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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說查經         

         
 

查經不祗是為了增加我們聖經及屬靈上的知識，乃是為了改變我們的生命，藉著神的話

語，彼此的交通分享，更多的去認識神、明白神的心意，回應神的要求。定期的查經，能

夠使我們的靈命成長。藉著小組的查經，能使我們在主裡有更交融的團契，彼此鼓勵、分

享及分擔。因為如此，詮釋神的話語需要準確。 

 

準備查經最少要细讀經文 3 遍。有時候停在一兩節經文上可能要花較長時間，反覆觀

察、詮釋和思想，不要吝嗇時間。每一次仔細的讀，也有機會發現更多之前沒有看見到

的細節，蘊藏在經文裡。先自己去思想，不要完全依賴解經書。 

 

查經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明白作者為什麼寫下這段落，無論是書信，新约或是舊约，找

出中心思想與支幹經文及它們之間的關係，要洞悉經文思路的編排，經節與經節的關

係，代入作者寫文章時的思路，比如說他寫了第一節，為什麼他寫第二節；寫了第二

節，為什麽寫第三節… (例:附錄 4 羅 1:1-6, P. 17, 路 9-10, P.9-11) 。有時作者先提出命

題，後用例子支持，又或者他會先帶出多個要點，後再提出要旨。須作字面解讀，沒有說

的不應加進去。不鑽牛角尖，不亂作推測。 

 
需要審慎地評估與分析作者所記述，對作者所寫的文字及藉著文字想傳遞的思想有準確
的觀念和了解，並思想經文對我們的適切性，做「觀察、詮釋、應用、實行」。 
 

“It is very possible to learn the skills in Bible study and come out only with intellectual 

knowledge, but this need not be, nor is it likely to happen. The pianist or the star swimmer 

is the one who has mastered the skills of playing so that the mechanics have become 

second nature and he/she is free to play his best. In the same way, when you learn some of 

these rather mechanical skills of study, you will gain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truths in the 

Bible and the Holy Spirit will be the guide in your life.” 

 

“Not everything we read will be of equal value;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we also have to 

learn to discern what is noteworthy and what is not. All these procedures require 

concentration.”  – Irving Jensen. 

 

態度:   
• 要禱告和倚靠聖靈。不要把查經視為一項純綷學術的研究。 
• 要避免斷章取義。不要把思想建立在一節或一小段經文上。(例 i, P7-8) 
• 要用字面解說，不要隨自己意念詮釋，去將簡變繁。(例 ii P7-8) 
• 要避免超出聖經的範圍。不要把世俗的思想讀入經文內。(例 iii, P7-8) (附錄

10, P23)   
• 要除去先入為主的思想。不要主觀地去解釋經文。(例 iv, v, vi, P7-8) 
• 用經文解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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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尊重聖經的權威。不要輕視或漠視神的話語。(例 v, P7-8) 
• 要持開放的態度。不要自以為一定對而不理別人的見解。(例 vi, P7-8)     

 

工具: 
 

1.中文聖經 (和合本、和俢本、現代中文譯本、新约聖經並排本)   
2.各種英文譯本 (NIV、ESV、NRSV、 NASB)  
3.串珠和主題聖經 (Concordance and Topical Monograph)  
4.解經書 (Commentary) 

 

(較常用)﹕  
1. 中英對照 和合本/ NIV / ESV  
2. Life Application Study Bible - Zondervan  
3. 聖經-啟導本-海天書樓 
4.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 William Macdonald 
5. Commentary monographs if available 
6.Biblehub.com (例 P22-23 
7.各網頁 (附錄)。(P16) 

 

執行: 

 
1.觀察 
Observation 

先看清楚經文所述說的

事實，細心觀察作者所

記述和想要表達的。這

是神的話語。 

這是查經的首要步驟。越仔細及「逐字」

深入的觀察會帶來有深度的解釋，更準確

的評估，更豐富的個人引用及落實。有時

需要翻查原文。(例: 出 3:13, P12) 

   

   

2.詮釋 
Interpretation 
and 
discernment 

再思想事實所帶出的意

思、目的，客觀地解釋

作者所記述。可「逐字

詮釋」，但要盡量「字

面解經」，不需要「推

測」或加入「隱意」，

字面沒有的就不要加進

去。有需要時參考原

文。 

當對經文作過仔細觀察後，下一步是決定

作者的寫作目的，思想，態度，情感。唯

有當我們對準作者所寫的文字及藉文字傳

遞的思想有準確的觀念和了解，我們才能

明白經文的歷史性和對我們的適切性及教

訓。 

   

   

