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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基要二 – 查經 (實踐性) [學員部份] 

提摩太后書 2: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1. 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可由那裏開始, 那裏結束? 

2. 字詞意義 (參考其它中文或英文譯本, 如 King James Version KJ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或研經書藉資料等) 

a. “道”是甚麽意思? 

b. “按正意分解”是甚麽意思? 

3. 從以下的經節, 總結正面或負面的查經情况 

a. V2:2 
b. V2:14 
c. V2:16 
d. V2:22 

4. 作無愧的工人和正確解釋聖經有甚麽關係? 

5. 怎樣才能按正意分解真道? 

6. 這節經文能歸納出甚麽的查經態度? 

使徒行傳 17:11  這地方的人賢于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

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1. 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可由那裏開始, 那裏結束? 

2. 這是保羅第二次布道旅程 (v15:36), 由聖靈帶領下展開向馬其頓的布道工作

(v16:9), 試觀察由腓立比(v16:12)開始, 到庇哩亞(v17:10)之間發生了甚麽事件, 到

過那些地方. 

3. 從 v17:1-9, 帖前 2:13 及 帖前 5:20-22, 觀察帖撒羅尼迦人如何接受這道. 

4. 字詞意義 (參考其它中文或英文譯本, 如 King James Version KJ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或研經書藉資料等) 

a. “賢于”是甚麽意思? 

5. 庇哩亞人如何驗證他們領受的道? 

6. 這節經文能歸納出甚麽的查經態度? 

雅各書 1:24-25  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25)  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

人自由之律法的，幷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

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1. 本段經文的上下文可由那裏開始, 那裏結束? 

2. 關于聽和行, 試比較太 7:24-27 

a. 觀察兩種人有甚麽相同和分別 

b. 是甚麽導至這兩種人完全不同的結局? 

3. 黙想爲甚麽雅各說行道的得福而不是聽道的得福?  大部份的信徒是這樣理解的

嗎? 

4. 雅各在這裏所說的欺騙和 歌 2:4 保羅所提到的欺騙有甚麽分別? 

5. 這節經文能歸納出甚麽的查經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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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 1:10-11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衆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  (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什麽時候，

幷怎樣的時候。 
 
提摩太后書 3:16-17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于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 

1. 你怎樣理解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這句話? 

注: 神所黙示, 參 NIV: God-breathed 神呼出 

2. 聖經有那幾方面的作用?  試思考每一方面的作用. 

3. 從上文能否找出更多關于聖經的作用? 

約翰福音 5:39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爲內中有永生；給我

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1. “你們”是指誰? 
2. 耶穌認爲聖經見證祂, 但爲甚麽他們不能從聖經中得出此結論? 
3. 從37節(上文), 耶穌說如果不相信祂是神所差來來的, 其實代表甚麽的處境?  

 
馬太福音 4:4  耶穌却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

所出的一切話。」 
1. 人活著和食物有甚麽關係?  你認同神的話和人活著有關嗎?  爲甚麽? 

注: 耶穌引用的經文在申命記6:16 
2. 參考其它譯本或英文聖經, “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是甚麽意思? 
3. 閱讀創世紀2:16-17, 3:1-5, 比較爲甚麽耶穌在面對這個試探時會引用本節申命記

的經文? 
 
馬太福音22:29  耶穌回答說：「你們錯了；因爲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羅馬書 15: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爲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

以得著盼望。 
 
歌羅西書 2:6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 

1. Col 2:6 (ESV)  Therefore, as you received Christ Jesus the Lord, so walk in him, 
Therefore(所以) 是甚麽詞, 在文字中有甚麽作用? 

2. “遵祂而行”是甚麽意思? 和我們查經有甚麽關係? 
3. 比較及思考 歌羅西書3:16 及 約翰福音7:17 

 
使徒行傳 20:32  如今我把你們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

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以賽亞書 34:16  你們要查考宣讀耶和華的書。這都無一缺少，無一沒有伴偶；因爲我

的口已經吩咐，他的靈將他們聚集。 
 
以斯拉記 7: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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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原則總結 

經文 原則 (Kelvin) (黎明) 
提摩太后書 2: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

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按聖經本來意思解釋而不加入自己的想法 
要按聖經的本來意思去解經 

