………………………………………………… 
b) 耶稣用什么词语来比喻世界？ 
………………………………………………………………… 
c) 用什么词来比喻天国之子？ 
………………………………………………………………… 
d) 用什么词来比喻恶者之子？ 
………………………………………………………………… 

这些问题为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关于如何运用象征性语言

的例子。（可能，有关象征性语言段落，你想问自己几个问题，那

就把你的问题写在笔记本上，作为实践练习）。例如，明白种子的

一般含义，对于你能否理解耶稣要说明的事情绝对必要吗？在我

们所有的阅读中，我们都要这样做。所有的交流都建立在这样一

个假设上，就是说的人能被听或读的人理解。这也是神的意图，

他并不愿意向你隐藏他的信息；他总是在设法启示它。因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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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在经文里寻找那隐藏的或奥秘的意思。否则，一切都会乱了

套。人的想象力会无止境地活动，结果，到头来什么事都没有确

切的意思了。你所信的必须要经过察验．．．．．．．．．．．：你是否赋予了每个词一．．．．．．．．．．
般的含义．．．．。 

5 用字面上的．．．．和象征性．．．这两个词语完成下面的句子。 
a) 圣经必须用      含义来解释，否则什么事都没有确切

的意思了。 
b)        语言经常被耶稣使用，以说明他的教导。 
c) 你不必去寻求经文中隐藏的或奥秘的意思，因为神用一

般或者   方式说话。 

相互关联的整体 

目的 3.  说明把圣经当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来使用时所涉及的

三个原则。 

新约启示旧约 

你所信的必须要经过新约圣经启示．．．．．．的验证。旧约圣经的教训

在历史上为新约的教训建立了根基。你一定还记得第一课的“渐

进启示”告诉我们，因为受到人理解力的限制，以及人的罪以及

其悖逆的天性，神只能一次一点儿地启示真理。 
耶稣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 5：17）。神在新约里有关这位救主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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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是神向人启示的巅峰。一定要在这个最后、最重要的启示——

新约的光照下，我们才能看见旧约圣经里的所有教训。 

6 在耶稣话语的亮光中，你怎样看利未记 11：1-23？在笔记本

上说明那些在今天也很适用的教训，并解释为什么。 

在上下文中的经文：注意对“ 证据性” 经文的使用 

你所信的事情必须经过察验——查考指定经文及与其相关的

所有上下文：段、章、整卷书、以及圣经的其它书卷。 
为了证实一个观点或一条教义性信条而引用的一段经文被称

为“证据性”经文。如果你已经确切理解了所引用经文的准确意

思，那么这种引用完全正确。例如，在习题 6 中，马可福音 7：
17-19 就可以被用来作“证据性”经文，以证实现在各样食物都

可以吃的教导。另一个有关这个原则的经文是使徒行传 10：9-15。
马可福音中的这段经文是耶稣的教训。这教训通过马可的评注，

阐明 19 节括号中的话。使徒行传中的那段谈到彼得看到有许多不

洁净之物放在一块大布上的异象，教导的是同一件事，但只是对

主要信息的一种很形象的说明。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一章（上下文），

你会发现这节经文的主要建议是彼得应该接受外邦人，不要害怕

把福音带到他们那里去。食物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次要的。 
回忆一下在上一课里所学到的推理型．．．的思考问题“为什么这

么说？”和“为什么在这儿说？”当要确立一个教义或一个永恒

原则时，并且一旦确立后所有信徒都必须顺服，这些问题就变得

非常重要了。经文的理解要和它的直接上下文联系起来，而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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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经文相比较。 

7 仔细阅读帖撒罗尼迦前书 5：19-22。这段经文包含了一个完

整的思想。注意经文 19 节和 20 节。 
a) 5：19-20 所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 
b) 根据这段经文的主题，经文 22 节里提到的“各样的恶事”

指得是什么？  
…………………………………………………………………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2 节常被引用来“证明”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针对这些必须要消除的错误行为的具体问题，新

约中一些其它经文进行了直接的说明，但是，我觉得这节经文应

该与上下文联系起来理解，它的上下文讲的是圣灵恩赐在教会中

使用方式的判断。关于过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的教导，新约经文

中比较适合做其证据的是歌罗西书 3：5-6 节，这段经文向我们发

出了一个直接和具体的命令。 

唯有圣经中有神的启示 

以下，关于“你所信的事情”这个短语的意思要发生一点改

变。“你所信的事情”必须是圣经而且只能是圣经所阐明的，或

从圣经中提炼出来的，即信条。 
有关人类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在这段漫长的

时光中，人的智慧导致了许多崇高思想的出现。当人类观察环境，

并试图找到一个合理解释的时候，人的智慧又导致了许多错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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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出现。基督徒的教义不是建立在靠人的灵感写出来的文字作