3.應用 
Application  

將所學的作基督徒個人
化、生活化的應用。 

在觀察及解釋之後作評估。雖然應用被列

為第三個步驟，實在比前兩個步驟還更重

要。不應粗製濫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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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禱告、實行
Payer and 
Actualization  

求聖靈介入，將所學落
實到個人生活 

很多時查經只停留在解釋、理性、領會的

層面，缺乏具體的實行，需要將所學在生

活中實踐。求主幫助。禱告主作結。 

   

   

 

 

做筆記小錦囊 

 

1. 觀察 (Observation)  
 

作者的目的 (最為重要): 
 

• 看重自己(作為讀者)閱讀時的感受。 

• 參考有關的歷史及文化背景 (例: 羅馬書 附錄 1, P14)。  
• 細讀經文中的記載。經文前後的記載。為什麼有這一段？(例:1a, P9；附錄 4, 

P17)  
• 查閱參考書，commentaries, 釋經文章。(例: 1d, P12) 

 
可能需要明白的結構 (例: 路 9:7-9, 10:13-15)  

• 生平性 (biographical)   
• 歷史性 (historical)  
• 時間性 (chronological) (附錄 1, P14)  
• 地理性 (geographical) ，可加插圖(例: 約 4:3-4, 43-46， 路 10:13-15, 

P24)  
  
• 留意作者用字、修詞、結構和語氣 (也可比較作者其他書卷)。留意重複的鑰

詞、關鍵字、重點 (例:P18-21)﹔從內容推斷作者的關注 (concern) 和信念 
(conviction) 、在書卷中所表達的真理和意見。他想說出什麼真理？(例: 林前
15:12-34，附錄 6, 7, P19-20) 
 

 
• 留意與辨別有沒有連接詞，這是重要的，顯示經文與上下文的關係，不

同的連接詞，整句意思可以不同。(下文)      

 

故事 (Narrative) 和書信 (Epistles) 的觀察   
 

常用的六字訣 (例: 路 4: 14-30,9:1-10, P9, 10:1-24, P11) 

  
• 何處 (Where)﹖(插圖可輔助 附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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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 (When)﹖  
• 何人 (Who)﹖誰是配角﹖  
• 何物/何事 (What)？究竟發生何事？列出事情及對話發生的先後，嘗試在腦

海中重繪當日的情景。  
• 如何 (How)) ？故事如何開始？如何結束？故事人物對結局有何影響？反應

是否特別？特別在那裏？  
• 為何 (Why) ？為何事情如此發生？為何他們會如此反應？他們可以有不同的

反應嗎？ 
 

 

嘗试代入人物，代入故事中歷史，文化及地理背境，人們的感受，嘗試走進他們的

內心世界 (例: 保羅書信)。 

 
• 關鍵字 - 嘗試找出一些關鍵字，關鍵字往往會重覆出現。重覆字可以用不同

顏色 highlight，把它們分辨出來 (參附錄 5,6,7)。留意重覆的字句，可能背後
就是隱藏經文的中心思想。(P18-21) 
 

• 重要的字可作逐字解釋 - 慕求意思準確，有時需要翻閱原文，(如
Biblehub.com) 及期他 commentary (例: 出 3:14-15 範例 1d，羅 7-8 章, eg. 
“sarx”)。 
 

• 勸導，阻止，警告及應許 - 留意作者的忠告，勸勉及警告，即聖經勸告讀者

應做或不應做的事，並留意經文中所提及的應許及鼓勵。留意命令式的語句。

留意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實在告訴你們!) (路 9:27, P10)，( 合共 54 次) 

 

• 原因及結果 - 因果邏輯關係。留意因果的語句。在發出勸導後，常列出原因

及後果。留意連接詞 (因為，所以，好叫你們… (例: 哥前 9:24) 留意作者提

出的勸導時，應同時留意作者有否提供為何要遵行勸導的原因，特別是一些因

果關係﹕如果你這樣做，後果將是… 作者對可能發生的後果或會提出警告。

(例:羅 13:1-2 (例 v, P7，來 6:4-6 (例 viii, P7)。 

 

• 連接詞 - 留意連接詞的使用，是要開始新的思想，或是要總結已帶出的要點，
或是向讀者作出挑戰。連接詞對於明白經文關鍵思想及關係非常重要，例如﹕  

• 可是，但是:表達相反及相對的意思。  
• 所以，因為，因此:表達原因及結果。  
• 英文的﹕in, into, with, indeed, therefore, for, and, but, then, however, even 

so, in order that etc…. 也是重要的連接詞需要解讀 (Ex. 1Tim 2:11-14, Rom 
8:1, Lu 18:22-27) 。“For” 的重要性，P8。  

