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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创 作 分 析 

——认识各组成部分 

本单元的三课内容,将从几个方面针对圣经学习的综合方法．．．．

（也叫通篇的学习方法．．．．．．．）进行讨论。我们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哈巴

谷书。这里，综合．．一词是不会让你感到紧张的！这个词来自于两

个希腊小词的组合，它们意思分别是“一起”和“放在”。所以

综合的意思就是“放在一起”。 

你会在本课和下一课里看到一些不常用的词语。如果你记不

住它们，也不要泄气。因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能记住一些，当然更好。这些课程将为你今后所有的圣经

学习奠定基础。所以，在继续学习新的内容之前，对已学的内容，

你要确保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 

课文大纲 

给综合方法下定义 

创作原则 

几组文学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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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和对照 

重复、交替、重申、延续 

高潮和关键语句 

演绎和归纳 

因果关系和起因分析 

其它几种文学手法 

手段 

解释 

引言 

概述 

设问 

和谐 

主次关系 

扩展 

课文目标 

学完本课后,你应该能够： 

 在你的圣经学习中使用综合方法，并且在学习过程中识别其

创作原则。 

 给本课所提到的文章布局的各种手法简单地下定义。 

 能更好地向他人传讲圣经的信息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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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卷首语、大纲、目标。 

2. 查阅那些对你来说还很陌生的关键词的意思。 

3. 学习课文进程，完成习题并核对答案。 

4. 学习课文时，将你的笔记本准备好放在一边。另有一些内容

需要你记录下来，并且加上以你自己理解的方式得出的感受。 

5. 开始独立阅读哈巴谷书。当你开始学习第七课时，一气呵成

地读完整卷书将非常必要。如果你尚未养成以这种方法阅读

圣经的习惯，那么你可以从阅读小章节开始，以帮助你熟悉

词语和写作风格。 

6. 完成课后的自测题。仔细检查答案。复习那些你回答错误的

习题。 

关键词 

分析 创作 

考古学家 文学手法 

联系 

线索 

原则 

课文进程 

给通篇学习方法下定义。 

目的 1. 描述学习方法中的综合方法。 

当一个考古学家去一个地方发掘古代文明遗迹时，他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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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地区做一个概括的大致勘察，然后才将工作深入到最细微

的部分中去。在这些细微部分里，为得到有价值的物品，常常要

筛去相当多的灰尘。他选定了一块土地，并对其进行了勘察。然

后，把这块土地划分成几个部分。如果没有经过仔细的勘察，他

和他的工作组决不会开始“挖掘”工作。之后，为要找到更详细

的情况，他们才开始进行真正的挖掘。每一个发现最终都要被彻

底地检查、拍照和登记。所以，当考古学家计划在某个山岗或旷

野开展工作时，他一定要等到测量和勘察了整个区域之后，才开

始寻找细节的工作。 

圣经学习的综合方法与考古学家首先要作的概括性的大致勘

察是相似的。如果学习圣经的人能够把他应该学习的某卷书或主

要章节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他将可以在经文的细节中找

到更丰富、更有价值的财宝！ 

记住综合．．是“放在一起”的意思。综合方法可以使我们对整

卷书有一个大体的印象，鸟瞰全文。如果书中的某个部分是可以

从书中独立出来的单元（如一篇诗篇，或登山宝训），那么它也可

以采用这个方法。 

综合方法的第一步是读完整卷书．．．．．。为了使你能一口气读完一

卷书，我们选择了一卷较短的书。当你真正学会应用这种学习方

法时，你将在重读这卷书时，寻找明确的信息。当你把这些信息

以某种书面的形式搜集到一起时，你将列出一个总结性的大纲。

你可能还想尝试使用图表。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归纳，你都将很好

地掌握这本书的信息和大体内容。然后，象考古学家和他的珍宝

一样，你就可以对书中的每一个细小部分进行查考了。你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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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洁话语里的财宝是取之不尽的！只要你活着，你就能一遍又

一遍的读这些经文，并且，每次都能找到新的启示。 

 