使徒行傳 17:11  這地方的人賢于帖撒羅尼迦的

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

道是與不是。 

我們有權利考查(Examine) 所聽見的信息或所

閱讀的書等, 這同時是信徒個人應盡的責任 
我們要用聖經爲標準檢驗所聽、所看的信息 

雅各書 1:24-25  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

貌如何。  (25)  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

由之律法的，幷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

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

然得福。 

神的話不是爲知識的增長, 而是爲應用實踐以

改變生命 
行道者蒙福 

1Pe 1:10-11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

恩典的衆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  (11)  就
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

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什麽時候，幷怎樣

的時候。 

 

提摩太后書 3:16-17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

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于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神的話爲改變我們生命, 讓我們從知道甚麽是

祂不喜悅, 改變到能活出祂喜悅的人生. 
聖經爲要使我們完全，行善事 

約翰福音 5:39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

考聖經），因你們以爲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

證的就是這經。 

接受聖經告訴我們的真理而不以自己預設立場

來否定. 
聖經爲基督作見證 

馬太福音 4:4  耶穌却回答說：「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

一切話。」 

聖經每一個字都是神的話, 慎重聖經每一個吩

咐和命令 
聖經每個字都很重要，解經時不可斷章取義 

馬太福音22:29  耶穌回答說：「你們錯了；因

爲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要從整本聖經來瞭解真理 
我們要從整本聖經來瞭解真理 

羅馬書 15: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爲教訓我們

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

著盼望。 

遵行神的話能使生命變得成熟, 結出忍耐和盼

望等永恒特質 
聖經讓我們有永恒的盼望 

歌羅西書 2:6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

當遵他而行， 
查考聖經讓我們知道如何與主同行 
當遵主而行 

使徒行傳 20:32  如今我把你們交托神和他恩惠

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

人同得基業。 

神的話讓能建立我們使我們能承受永恒的産業

聖經能建立我們，同得基業 

以賽亞書 34:16  你們要查考宣讀耶和華的書。

這都無一缺少，無一沒有伴偶；因爲我的口已

經吩咐，他的靈將他們聚集。 
神的話必成就 

以斯拉記 7: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

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 
查經三部曲爲考查, 遵行和教導別人 
查經三部曲：考究、遵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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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聲明 (Kelvin) 

我相信查經是信徒的權利和責任(徒 17:11).  查經的目的幷不是爲知識的增長, 而是要服

從和應用(雅 1:24-25), 最終使我們的生命改變活出與主同行, 祂所喜悅的人生 (提後

3:16-17, 西 2:6). 查考和遵行神的話的態度對我的永恒有决定性影響(羅 15:4, 徒 20:32) 

正確的理解聖經是我的責任, 要接受聖經本來的意思而不加入自已的想法或主張(提後

2:15, 約 5:39). 要完整地理解聖經,慎重每一個吩咐和命令, 因聖經每一個字都是神的話

(太 22:29, 太 4:4). 

我相信查考,遵行,教導是查經生活的方式. (拉 7:10) 

 

確信聲明 (黎明) 

我相信聖經見證了基督，爲了建立我們，讓我們有永恒的盼望。我們解經時要按照聖

經的本來意思解釋，要從整本聖經瞭解真理，不可斷章取義。查經的目的是明白神的

旨意幷遵行，幷要教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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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基要二 – 查經 (實踐性) 

引言 

 信徒基要查經的目的 

o 從每經節找出經節所提供的原則 

o 按經文給予的原則作出歸類 

o 可同時進行五步曲概要整合 

 What is it?  這基要是甚麽? 

 Why to know it? 爲甚麽要知道這基要? 

 How to practice it? 怎樣練習這基要? 

 How to keep going? 怎樣維持? 

 How to teach others? 怎樣教導其它人? 

 最終總結 

 Conviction statement 確信聲明 

o 只有透過自己思考, 查考的才能成爲個人確信 

2Ti 2: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上下文 

o v2:1-2:26 
 短分段可選 v2:14-2:18 

o 參考不同譯本以更深入理解 v2:15 的意義 
 NIV:  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proved, a 

workman who does not need to be ashamed and who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 

 ESV:  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proved, a 
worker who has no need to be ashamed, rightly handling the 
word of truth. 

 KJV:  Study to shew thyself approved unto God, a workman that 
needeth not to be ashamed,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of truth. 