• 又如: 於是、又、從這日起、因此、第八日後…、這樣說來、既是這樣…
等。(需要時查原文) 

• 文法結構 - 如動詞的時間性，形容詞、前置詞 (prepositions)、助語詞的

正確意思等 (例路 6:39-40、林前 9:24 附錄 9, P22)。留意經文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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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的編排，經節與經節的關係，有時作者先提出命題(要旨)，後用例

子支持，或者他會先帶出多個要點，後再提出要旨。 

 
• 語氣及情感 - 留意經文的語氣及情感，是歡樂 (例路 10:21 P11)、感恩、關

注、熱心、謙卑、憤怒或謹慎。語氣能隨作者的文思進展而改變，也看到作者
成信時的心情。 

 

 

2. 詮釋 (Interpretation) 
 

在詮釋中，主要是解釋這節經文的意思，特別的字詞句子需要特別解釋，難明的地

方要特別拿出來解說，不應迴避 (evade)。當經文不同學者持不同見解的地方，

要盡量指出爭議點在那裏，陳說出較「準確」的觀點及支持的理據。用經文解經

文 (例創 14，來 7，麥基洗德)，若然查研過了也是沒有清楚答案，就說沒有答

案，不需強加。從每一節到每一小段到整篇去總結所得的意思，留意經文的佈局和

結構。找出經文主要的思想路線和彼此間的關係，是怎樣串起來的，亦可試用一句

說話去總結。 

 

亦不妨在前面加一段「引言」，是重要的，能讓查經者明白到作者的思路和現今

查考的那一章的「內容」、「劇情」、「發展」、「教導」去到那裏。 (附錄 2, 

P15，附錄 6, P21) 

 

洞悉與撮要 (Interpretation, discernment and summarizing) 
     

1. 祈禱及默想。 
2. 盡量把事情和教導列成一、二、三、四等等的重點。(例:路 9:1-10, 9:23, P9)   
3. 比較不同的譯本，尤其是英文。如有需要找原文 (例:附錄 9) 。  
4. 運用英文聖經，串珠，查考及洞悉重要字詞在其他經文的意思。  
5. 運用 commentary 參考書或綱頁。(例 1d, P12) 
6. 嘗試去解述 (paraphrase -用自己的文字﹐將內容精簡解說) (例: 羅 1:1-6 附錄

4, P17，路 10, P11)。 
7. 總結 - 用一句說話去總結所得的意思 (make a summarizing statement) 。  
8. 記錄 - 有時需要記錄解釋的結果，以免忘記。 

 
觀察與詮釋之間的橋樑就是「不斷的發問」，像小孩子的發問!為要知道字詞、
句子及段落的意思。查經時我們要主動及積極的去問一切有關經文意思的問題。 

 

問問題       
1.是什麼意思 (meaning) (例: 登山變像 路 9:28-36, P10)  
2.有什麼重要性 (significance)  
3.為什麼是這樣 (relevance)   
4.含義實在是什麼 (implication)  

5.作者實在想着什麼 (cor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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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者思路及文意上的推展怎樣 (flow and connections, assertions) 
7.如果是我自己寫會怎樣寫 (your true understanding) 
   

不是每章經文都要問以上的問題，分辨那些問題是適切的。 
 

筆記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是不太好的問題  

• 是非題或是太簡單的問題  

• 太籠統的問題  

• 題意不清的問題  

• 鑽牛角尖的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是比較好的問題  

• 能啟發思想的問題  

• 有確定方向答案的問題   

• 能幫助參加者更多注意經文的問題 

• 能引導參加者跟隨主題的問題 

 
 
分段 
    

現在是時間「訂定」或 「revise」 分段 及俢定段落的「綱要/標題」句。非常
重要，能看到你明白經文的鋪排和內容有多少。以重點分段，亦留意「分段裏的
重點」、「段落與段落的關係」和「書卷中心思想」三者之間的關係。用一句標
題去總結整個段落 (例：路 9,10 範例 1a-c, P9-11) 。 

 

3. 應用和實行 (Application) 

 

應用就是對聖經話語的順服和回應。透過反省，提取真理，使自己能在個人的生

活，家庭生活，教會生活，工作場所，社區等生活中，活出神的話語來。 

 