1 选出适用于综合方法的选项，将其前面的字母圈上。 

a) 通篇学习方法 

b) 大体的印象 

c) 对特殊细节的研究 

d) 鸟瞰 

e) 放在一起 

f) 针对细节的挖掘 

2 当你应用综合方法时，你的学习计划要求你读 

a) 整卷书，写下每一章的标题，并选出最好的经节。 

b) 特定部分，分析每个细节，用表格的形式记下你的发现。 

c) 一次读完整卷书，寻找明确的信息，并对其作归纳。 

创作原则 

目的 2. 说出布局主要原则的名称，并且在经文中认出它们。 

目的 3. 说明为什么交流是布局最为重要的功用。 

创作就是将几个部分放在一起，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一个

创作作品可以是一幅画、一部音乐作品、一首诗、或记录下来的

语言文学。无论什么形式的作品，它所表达的都应该是一个和谐

的整体。它应该有开始、过程和结尾。如果它是一件艺术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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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由几个部份融合到一起形成的一个和谐体。 

语言作品必须能够传达思想。神赐给人语言。当语言以有序

的、协调的、合乎法则的方式被组织起来的时候，就能够传达思

想了。虽然语言各不相同，但每种语言都有规则。 

通常，人们认为，当圣经作者坐下来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

文时，在他们的脑子里是没有计划的。这是因为强调圣灵对作者

的感动吸引了我们太多的注意力，以致于我们未能认识到圣灵要

使用作者个人的能力。圣经的内容和信息是圣灵默示的．．．．．．．．．．．．．．，同时．．，

圣灵使用作者．．．．．．，使用他们的语言．．．．．．．、词汇和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学形．．．．．．．．．．．．．

式．。这种情形从圣灵开始传达真理之时起就一直如此。不管怎样，

与人交流时，你应该用别人熟悉的语言形式！ 

之所以花时间预备以便进行创作原则的学习，是因为它们很

重要。你能明白这些原则呈现给你的许多思想。 

想想保罗，他知道自己是在写信，他用的是他那个时代通用

的书信格式，他信中的问候语和考古学家发现的他那个时代的信

件中的问候语非常相象。大卫知道自己是在写诗歌。我们已经从

几个方面对希伯来诗歌进行了研讨，并且，还将在第六课做更多

的讨论。摩西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写下了神的律法：这个律法作

为提醒和祝福要成为人们的宝贵经文。想想申命记 31：24-26： 

 “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

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

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 

旧约和新约的所有作者写作时，都充分意识到他们写出来的

东西是用来传达．．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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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你写东西的时候，就要尽力使自己思路清晰。了解

一些简单的安排原则．．．．将很有好处，因为它们将使整体内容更加容

易理解。你应该使用过这些原则，但是你可能还未听说过它们的

名称，或者还没认识到它们是创作原则！你可能对事物作过比较，

也可能使用过举例说明．．．．。如果你非常想让读者记住你正在阐述的

观点，你就使用反复的方式。为帮助人理解，你可以用告诫的方

式进行表达。如果你真的很想使人认识到你话语的重要性，你要

使用所有这些写作原则。 

当然，圣经作者也用了同样的方式。这些方式包括告诫、举

例、说明、重复、作比较、说明相互关系、用另一种方式陈述事

实。如果你能将其中的一些原则视为线索，以帮助你找到圣经作

者试图要传达的信息，你就能深入到原则里面，逐渐看到作者的

动机。当你以理解的眼光来观察时，就能看到圣灵大有能力地使

用这些原则。 

3 说出上文提到的四个创作原则 

............................................................................................................ 

几组文学手法 

比较和对照 

目的 4.  说明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对照强调的是什么。 

比较．．针对的是两个或多个从某些角度看是相似或相象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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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有时，“象”、“正如”或“如同”这样的字眼可

以作为线索，让你知道这段文字正在对两个或者更多的事物作比

较。当你确实认识到这段文章正在比较两个或更多的事物时，你

要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创作手法——比较！”。你能找到针对各种

事物的比较：人、地方、事物、或思想。 

你将在本课学到 20 种创作手法，比较．．是第一种。我们将解释

每种手法，并且用一个来自圣经中的实例进行说明。你应该在笔

记本上回答所有有关实例的问题。这部分关于“几组文学手法”

的课文后，有一个搭配练习，它以这部分 12 种创作手法的定义为

基础。然后，在“其它文学手法”部分，也将有一个类似的配搭

练习，它以剩下的 8 种手法为基础。 

4 实例：撒母耳记上 13：5。在这节经文中作了什么样的比较？

（一定要找到关键词“象”）。 

对照．．针对的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别。被对照的事物有时只存

在很小的差别，有时却截然不同。对照的标记如“但是”、“否

则”、“此外”、“然而”一类的词。对照的要点不在这些标志

词语中，而是在那些被强调的不同特征的事实中。请在下面这个

实例中找出“对照”的手法。 

5 实例：诗篇 1 篇。这段诗歌的整体结构是以对照为基础的。

在经节 1 和 2 节、3 和 4 节、以及 6 节中，都对相同的两类

人作了比较。请问，是哪两类人？在 2 节、4 节和 6 节中，

你可以把哪个词当作对照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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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交替、重申、延续 