品的基础上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义与神学只有一个来源——圣经。

你只能通过寻求正确理解圣经来发现神的真理。 
教义不能出自任何圣经以外的来源，也不能超越圣经所明确

陈述的内容。有很多问题，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到答案。你可能有

疑惑，但是，神把他想让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放进了经文中。神

要你了解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神期望你学习并发现那始终存在．．．．

于经文中的所有事情。但是信徒的道路也是一条信心的道路。罗

马书 8：25 是有关信徒对将来盼望的一段经文的总结，它说“我

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神在圣经里放哪些信息，

不放哪些信息，自有神自己的理由，正确的教义不能建立在猜想

的基础之上。 
可能，你不会从事为教会阐述教义的工作，但是每个学习圣

经的学生，为了他自己，也为了能与人分享，都会或多或少地做

一些寻找信条的事情。请记住，教义不能出自任何除圣经以外的

来源，并且决不能超越圣经所说的。 

8 将经文与其所阐明的原则相连接 

...a 新约启示旧约。 

...b 在上下文中的经

文。 
...c 只有在经文中有

神的真理的揭示。 

1） 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

耐等候。（罗马书 8：25） 
2）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

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

太福音 5：17） 
3） 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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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可福音 7：18） 

 

确立教义性真理 

目的 4.  说明两个一般原则：一个用于确认圣经里的教义性真理，

另一个用于引领基督徒的行为。 

只能从那些向人宣告神旨意的经文段落中确立教义性真理 

圣经里的内容全部都是神的话，全部都是真理，对我们全部

都有用，但却并不都以同样的方式发挥其帮助的作用。确立教义．．．．
并不意味着圣经里的有些东西是真理，有些就不是。然而，因为

教义性真理（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宣告神旨意的经文）对我们提出

了一些要求，所以在一些更为具体的方面，它对我们将很有帮助。 

9 阅读约翰二书 12 节，根据这节经文回答以下问题。 
a) 这节经文是否表达了一个真理？……………………….. 
b) 如果是的话，这个真理与你我的个人生活有关系吗？ 

…………………………………………………………… 
c) 用你自己的话把这节经文所要表达的写出来。 
…………………………………………………………………… 

10 阅读约翰二书 9 节。 
a) 这节经文是否表达了一个真理？ 



 

 66

………………………………………………………………… 
b) 如果是的话，这个真理与你我的个人生活有关系吗？ 
……………………………………………………………………
…………………………………………………………………… 
c) 用你自己的话把这节经文所要表达的写出来。 
…………………………………………………………………… 

约翰二书 9 节不同于 12 节。约翰二书 9 节宣告了一条永恒原

则，这条永恒原则在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如今还是：凡越过．．．
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约翰二书 12 节也是真理，但

它不是永恒的真理，它没有涉及到当今人们的个人生活。所以，

教义是由宣告神对人不分时代背景的旨意的经文确立的。 

唯有圣经的教导直接约束良心 

在本课的开始，我们把教义定义为基督徒信仰的主旨和内容。

这个内容的一个具体部分是一组直接针对基督徒日常行为的命

令。你和你的行为很难分离开来。在基督徒的集体里，什么事可

以做、什么事不能做常常成为人们感兴趣和讨论的主题。有时，

这个主题也和那些与圣经命令毫不相关的文化习俗密切相关。 
基督徒的个人行为应该确立在四个带领的基础之上：直接命

令，合理的暗示，永恒的原则，良心。 
直接命令．．．．最明确。圣经里直接谴责的，今天我们也有权谴责。

以下练习提供了一个事例。 

11 阅读以弗所书 5：3-5，列出受到直接谴责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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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合理的暗示．．．．．不象直接命令．．．．那么明确，但我们仍然要认真

对待。例如，在圣经里醉酒是被谴责的行为（查看歌林多前书 5：
11；6：10；以弗所书 5：18；加拉太书 5：21）。从这些经文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暗示：滥用麻醉品也是要受到谴责的，这

是因为它扰乱了人的正常意识。 
虽然永恒原则．．．．常常不如直接命令那么明确，但它却非常重要。

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你可以阅读以弗所书 5：1-2。 

12 用你自己的话说明以弗所书 5：1-2 节的两条永恒原则是怎样

直接指导你个人行为的？  
.............................................................................................................. 

在哥林多前书 8 章就祭偶像食物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中，你可

以看到一个既涉及永恒原则．．．．又涉及良心．．的例子。差别在于你从什

么角度来看待它。从保罗的立场，你看到的是一个永恒原则：为

他人考虑。保罗认为对吃这种肉的讨论毫无意义，但是，因为在

他的周围，有人认为．．吃了就是犯罪，为了他们的缘故他不吃。保

罗的动机是避免使那些真的认为这样做是犯罪的弟兄跌倒。 
从哥林多前书 8：10，我们看到了良心对那个软弱人的影响：

“若有人见到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

软弱，岂不是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有一个现象挺有意思：

如果你真的认定某件事是罪（按我们已经讨论的标准，不管它是

不是罪），却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了这件事，那么，对你来说，它就

真的成了你的罪。这种情形下，其原因并不是行为本身，而是悖

逆的灵成了这个行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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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列出经文里直接约束良心的四种方面。 
.......................................................................................................... 