對作者的寫作目的和對當時的讀者的要求有明確的了解之後，我們要審慎地體會

作者所記述，並思想基督徒在信仰上、生活上，有什麽被提醒，生活需要有什麼

改變，及其適切性。 
      

1. 禱告聖靈的引導 
 

2. 先找出經文本身的應用意義 
  
o 列出當時特殊性的文化及普世性的指向。 
o 經文中人物的對或錯。 
o 經文中給你最深刻的訊息。 
o 經文所教導了的真理。和上帝的應許。 
o 可借鏡的行動及態度。  
o 經文中問過的問題，再問自己。  
o 經文中的要求 (思想上、行為上的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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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出與經文相同效果的生活應用原則 (應用問題) 
  

o 舉出今天類似的情況。  
o 經文主要教訓應怎樣行出來。   
o 應用的基礎能使弟兄姊妹思想神的屬性，去幫助建立弟兄姊妹屬靈的生命。  
o 應用的動機和方法不能違反聖經的原則 
o 應用慕求能讓组員能掉進們題中間: 

 
▪ 能更多的 知罪 
▪ 能更多的 認識神 
▪ 能更多的 相信神 
▪ 能更多的 跟隨神 
▪ 能更多的 倚靠神 
▪ 能更多的 接受神的恩典 

 
 
 
参考: 
 

• Wald, Oletta, The New Joy of Discovery in Bible Study,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2002.  紐約市數間華人宣道會合辦: 信徒進深課程 - 基本釋經法。 

 

• Enjoy Your Bible  --  Irving Jensen 

 

• The Elementary Steps in Bible Study – Dr. Seto Wing Hong 
https://www.onepagebiblesummary.com/bssteps.php 

 

 

 

 

 

 

經文例子:    

 

i) 提前 5:23 「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

酒。 

 

ii) 路 9:27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經歷死亡以前，必

定看見神的國。」 

 

https://www.onepagebiblesummary.com/bsste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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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路 9:5 「凡不接待你們的，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要跺掉你們腳上的塵

土，證明他們的不是。」 

 

iv) 申 32:51-52 「因為你們在以色列人中得罪了我，在尋的曠野，加低斯

的米利巴水那裏，在以色列人中沒有尊我為聖。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

地，你只可從對面觀看，卻不得進到那裏去。」 

 

v) 羅 13:1-2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要順服，因為沒有權柄不是來自神的。

掌權的都是神所立的。2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所立的；抗拒的

人必自招審判。」 

 

vi) 太 5:5 「謙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 

 

vii) 林前 9: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

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viii) 來 6:4-6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份、

並嘗過神的話的美味，和來世權能的人，若再離棄真道，就不可能使他

們重新懊悔了；因為他們親自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公然羞辱他。」 
 

 

 
 
1Tim 2:11-14,     11 A woman should learn in quietness and full submission. 12 I do not 

permit a woman to teach or to assume authority over a man; she must be quiet. 13 For 
Adam was formed first, then Eve. 14 And Adam was not the one deceived; it was the 
woman who was deceived and became a sinner. 
 

Rom 8:1,     13 Let everyone be subject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for there is no 
authority except that which God has established. The authorities that exist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God. 
 

Lu 18:22-27     
22 When Jesus heard this, he said to him, “You still lack one thing. Sell everything you have 
and give to the poor, and you will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Then come, follow me.” 
23 When he heard this, he became very sad, because he was very wealthy.  
24 Jesus looked at him and said, “How hard it is for the rich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25 Indeed, it is easier for a camel to go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than for someone who 
is rich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26 Those who heard this asked, “Who then can be saved?” 
27 Jesus replied, “What is impossible with man is possible with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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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a: (12.7.21) 

 

經文: 路 9:1-17 

 

1.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

病， 

2. 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 

3. 對他們說：「行路的時候，不要帶柺杖和口袋，不要帶食物和銀子，也不

要帶兩件褂子。 

4. 無論進哪一家，就住在那裡，也從那裡起行。 

5. 凡不接待你們的，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要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見證他

們的不是。」 

6. 門徒就出去，走遍各鄉宣傳福音，到處治病。 

7. 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所做的一切事，就游移不定；因為有人說：「是約

翰從死裡復活」； 

8. 又有人說：「是以利亞顯現」；還有人說：「是古時的一個先知又活

了。」 

9. 希律說：「約翰我已經斬了，這卻是甚麼人？我竟聽見他這樣的事呢？」

就想要見他。 

10. 使徒回來，將所做的事告訴耶穌，耶穌就帶他們暗暗地離開那裡，往一座

城去；那城名叫伯賽大。 

11. 但眾人知道了，就跟著他去；耶穌便接待他們，對他們講論神國的道，醫

治那些需醫的人。 

12. 日頭快要平西，十二個門徒來對他說：「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

村裡去借宿找吃的，因為我們這裡是野地。」 

13. 耶穌說：「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說：「我們不過有五個餅，兩條魚，

若不去為這許多人買食物就不夠。」 

14. 那時；人數約有五千。耶穌對門徒說：「叫他們一排一排地坐下，每排大

約五十個人。」 

15. 門徒就如此行，叫眾人都坐下。 

16.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

前。 

17. 他們就吃，並且都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籃子。 

 