目的 5. 区别重复、交替、重申、延续这些相似的文学手法。 

重复．．是对相同词语、短语或句子的反复使用，以达到强调的

目的。比如，在哈巴谷书二章中，“有祸了”这句警告世人的话就

出现了五次。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

样的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与法利赛人有祸了！”。这是

非常有力的重复．．，它使文章段落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6 实例：以赛亚书 9：12，17，21；10：4。在这些经文中，你

能找到哪些重复的话？ 

交替．．是一种特殊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句子的模式被轮流

的使用和重复。关于这个手法，在路加福音一至二章中有一个很

好的实例，在分别关于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两个主题之间，你将找

到对交替或者轮流．．．．．．手法的使用：约翰即将出生的预言和耶稣即将

出生的预言、约翰的出生和耶稣的出生的描述。交替手法的使用

强化了对照和比较。如果你能有效地使用它，象路加对它的使用

一样，它将是一种非常好的文学手法， 

7 实例：约翰一书 2：12-14。指出在这段经文中被轮流使用的

模式，并指出重复它的经节。 

一段经文里某些相似程度“或多或少”的语句被重复使用时，

就表明它使用了重申．．手法。通常，它以相似的语句重复表达一个

思想。在这样的经文中，叙述可能是朝着一个观点逐渐推进。例

如，阿摩司书 1：6-2：6 中有一句重复了好几遍的话：“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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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人三番五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同样

的句子被依次重复用于迦萨人、推罗人、以东人、亚扪人、摩押

人、犹大人、最后用在了以色列人的身上。列邦所犯的罪多少有

些不同，但形式却是相同的。这个推进的过程是：刑罚越来越近

地临到了神最为深切关心的以色列人身上。因此，重申就是重复

使用相似的词语或短语来表达同一个观点。 

8 实例：希伯来书 4：1-11。把重申手法带入这段经文的主题

是什么，这个主题在经文中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被陈述。  

延续．．是对一个特定主题更深、更广的叙述。当你介绍完主题

后，你要对其展开描述。延续．．的本质是通过扩展内容推进情节进

展。你已经学了与希伯来诗歌密切相关的对仗类型．．．．。延续．．可以和

“合成”对仗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合成”对仗诗歌的第一句所

表达的思想在第二句中会得到补充和延伸。当你学习一段经文时，

你要学会问自己：“这里正在做什么？”当你看到作者提出一个观

点、并且以此为主干，对其进行深入展开地描述时，就是正在使

用延续．．的原则。尤其在叙述性和故事性的经文中，你能发现对这

个原则的应用。 

9 实例：约拿书 1：1-6。简要归纳第三节中约拿躲避行为的过

程。 

高潮与关键语句 

目的 6.  说明高潮与一篇故事的关系，关键语句与一篇教训经文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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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是指叙述（或故事）高度发展的阶段：兴趣的最高点。

作者对故事的描写是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最后到达其重要性和

兴趣的巅峰。然后，在接近结尾的地方，用简洁的文字把事情综

合起来，并让激动的情绪放松下来，这时，你就能看到每件事是

怎样被表现出来的。但高潮是指那最激动人心的阶段。出埃及记

中就安排了一个高潮。它的高度发展阶段是在出埃及记 40：34-35

里。对离开埃及、律法和典章的赐予、建立会幕的细节进行了叙

述之后，讲到了神的荣光与云彩遮盖并充满了帐幕，这就是整本

书的高潮。 

10 实例：马可福音 1：14-45。给以下的经文段落拟出标题：14

节、16-20 节、26 节、28 节、38-39 节、41-42 节、45 节。

你的标题应该让你看到这段经文是怎样向高潮推进的。（你

标题的措辞可能与后面所给出的答案有所不同，但想法应该

相似。） 

关键语句．．．．和高潮是相关的，只是高潮一般用在叙述性或故事

性章节中，而关键语句则更多地出现在教训章节里。在这样的章

节中，关键语句是讨论的中心论点，是全篇议论所围绕的“轴心”。

有的经卷有若干个论点，比如加拉太书，那是因为在主要议论中

有许多“次要议论”。加拉太书全书关键的中心论点是 5 章 1 节，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前面 4 个章节的讨论都是