 Shew (G3936):  比較 路2:22 to present 同字 
 Approved 被認可的 / 蒙稱許的 / 蒙喜悅的 

 MESSAGE:  Concentrate on doing your best for God, work you 
won’t be ashamed of, laying out the truth plain and simple. 

 新譯本:  你應當竭力在 神面前作一個蒙稱許、無愧的工人，

正確地講解真理的道 
 NABRE:  Be eager to present yourself as acceptable to God, a 

workman who causes no disgrace, imparting the word of truth 
without deviation. 

o 無愧的工人 
 工人: 太9:37-38 耶穌叫門徒禱告神, 求神打發工人這字同義. 
 大使命 太28:20 – 我們有教導的責任, 這是信徒工作的一部份. 

 思考:  我們有想過要教導的嗎?  爲甚麽我不教導? 
o 我們看低自己? (Disqualify myself?) 
o 無視主的命令? (ignore command?) 

o 比較v2:2 查考聖經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把教導傳承給下一代信徒 
 保羅  提摩太  忠心能教導的人  別人 

o 負面的查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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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14 不可爲言語爭辯 
 查經的目的不是爲爭辯誰的觀點正確, 而是要知道神

對我們說甚麽. 
 v2:16 避免世俗沒意義的閑談 

 離開聖經的討論, 其結果是越討論越遠離神 (人離開

聖經就不會明白真理和神的想法).  更甚者會否定聖

經的真理, 如否定復活 (提後2:18). 
o 正面的查經情况 

 v2:22 建立信仰上互相支持的小組 
 問題 

o v15 道是甚麽意思? 
 英文是 Word, 話的意思. 
 前半句提及要 “approved by God” / “acceptable to God”, 所以

這裏的道是指到神的話. 
o 竭力是甚麽意思? 

 經文沒有提及怎樣才算爲竭力. 
 我們要自己决定怎樣竭力. 

 不是量的問題, 是態度的問題 
 正常表現 – 當越專注, 就越願意投放時間 

o 正確解釋聖經和作無愧的工人有甚麽關係? 
 v1:8, 1:12, 1:16 保羅因堅守神的道而被囚. 

 囚犯是世上羞愧的記號. 
 正確解釋聖經可以引至非信徒甚至信徒質疑.  有時候人爲著

聖經能通過人的邏輯, 而把聖經解釋轉變.  這其實是因擔心人

會怎樣看自己和自己所相信的而做的. 
 比較 約壹2:28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慚愧。 

 主再來是的不至于慚愧.  我們現今的取態影響我們的

將來 
 我們也要注意, 教錯的話我們將來也可能會覺得羞愧. 

(雅3:1) 
o “按正意分解真道”是甚麽意思? 

 正意分解英文爲 cutting straight 
 這字是形容織帳棚的人筆直的栽剪布料, 或建築工人筆直的

擺設路磚, 或農夫耕作時犁地, 以一大石爲記號以犁出直綫. 
 我們是工人, 我們幷不對聖經創作新奇的解讀, 而是以正確的

方法去明白主的意思, 按其吩付去行. 
 NABRE 釋法爲 without deviation (無偏差).   

 不正確態度:  自己的意思和想法放到神的話中 
 正確態度: 祂說甚麽就是甚麽 
 Only one meaning from the scripture 

o 一句說話不會同時有兩個意思的. 
 Study (思考, 查考) 會令我們準確明白聖經, 但這過程是辛苦

的. 
 小心我們可能因爲怕別人說我們假冒爲善, 于是首先就降低

神話語的位置.  因爲自己認爲做不到而改變神話的意思. 
o 怎樣才能按正意分解真道? 

 查經態度(原則) 
o 按聖經本來意思解釋而不加入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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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原則的方法:  留意整節經文那部份是最核心作者想給我

們知道的.  那部份是一定不能够减少的, 那裏就是最重要的原

則. 
 
2Ti 3:16-17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于教訓、督責、使人

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觀察: 

o Doctrine 神所吩咐的命令, 真理, 教導 
o Reproof  由于明白神的要求而知道自己的問題 
o Correction 改變不再活在錯誤之中 
o Instruction in righteousness 有能量去做神所喜悅的事 

 思考:  是否每樣善事我們都做的呢?  如果我們看見聖經一個命令/吩咐而不去做, 
是甚麽原因? 

o 善事(Good Work) – 神看爲好的事 
o 不做的原因是因爲不相信聖經(或部份聖經)是神的話.  聖經沒有權威性. 