(II) 分段 

(一) 授權十二門徒(路 9:1)    耶稣授權並差遣十二門徒(路 9:1-6) 

(二) 十二門徒的使命(路 9:2-6)  ----- 

(三) 希律的困惑：耶穌是誰？(路 9:7-9)   希律王注意耶稣 (路 9:7-9) 

(四) 餵飽五千人(路 9:10-17)   耶稣行了巨大神蹟-餵飽五千人(路 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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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b:  (19.7.21) 

 

經文: 路 9:18-36 

 

18. 耶穌自己禱告的時候，門徒也同他在那裡。耶穌問他們說：「眾人說我是  

誰？」 

19.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還有人說是古時的一

個先知又活了。」 

20.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是神所立的基督。」 

21. 耶穌切切地囑咐他們，不可將這事告訴人， 

22. 又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

殺，第三日復活。」 

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

跟從我。 

24.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

命。 

25.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 

26. 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裡，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

耀裡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27.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神的國。」 

28.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 

29. 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 

30.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 

31. 他們在榮光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 

32.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見耶穌的榮光，並同他站著的那

兩個人。 

33. 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彼得對耶穌說：「夫子，我們在這裡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他卻不知道所

說的是甚麼。 

34. 說這話的時候，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他們進入雲彩裡就懼怕。 

35. 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

他。」 

36. 聲音住了，只見耶穌一人在那裡。當那些日子，門徒不提所看見的事，一

樣也不告訴人。 

 

(III) 分段 

(一) 彼得辨認出耶穌為主基督(v18-22)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受死並復活 

(二) 背起十字架是跟從主的條件(v23-26) 跟從主是背起十字架 

(三) 耶穌變像顯出榮耀 (v27-36) 耶穌變像顯出「上帝兒子」的榮光  



11 

 

範例 1c:  (23.8.21) 

經文: 路 10:1-24 
1. 這些事以後，主另外指定七十二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面，往自

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 

2. 他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差遣

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3. 你們去吧！看！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羔羊進入狼群。 

4. 不要帶錢囊，不要帶行囊，不要帶鞋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問安。 

5. 無論進哪一家，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 

6. 那裡若有當得平安的人，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不然，將歸還你

們。 

7. 你們要住在那家，吃喝他們所供給的，因為工人得工錢是應當的；不要從這

家搬到那家。 

8. 無論進哪一城，人若接待你們，給你們擺上甚麼食物，你們就吃甚麼。 

9. 要醫治那城裡的病人，對他們說：神的國臨近你們了。 

10. 無論進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們，你們就到大街上去，說： 

11. 就是你們城裡的塵土黏在我們的腳上，我們也當著你們擦去。但是，你們該

知道神的國臨近了。 

12. 我告訴你們，在那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13. 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啊，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

若行在推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 

14. 在審判的時候，推羅和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15. 迦百農啊，你以為要被舉到天上嗎？你要被推下陰間！ 

16. 耶穌又對門徒說：「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棄絕你們的就是棄絕我；棄絕

我的就是棄絕差遣我來的那位。 

17. 那七十二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18. 耶穌對他們說：「我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19.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絕沒有甚麼

能害你們。 

20. 然而，不要因靈服了你們就歡喜，而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21.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而歡喜快樂，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

你！因為你把這些事向聰明智慧的人隱藏起來，而向嬰孩啟示出來。父啊，

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22. 一切都是我父交給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

示的人，沒有人知道父是誰。 

23. 耶穌轉身私下對門徒說：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有福了。 

24. 我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

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分段 

1.收莊稼的工人(10:1-16)  耶稣差遣其他跟從者到各城各地去 

2.人真正的榮耀(10:17-20)  被差的人大大歡樂 

3.卓越絕倫的身份(10:21-24)  基督的大喜悦、為這事和眾人向父感恩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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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出埃及記 3 章 13-15 節 (和合本), 

 Exodus 3:13-15 (NIV)  
 
13. 摩西對神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他

們若問我說：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 

13 Moses said to God， "Suppose I go to the Israelites and say to them， 'The God of your 

fathers has sent me to you，' and they ask me， 'What is his name?' Then what shall I tell 

them?" (NIV) 
14.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

們這裡來。 

14 God said to Moses， "I AM WHO I AM. This is what you are to say to the Israelites: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NIV) 
(Note: 中文譯本把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譯成 「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關於中文譯本 (如和合本) 「我是自有永有的」的翻譯： 