为这个关键的中心论点服务的。 

然而，在加拉太书中，还有其它一些关键点贯穿在保罗的教

训里，我们可以在 3：16 节中找到其中的一个。保罗在这一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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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已经说明：以色列的律法并不足以使人得救，这律法实在

是和基督的死联系在一起的（3：13）。然后，他做了进一步说明：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被成就了。所有这些重

要的讨论都是基于一个关键的中心经节 3：16，没有这个经节，

这些讨论就成了一盘散沙，根本联贯不起来，这应许是神指着亚

伯拉罕的后裔说的。（这后裔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众人。） 

因此，关键语句在教训章节中是中心论点或轴心。在叙述性

或故事性章节中，我们也能找到它的踪影，不过，在这里它不是

故事发展的高潮或高点，而是故事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例如，

在路得记中，波阿斯坐在城门口与他那至近的亲属进行交涉就是

故事发展的转折点。如果事情发展不到这一点，那么对整个事件

的叙述就是支离破碎的，这一点就是关键（转折）点。 

11 实例：约翰福音 11：45-54。哪节经文表明：主耶稣将不再

做他已经做过的所有事，所以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事工线路。

（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关键点，是关键语句的示范。） 

演绎和归纳 

目的 7.  区别演绎和归纳的过程。 

演绎．．是思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它很象学习方法中的综合

方法，这个方法要求你先纵览全书，然后再研究细节部分。演绎

是从整体到局部，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换句话说，你可能做了

这样一个归纳：“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张

三有罪”或“我有罪”，就将讨论带到细节问题上来了，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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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有时我们也称之为推导．．。 

12 实例：马太福音 6：1-18。耶稣用什么方法推导他的主题：

要行敬虔的善事．．．．．．．？ 

归纳．．是从特殊事例到一般原则的概括过程。它的过程与演绎

过程相反。 

13 实例：雅各书 2 章。雅各在第二章的开始，举了一些基督徒

正确行为的具体实例：以爱心待人，不管他们穿得怎么样；

尊重穷人；爱邻人；遵守律法。在这章最后一句经文里，他

从这些细节问题转到了一个一般原则上。把这个归纳出来的

原则写下来。 

因果关系和起因分析 

目的 8. 区别因果关系和实证的过程顺序 

因果关系．．．．原则是原因导致结果的原则：首先要有事件的起因，

然后才有事件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哈巴谷书 2：5节中看到这样一

个例子：“人因酒诡诈?狂傲⋯⋯，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

国⋯⋯。”原因：狂傲，结果：死。 

14 实例：哈巴谷书 2：17。在这节经文的第一个部分中，你能

找到哪两个因果关系的模式？ 

起因分析．．．．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恰好相反。起因分析是由结果到

起因的过程。首先是事件的发生，然后是对事件起因的解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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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学手法常使用的关键词是“因为”。我说：“我的手指受伤

了。”人家问：“怎么弄伤的？”我说：“因为它被火烧着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它说明了起因分析的过程。 

15 实例：哈巴谷书 2：17。在这节经文的最后一部分中，你能

找到有关起因分析的例子，这例子是什么？ 

16 复习上面已经学过的 12 种文学手法。以下左边的一列是对右

边一列名称的定义或描述，请将它们搭配起来。 

...a 涉及事物间的相似点 1） 高潮 

...b 涉及事物间的不同点 2） 交替 

...c 相同语句的重复 3） 比较 

...d 相似语句的重复 4） 演绎 

...e 扩展讨论 5） 重申 

...f 由结果到起因 6） 因果关系 

...g 由起因到结果 7） 起因分析 

...h 故事发展的最高点 8） 对照 

...i 议论的中心 9） 归纳 

...j 有一个被轮流使用的语句模式 10） 延续 

...k 由一般到特殊 11） 关键语句

...l 由特殊到一般 12） 重复 

其它几种文学手法 

目的 9.  给这节课文讲到的所有文学手法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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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手段．．是指使事件发生所用到的方法、工具或装备。有时会出

现“被”、“凭借”等词。正如罗马书 5：9 节的最后一句话，“最

大的森林能被最小的火点着。”被．在这里表明接在它后面的是使

事件发生的手段。 

17 实例：雅各书 2：21。亚伯拉罕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在神面前

得称为义？ 

解释 

解释．．就是对问题进行说明和分析。比如，我们从路加福音 2：

4 节看到，约瑟从拿撒勒上伯利恒去，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

的人。” 