 保羅認爲整本聖經 (All Scripture) 都是神的話, 是有權威的. 
[RULE #1] 

o 我們要知道聖經是神的話, 唯一的方法是聽從幷實踐. [RULE #6] 
 Joh 7:17  If anyone chooses to do God's will, he will find out whether 

my teaching comes from God or whether I speak on my own. 
 做 (to do)  知道是真理 (know) 
 次序上幷不是先知道而後才做的 

o 我們日常生活經驗都是 commitment before 
knowledge. 

 如果我們只聽不做是自我欺騙 (雅1:24-25) 
 C.S.Lewis:  The Church exists for nothing else than to draw 

men into Christ, to make them little Christs.  If they are not 
doing that, all the cathedrals, clergy, missions, sermons, even 
the Bible itself, are simply a waste of time.  God became man 
for no other purpose. 

o 沒有做的話, 所有的宗教活動包括讀聖經都是在

浪費時間. 
 研讀, 解釋, 實踐 這三步其實每一步都辛苦的. 

 查經態度(原則) 
o 神的話爲改變我們生命, 讓我們從知道甚麽是祂不喜悅, 改變到能活出祂

喜悅的人生. 
 
Act 17:11  這地方的人賢于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

道是與不是。 
 上下文 

o v17:10-15 
 此行程屬保羅第二次布道旅程 (v15:36), 由聖靈帶領下展開向馬

其頓的布道工作(v16:9) 
 腓立比 – v16:12-16:40 
 帖撒羅尼迦 – v17:1-9 
 庇哩亞 – v17:10-15 

o v1 開始, 保羅一行人先到帖撒羅尼迦, 但由于猶太人的嫉妒而離開到達

庇哩亞. 
o 帖撒羅尼迦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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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前2:13 - when ye received the word of God which ye heard of us, 
ye received it not as the word of men, but as it is in truth, 

 聽見  接受爲神的話 
 庇哩亞人跟他們不一樣, 因爲他們查考保羅所傳的是否合

乎聖經 
 帖前 5:20-22 - do not treat prophecies with contempt.  (21)  Test 

everything. Hold on to the good.  (22)  Avoid every kind of evil. 

 由于帖撒羅尼迦人的情况, 保羅特別教導要測試先知的講

論 

o 這也包括測試靈(帖前 5:19) 

 問題 
o 賢于是甚麽意思? 爲甚麽路加指庇哩亞人賢于帖撒羅尼迦人?   

 賢于 - NIV:  more noble character (尊貴) 
 帖撒羅尼迦人聽了就接受爲神的道.  但這個情况在路加形容, 還

未及庇哩亞人驗證(examining the scriptures)的行動. 
o 庇哩亞人如何驗證? 

 以聖經來驗證所領受的道 (received the word). 
 一起互相討論 

 查經態度(原則) 
o 我們有權利考查(Examine) 所聽見的信息或所閱讀的書等, 這同時是信徒

個人應盡的責任. 
 
Jas 1:24-25  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25)  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

由之律法的，幷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

事上必然得福。 
 上下文 

o 雅1:22-1:25 
o 比較太7:24-27 

 兩種人都建立房屋, 分別只在于建立不同的根基之上. 
 行爲是一種對自己相信的事物的投資取態.  我們生命總

會投資的, 而投資的基礎會直接影響生命的結局. 
 聽而行的是 wise 
 聽而不行的是 foolish 

o 雅1:25 詳細察看 (G3879) – 小心的觀察 Careful Observation 
 比較 約5:11, 20:11 往墳墓裏看 
 比較 彼前1:12 天使詳細察看 
 不單是聽, 而且更詳細考察神的話. 

o 雅1:25 幷不是聽到甚麽而得祝福, 而是做到甚麽得祝福.   
 我們會以爲神讓我們聽到了聖經是幸福, 但其實我們如果不去做

所聽到的, 反而聽到是一種不幸 
 問題 

o 思考:  單單聽就足够的嗎? 
 聽可以聽得有多準確? 
 聽可以記憶多久時間? 

o 爲甚麽只是聽而不去做神的話是一種欺騙? 
 甚麽是欺騙?  把人帶離開真理或事實 

 歌2:4 – 從別人而來的欺騙 (花言巧語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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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1:22 – 自我欺騙 (雅各說不行道是一種自我欺騙) 
 神的話的首要目的是改變我們生命而不是增加我們智識. 