 
God only said “I am who I am”，意思不是“I am me”。“I am me” 和 ”I am who I 

am”有點不同。”I am who I am”是「我就是這個我」。中文 ”I am who I am”意思是

難繹的。 

 

和合本就把它繹為: "我是自有永有的"。有沒有過度詮釋 (Over-interpret) 呢？ 

 

http://www.onepagebiblesummary.com/pad/pad_13/p13_0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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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WH 在猶太人心目中名為「四字神名」 (the Tetragrammaton) יהוה 。構成這名的四

個字母乃是組成時間的三個時態的要素：  ֶוה， ָהָיה  ׂ  He was，He is，He will； ִיְהֶיה， ה

be。 亦即：昔是、今是、永是的全能者。因為「四字神名」יהוה 代表神是永遠長存，不

受時間限制且永不改變的那一位，中外神學家普遍認為，作為『我是』，祂是包羅萬有的

一切，也是一切正面積極事物的實體，也是人蒙祂呼召並受差遣所需要的一切；是出埃及

記三章 14節中神所宣示 “我是我所是”一語的真意！ 

 

古原文往往是把“I am who I am" 翻譯成“I am that I am”，《Septuagint》七十士希

臘文譯本是“I am the Being”，於是也會譯成 "I will become what I will become",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或 "I create what I create"。 舊猶太譯法最常用的是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因為希伯來文 "to be" 是沒有現代詞 (present tense)的。神永遠是現在

式，不論在過去或將來。所以亦有學者認為「'eheyeh aser' 'eheyeh」被簡單地翻譯為 "

我就是我" 是不大正確。 "我就是我"這句話具有必要性、簡單性和絕對性。在使用這個

特殊的措辭時，上帝將自己確定為自我存在的一個人 — 永恆、獨特、創造的神。上帝就

是終極真理，唯一必要的存在，開始和結束。於是耶和崋便包含了這些意思。 

 

中文聖學者大致意圖詮釋「神是誰？祂是怎樣的一位神？」英文將原文的意思翻譯出來，

就是"I am who I am"，即「我是我所是」或「我自有」；另一翻譯是 "I will be who I 

will be"，即「我將是那將是的」或「我永有」。最簡單的翻譯是 "I am"，是現在式，神

永遠是現在式，不論在過去或將來。耶穌也自稱 “I am"（約 8:58）。對每一代人來

說，神總是 "I am"，或 "He is"；這是祂的名，直到永遠。也就是: 「我是自有永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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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Back cover,  the book “Commentary on Romans” by David Paw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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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希伯來書」 的大綱 
 

逼迫越來越厲害了，猶太基督徒被逼面對重歸猶太教的壓力。希伯來書的寫作目的是要鼓

勵基督徒在信仰上站穩，因為他們所信的要遠比猶太教超越。 

 

第一章：基督比天使超越，因為祂是神的兒子。因此新約的啟示也是更優越的。 

第二章：基督比天使超越因為祂是人子。穌基督也有人性，因為祂道成肉身。 

第三章：基督比舊約律法的頒佈者摩西更超越。我們在基督裏那裏有著更超越的救恩。 

第四章：努力確保我們已進入基督那更超越的安息。那些摩西帶領離開埃及的猶太人，

最終並沒有得著神給的安息或是救恩。我們要努力，確保自己確是進入了祂的安息，得

著藉基督而來的救恩。 

第五章：基督完全勝任作我們大祭司的優越性。基督有資格按照麥基洗德的體系作大祭

司。 

第六章：帶著盼望的確據努力追求成熟。屬靈方面的成熟和盼望的確據，這都和基督的

祭司工作有關。 

第七章：在基督裏按照麥基洗德的體系建立更超越的祭司制度。解釋了麥基洗德的重要

性。 

第八章：基督在新約下更超越的工作。首先談到的是新約。 

第九章：基督在天上的會幕作祭司，祂的工作更為超越 。基督的工作要比在舊約會幕中

所作的更為有效。 

第十章：基督的代贖比舊約的獻祭制度更超越。 本章重點是基督代贖的死要比聖殿的獻

祭更為超越，作者亦呼籲我們要在生命中活出代贖的真義來。 

 

在這十章經文作者不段道出基督的超越性，訓示“希伯來”的信徒為什麽要找緊這個敕

恩的 hope 這 anchor：持守我們在基督裏那更超越的信仰並如果 fallaway 的後果會怎

樣。第十章歸納第一章到第九章的總原則，信徒明白基督的重要性，才能過一個基督徒

的生活。 

 

總結: 忽略信息將不能逃罪 1:1-4  

警告不信的惡心 3: 7-19  

責備在屬靈長進方面的怠惰 5:11-14  

背棄信仰的危險 10: 26-31 

 