18 实例：马太福音 13：58。这节经文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耶稣

没有在他自己的家乡行许多的神迹。用你自己的话再重述一

遍。 

引言 

引言．．是指出现在段落或整卷书开头部分的介绍性内容。例如，

在路加福音 1：1-4 中，路加就向你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告诉你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和采用的写作方法。它并不是这本福音书叙述

性内容的一部分；只是一个开场白。 

19 实例：马可福音 1：1；哥林多前书 1：1；约翰一书 1：1。



 

 113

按照本节所描述的引言．．这个概念，指出以上哪卷书是以这种

引言开头的。 

概述 

概述．．是把信息精练成形式简短的叙述。就是对你所写或所说

的内容进行总结，语言要求简明扼要。你要把信息的精要部分筛

选出来。例如，创世纪 45 章就是对整个有关约瑟故事的概述。它

陈述事实的简短形式,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样。 

20 实例：约书亚记 24：1-14。用你自己的话概述约书亚在 14

节告诉人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事奉他”之前所作的

概述。 

设问 

设问．．就是问问题。有时，圣经作者们先提出问题，接下来再

回答它。保罗就经常这样做。我们在罗马书 3：31 节可以看到这

样一个例子：“这样，我们因信就废了律法吗？”接着，他马上

又回答了这个问题：“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了律法”。另一些问

题则是具有修辞性质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显，根

本不需要回答。加拉太书 3：5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那赐给你们

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的律法呢？是因你们听

信福音呢？” 

21 实例：玛拉基书第一章。列出这一章里的所有应用设问的经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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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 

和谐．．是指整体的一致性．．．，它要求观点前后一致和联贯。当一

个观点被确立后，经文进一步发展所涉及的其它观点必须和它保．．．．．
持一致．．．！它被称为和谐的“律”，但是，实际上它是“真理”，

它要确保该段经文的各部分都以这个真理为中心。整部圣经就是

和谐手法．．．．的一个应用范例。有些经文提到一个问题，接着又给出

解决的办法：疾病和医治、应许和成就，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

一些对和谐．．应用的例子。 

22 实例：罗马书 3：21-31。这段经文是一个和谐．．应用实例的一

部分。它回答或解决了保罗在罗马书 1：18-3：20 中所描述

的问题。罗马书 1：18-3：20 中所描述的是什么？ 

主次关系 

主次关系．．．．告诉我们一个主要观点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要有

其它次要观点的支持。它是支配和从属的关系。一个大纲就是对

这种主次关系的很好说明。一个主标题与其下面的小标题,是非常

容易区分开的，但二者对具体内容的陈述都非常有用。圣经中，

耶稣的许多比喻就可以用来举例说明这种文学手法。从前面的学

习中，你已经知道每个比喻都教导了一个主要的或中心的教训。

比喻所要教导的内容是被放在一定背景中的，而这个背景涉及到

许多的次要情节。所有内容和情节合在一起就构成比喻，但只能

突出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教训。解经的时候．．．．．，要把你的眼睛和思想．．．．．．．．．

都集中在经文的主要或中心问题上．．．．．．．．．．．．．．．，并且能够找出那些次要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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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23 实例：马太福音 13：47-50。这个比喻所教导教训的主要观

点是什么？并至少指出这个教训中的两个次要观点。 

扩展 

扩展．．手法是指每件事都移向或指向某件特定事物，或者从某

件特定的事物开始向外扩展。树的枝干与车轮的轮辐就是对扩展．．
很形象的说明。诗篇 119 篇以其优美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手

法的应用，176 节被分为 22 个诗节，它们都是从同一个观点或主

题扩展而来的：神律法的伟大和卓越。 

24 实例：约翰福音 15：5。这节经文是怎样使用扩展．．这一文学

手法的？ 

25 从手段开始复习以上八个创作的文学手法，将每种手法（右

边）与其定义或描述（左）搭配起来。 

...a 使事件发生的方法 1 解释 

...b 说明和分析 2 设问 

...c 介绍性内容 3 引言 

...d 精练信息 4 扩展 

...e 问问题 5 和谐 

...f 观点一致 6 手段 

...g 主要观点 7 概述 

...h 围绕或来自一个中心 8 主次关系 

对于这些文学手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你会发现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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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重叠的。例如，你可能发现同样的问题被问了好几次。那么，