14 把每类经文（左边）和与其关系最紧密的选项（右边）相连。 
...a 宣告神对全人类旨意的

章节 
...b 约束良心的经文教训 
...c 具有地域重要性的、个人

方面的信息 

1）确立个人行为 
2）确立教义 
3）是具有时效性价值的真理 

圣经的实用性 

目的 5. 认识圣经实用性的两个方面。 

圣经不是要被写成为汇集各种有趣信息的百科全书。它不属

于科学书籍。它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我们都已经找到了，那

就是靠信耶稣基督得救赎．．．．．．．．．。圣经的内容是被精选过的；特别选择

它，是为了要传达和支持这个救赎的信息。约翰甚至说，关于耶

稣所行的事，若都记载下来，“所写的书就是整个世界也容不下

了”（约翰福音 21：25）。所以当你学习圣经时，你要把你的精力

集中到它的实用性上。圣经里包含很多具有时效性的事件，但它

的精髓却非常具有个人针对性和实用性：怎样才能得救？作为一

个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和他人分享圣经？ 

15 圈上正确陈述前的字母。 
a) 圣经的主题是信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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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圣经只是对耶稣所作事情的记载。 
c) 圣经的主题是靠信耶稣基督得救赎。 
d) 圣经的实用性向我们显示应该怎样生活，以及怎样事奉。 

 

 

对光照的责任 

目的 6. 解释与人准确分享圣经信息的重要性。 

圣经的确是一本有关生死信息的书！与人分享神的话．．．．．．．不是用

有趣的事取悦人，也不是用你所知道的事来炫耀自己，它必须是

受一颗为了神和他的不断成长的教会的爱心所激励。圣经包含着

每个人都绝对有必要知道的信息。它谈到人类短暂的生命一旦结

束以后、所面临的永远的喜乐或惩罚。圣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找到

有关神和人类永恒命运的准确信息的地方。你要么尽你的能力用

圣经真理带领人归向神，要么用错误和马虎的信息误导人。神的

话必须被实事求是地宣告出来。 

16 为什么非常准确地宣讲圣经信息是如此的重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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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以下关于教义和神学的哪些说法是正确的？请圈上正确答

案前的字母。 
a) 教义与神学包括基督徒信仰的所有教导。 
b) 神学是关于神、神与人以及神与世界的关系的学问。 
c) 凡是敬虔的教义都可以接受。 

2. 圣经的字面．．解释是什么意思？ 
a) 每一个词只能有一个意思。 
b) 普通，一般，常用语言的运用。 
c) 用一件事来表达另一件事。 

3. 圈出正确陈述前的字母 
a) 信条必须经过新约启示的察验。 
b) 信条必须经过旧约律法的察验。 
c) 信条必须经过其经文章节上下文意思的察验。 
d) 信条必须经过在你看来合理的察验。 
e) 信条只能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 
f) 信条也可以从其它有关道德训导的书里摘录下来。 

对错题。在每一句陈述前写上 T 或者 F 来表示它们的对错 

...4 圣经只有部分是真理。 

...5 圣经的内容全部是真理。 

...6 圣经的内容对你的个人生活都有指导作用。 

...7 直接命令，合理暗示，永恒原则，良心，这些都与基督徒的

行为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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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于基督徒的行为来说，直接命令是唯一需要考虑的。 

...9 圣经的实用性教导我们去做的是哪两件事？ 

..10  为什么与人分享神的话时，“准确”至关重要？(用自己的话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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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8  a 2）“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

要成全。”（马太福音 5：17） 
b 3）“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马可福音 7：

18） 
c 1）“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罗马书

8：25） 
1  a 3）教义 

b 2）神学 
c 1）圣经的应用 

9  a） 是 
b）没有 
c）针对它当时的写作对象所传达的最后的、个人的信息。 

2  a）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论。 
b）那是一个得利的门路。 

10  a）是 
b）有 
c）警告和安慰我们的话。 

3  b）修饰语需要词的字面含义来传达它 
c）字面含义就是对语言普通、一般和通常的运用。 

11 淫乱、污秽；贪婪；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 
4  a）撒好种的人 

b）田地 
c）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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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稗子 
12  1. 我必须认识神的样子，并尽一切可能地效法他。 

2. 我必须通过爱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象基督奉献他的爱

一样奉献我们的爱。（应该有所不同） 
5  a）字面的 

b）象征性的 
c）字面的 

13  直接命令，合理暗示，永恒原则，良心。（按任意顺序） 
6  新约里耶稣所教导的：凡物都可以吃，是因为在耶稣里一切

都洁净更新了（参阅使徒行传 10：9-16），新约比旧约更完

全地启示了神对人的旨意，。 
14  a 2）确立教义 

b 1）确立个人行为 
c 3）是具有时效性价值的真理 

7  a） 圣灵的恩赐 
b） 对圣灵恩赐的滥用 

16  圣经信息必须正确宣讲，否则听者误解，得不着永生。 
15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