第十一到第十三章告訴他們怎樣作基督徒。第十章以後就不再提舊約、新約「祭」的比

較問題，開始提到怎樣過信心的生活，十一章過信心的生活，十二章過盼望的生活，十

三章過愛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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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推薦綱頁 

 

 

華人基督徒查經資料網站 
https://www.ccbiblestudy.org/index-T.htm 

 
 

 

查經資料為黃迦勒整理 
https://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index.htm 

 

 
 

 

 

 

One Page Bible Summary - 司徒永康醫生 
www.Onepagebiblesummary.com 

 
 

 

神召會友愛堂黄濠光牧師 
faogyo.org.hk/bibleexplain.php 

  

 

 

 

https://www.ccbiblestudy.org/index-T.htm
https://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index.htm
http://faogyo.org.hk/bibleexpl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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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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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傳道書 3:16-22            Aug 13, 2012  

 
16 我又見日光之下，在審判之處有奸惡，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 17 我心裡說：「神必審判

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裡，各樣事務、一切工作都有定時。」 18 我心裡說：「這乃為世

人的緣故，是神要試驗他們，使他們覺得自己不過像獸一樣。 19 因為世人遭遇的，獸也

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樣。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死，氣息都是一樣。人不能強於獸，

都是虛空。 20 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 21 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獸

的魂是下入地呢？」 22 故此，我見人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喜樂，因為這是他的份。他

身後的事，誰能使他回來得見呢？ 

 

世人，他們，人，他 , 這個, 自己 13X （經文主角） 

我 4X     奸惡 2x 

獸, 那個 5X 

遭遇 3X 

 

傳道者在日光之下對人生的觀察，得出的結論：人生是虛空，最適當就是享受神賦予他的份（享

受工作得來的喜樂）。 
 

A. 傳道者親身地觀察 -虛空(3:16) 

 

B. 傳道者兩方面的反應 (3:17-21) 

 B1 傳統信念的認同 (3:17) 

 B2 對死亡作出反省 (3:18-21) 

 

C. 傳道者的結論 - 享受生命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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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哥林多前書 15:12-34  02/12/2013 

 

15:12    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 

15: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5: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15:15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

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 

15:16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5: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 

15: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15: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15: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15:21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15:22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 

15: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

些屬基督的。 

15:24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

把國交與父神。 

15:25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15:26    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 

15:27    因為經上說、『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說萬物都服了他、明顯那叫萬

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 

15:28    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

物之主。  

15:29    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將來怎樣呢．若死人總不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

呢． 

15:30    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呢。 

15:31    弟兄們、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裡、指著你們所誇的口、極力的說、我是天天冒

死。 

15:32    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甚麼益處呢．若死人不復

活、我們就喫喫喝喝罷．因為明天要死了。 

15:33    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 

15:34    你們要醒悟為善、不要犯罪．因為有人不認識神．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

愧。 

 

復活 16x 

 
分段: 死人的復活     

(A) 基督死而復活是我們信與望的基礎 (15:12-19) 

(B) 死亡與復活的起點與次序 (15:20-28) 

(C) 主復活帶來的動力和警告(15: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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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歌林多前書 1:1-17                                 BZ 14 Jan 2013 

 1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 

 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

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3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4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5 又因你們在他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 

 6 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裡得以堅固， 

 7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8 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 

 9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10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

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11 因為革來氏家裡的人曾對我題起弟兄們來，說你們中間有分爭。 

 12 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

基督的。 

 13 基督是分開的麼？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麼？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麼？ 

 14 我感謝神，除了基利司布並該猶以外，我沒有給你們一個人施洗； 

 15 免得有人說，你們是奉我的名受洗。 

 16 我也給司提反家施過洗，此外給別人施洗沒有，我卻記不清。 

 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

落了空。 

 
 
你們 x16 

 
分段： 

A.  1:1-3  問安  

B.  1:4-9  感恩 

C.   1:10-17 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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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羅馬書 8:1-17   30/06/2014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8: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8: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

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8: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8:5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8:6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8:7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8:8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 
8: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

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8:10    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 
8:11    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

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8:12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 
8: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8: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8: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

叫阿爸、父。 
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

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引言 

 

聖經學者都認為羅馬書第八章不僅是羅馬書的核心，也是整本新約，什至是整本聖經

的核心，也是新約聖經中最偉大的一章。也可視為論到基督徒有否確信的一章經文。 

 