这可能是设问和重复的重叠。也许它们中的一个占主要位置。从

现在开始，当你阅读时，要注意这些手法的使用。最后，创作的

个别方面有时被认为是创作原则，有时又被认为是文学手法，正

如本课中比较．．与重复．．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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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以下的哪个术语最适用于描述学习的综合方法。 

a) 鸟瞰 

b) 段落学习 

c) 演绎 

2. 在综合方法的第一步是要 

a) 读一卷书的几个部分。 

b) 画一个表。 

c) 通读整卷书。 

3. 举例说明、重复与告诫是创作的三个主要原则，它们被视为

线索，帮助你找到圣经作者试图要_______的东西。 

a) 用另一种方式表达 

b) 比较 

c) 隐藏 

d) 传达 

4. 哪一种创作手法涉及的是事物间的相似之处？ 

a) 关键语句 

b) 比较 

c) 因果关系 

5. 哪一种创作方式必须要有介绍性内容？ 

a) 重申 

b) 引言 

c) 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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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段经文使用了哪种文学手

法？ 

a) 起因分析 

b) 设问 

c) 扩展 

7. 当思路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部分发展时，所使用的是哪

种文学手法？ 

a) 演绎 

b) 手段 

c) 和谐 

d) 归纳 

8. 象“义人将要承受地土，不义的将被毁灭”这节经文一样，

哪种文学手法被用来表现事物间的不同方面？ 

a) 主次关系 

b) 延续 

c) 对照 

9. 当约翰的信写到“小子们”、“父老”、“少年人”（以此种顺

序）时，他重复了好几遍同样的语句格式，他使用的是什么

文学手法？ 

a) 解释 

b) 归纳 

c) 交替 

d) 高潮 

e)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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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3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1  a）通篇的方法 

b）大体的印象 

d）鸟瞰 

e）放在一起 

14  你砍倒利巴嫩的森林，现在你将被压倒。你残害野兽，它们

将惊吓你。（译注：这部分是英语原文的直译。） 

2  c）一次读完整卷书，寻找明确的信息，并对其作归纳。 

15  人们被压倒和被惊吓，是因为他们所施行的强暴。 

3  c)你的答案应该包括以下任意四个原则： 

比较、举例说明、重复、告诫、表明相互关系、以另一种方

式来表述某事。 

16  a 3)比较 

b 8)对照 

c 12)重复 

d 5)重申 

e 10)延续 

f 7)起因分析 

g 6)因果关系 

h 1)高潮 

i 11)关键语句 

j 2)交替 

k 4)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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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归纳 

4  在士兵的数目和海边的沙之间作的比较。 

17  他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祭坛的行为。 

5  在每种情况下，对照义人与恶人的行为。“并不是”和“但”

是对照的信号。 

18  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没有行太多的神迹是因为这ㄦ的人没有信

心。 

6  耶和华的“手仍伸不缩” 

19  哥林多前书 

7  12-13 节中从“小子们”转向“父老”，再转向“少年人”的

交替语句模式在 14 节中被重复。 

20  约书亚概述了从亚伯拉罕以来，神从前为他的子民所成就的

事情。 

8  安息的主题 

21  玛拉基书 1：2，6，7，8，13。 

9  约拿为躲避神出发了；他来到了约帕；他遇见一只船，要往

他施去；他付了钱，上了船。 

22  罪恶和对罪的谴责 

10 14 节   耶稣开始传道 

16-20 节  耶稣选召门徒 

26 节    耶稣彰显权柄 

28 节  耶稣的名声被传播开来 

38-39 节  耶稣在乡村讲道 

41-42 节  耶稣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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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节  人们从各处向耶稣走来（高潮） 

23  主要观点：末世的时候义人要从恶人中被分别出来。 

次要观点：关于渔夫、网、鱼、器皿的信息。（虽然这些细节

很形象地说明了比喻所要教训的内容，但他们本身并不是比

喻所要教训的实质内容。） 

11  第 54 节表明主突然改变传道线路,是因为他不再公开地行在

犹太地了。 

24  这节经文把基督形容为葡萄树或树干，而信徒（被形容为葡

萄树的枝子）是牢牢附着在他上面的，它使用的文学手法是

发散手法，以教导所有的基督徒：为要结出属灵的果子，基

督徒必须与基督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 

12  把它应用到具体的善事上去：施舍、祷告、禁食。 

25  a 6)手段  e 2)设问 

b 1)解释  f 5)和谐 

c 3)引言  g 8)主次关系 

d 7)概述  h 4)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