前文保羅辯證了憑着恩典和籍着信而得稱為義。信徒有責任以順從神和順從稱義的生

活，來活出改變了身分的意義。上幾章保羅告訴我們基督徒的生命，不論是猶太人或

是希里利人(外邦人) ，都不是律法主義的生命。律法不能使人脫離罪和死的權勢，

人每一天也是與罪糾纏。在第八章保羅繼續說明基督徒的新生命乃是受聖靈的支配和

引導，聖靈重使信徒得自由，脫離罪和死的秩序，走上成聖的路。聖靈賜給力量去治

死惡行，給信徒有着確據的知道自已是神的兒子和後嗣，同享基督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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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Luke 6: 39-40  39 He also told them this parable: “Can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 

Will they not both fall into a pit? 40 The student is not above the teacher, but 

everyone who is fully trained will be like their teacher. (Luke 6: 39-40) 

 
39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瞎子豈能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要掉在坑裏嗎？
40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和俢本 路 6:39-40) 

(學生不會高過先生；但學成了的會和先生一樣)。 

 

林前 9: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

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你們也當用力的去跑) 

Do you not know that in a race all the runners run, but only one gets the prize? 
Run in such a way as to get the prize. 

 

 

Biblehub.com : 

 

3756 [e] οὐκ 

ouk 

Not Adv  

1510 [e] ἔστιν 

estin 

is V-PIA-3S 

3101 [e] μαθητὴς 

mathētēs 

a disciple N-NMS  

5228 [e] ὑπὲρ 

hyper 

above Prep 

3588 [e] τὸν 

ton 

the Art-AMS 

1320 [e] διδάσκαλον· 

didaskalon 

teacher; N-AMS  

2675 [e] κατηρτισμένος 

katērtismenos 

fully trained V-RPM/P-NMS 

1161 [e] δὲ 

de 

however, Conj 

https://biblehub.com/greek/3756.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3756.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ouk_3756.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1510.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1510.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estin_1510.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3101.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3101.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mathe_te_s_3101.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522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522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uper_5228.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358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358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ton_3588.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1320.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1320.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didaskalon_1320.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2675.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2675.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kate_rtismenos_2675.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1161.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1161.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de_1161.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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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6 [e] πᾶς 

pas 

everyone Adj-NMS  

1510 [e] ἔσται 

estai 

will be V-FIM-3S 

5613 [e] ὡς 

hōs 

like Adv  

3588 [e] ὁ 

ho 

the Art-NMS  

1320 [e] διδάσκαλος 

didaskalos 

teacher N-NMS  

846 [e] αὐτοῦ. 

autou 

of him. PPro-GM3S  

    

 

 

附錄 10   

 

中國人的格言: 

 

「量小非君子，無毒(度)不丈夫」 

 

「女子無才便是德」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好漢不叫眼前虧」 

 

「有仇不報非君子」 

 

「一切事平常心看待」 

 

「生活最緊要是開開心心，其他無求…」等等 

 

 

 

https://biblehub.com/greek/3956.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3956.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pas_3956.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1510.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1510.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estai_1510.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5613.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5613.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o_s_5613.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358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358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o_3588.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1320.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1320.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didaskalos_1320.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846.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strongs_846.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autou_846.htm
https://biblehub.com/grammar/gree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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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紀 32:51-51 

 

51 因為在荀曠野，在加低斯的米利巴泉旁，你和亞倫對我不忠，沒有在以色列人

中尊我為聖。 52 所以，你只能遠遠地觀看我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土地，卻不能進

去。」 

 

民 數 記 20:6-13 

 

v 6摩西、亞倫離開會眾面前，到會幕的門口，臉伏於地；耶和華的榮光向他們顯

現。7耶和華吩咐摩西說：8「你拿著杖去，和你的哥哥亞倫召集會眾，在他們眼

前吩咐磐石湧出水來，水就會從磐石流出，給會眾和他們的牲畜喝。」 

9於是摩西遵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從耶和華面前拿了杖去。10摩西和亞倫召集會

眾到磐石前。摩西對他們說：「聽著，你們這些悖逆的人！我們要叫這磐石流出水

來給你們嗎？」11 摩西舉起手來，用杖擊打磐石兩下，就有許多水流出來，會眾

和他們的牲畜都喝了。12 但是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因為你們不信我，沒有

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們必不能領這會眾進入我所要賜給他們的地

去。」13 這就是米利巴水，因以色列人與耶和華爭鬧，耶和華在他們面前顯為

聖。 

 

路 加 福 音 24:44-49 

 

44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和你們同在時所告訴你們的話：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一切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45於是耶穌開他們

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46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

三天從死人中復活，47並且人們要奉他的名傳悔改、使罪得赦的道，從耶路撒冷

起直傳到萬邦。48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49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

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面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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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插圖的幫助 (例: 路 10，基督咒罵眾城、約 4，撒馬利亞的婦人、尼

2，尼希米重建城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