 例子:  Kelvin認識一名基督徒每周返教會, 亦認爲自己是

位好的基督徒, 却有很多同事在背後認爲怎麽她這樣做, 
還說自己是信主的. 

 查經態度(原則) 
o 神的話不是爲知識的增長, 而是爲應用實踐以改變生命. 

 
1Pe 1:10-11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衆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  (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什麽時候，

幷怎樣的時候。 
 上下文 

o v1:3-12 
o 救恩(salvation) – v1:5 (to be revealed in the last time), 1:9 (end of your faith) 

 救恩在基督徒生命中是一個進程, 是盼望的一部份 (v13) 
 按照 v1:2, 救恩的三方面 

 Election by Father 
 Sanctification through Spirit 
 Obedience to Jesus Christ 
 這三方面都是來自神, 包括我們能够順服的力量 (Php 2:13  

For it is God which worketh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do of 
his good pleasure.) 

o 救恩包括受苦和榮耀兩部份.  受苦是神給予我們奬賞的途徑 (v1:7, 雅
1:2-4). 
 我們怎樣看人生中受苦的部份? 
 先知們詳細考察, 明白基督不單有榮耀, 也有受苦.  猶太人不能接

受耶穌, 是因爲他們看不到基督要受苦的聖經真理. 
o 先知 (v11), 傳福音的人(v12) 和天使 (v12) 都詳細考察. 

 問題 
o 先知 

 參申18:18-22  神和人的中介者, 作爲使者角色, 傳講神一切所呼

咐的. 
 查經態度(原則) 

o  
 
Joh 5:39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爲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

證的就是這經。 
 觀察 

o 耶穌說話的對像是誰? 
 5:15-18 對像是猶太人(群衆) , 所以這裏的要求每一個人的責任. 

o 耶穌肯定聖經(舊約聖經)能找到他的, 而祂也是永生 (e.g. 約14:6), 但問題

是猶太人讀聖經, 想要找永生, 但爲甚麽會不認得耶穌? 
 他們找不到是因爲他們疏忽, 沒有整體理解神給他們的聖經所以

不能够認出耶穌. 
 猶太人的前設是只看見榮耀的彌賽亞, 而看不見受苦的彌賽亞 

(比較彼前1:10, 先知能明白彌賽亞的受苦和榮耀).  所以當耶穌帶

著受苦來的時候, 他們便接受不了祂是彌賽亞. 
o 反思:  我們今天讀神的話, 是否也會經常無視神的命令和要求, 只看神的

祝福, 自己喜歡的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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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態度(原則) 
o 接受聖經告訴我們的真理而不以自己預設立場來否定. 

 
Mat 4:4  耶穌却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

一切話。」 
 觀察 

o NIV 譯所出一切話爲 every word (每一個字) 
o 當撒但試探人時, 它改動了神話裏面的一部份. 

 Gen 2:16-17  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

可以隨意吃，  (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爲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Gen 3:1-5  耶和華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

嗎？」  (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

摸，免得你們死。』」  (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5)  
因爲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

善惡。」 
o 思考應用:  現代人由于資訊太多, 時間太趕, 最困難是聽清楚和聽明白. 

 查經態度(原則) 
o 聖經每一個字都是神的話, 慎重聖經每一個吩咐和命令. 

 
Mat 22:29  耶穌回答說：「你們錯了；因爲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重點 
o NABRE 釋 You are misled because … (被誤導) 

 撒都該人被誤導是因爲他們以整本聖經來瞭解真理. [RULE #22] 
 撒都該人引一段, 耶穌引一段, 耶穌是以整本聖經來解釋復活的

真理給他們知道. 
 查經態度(原則) 

o 要從整本聖經來瞭解真理. 
 
Rom 15: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爲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

得著盼望。 
 查經態度(原則) 

o 遵行神的話能使生命變得成熟, 結出忍耐和盼望等永恒特質. 
 
Col 2:6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 

 觀察 
o 與基督同行/同活 

 Col 2:6 NIV-D  So then, just as you received Christ Jesus as Lord, 
continue to live in him, 

 Col 2:6 KJV  As ye have therefore received Christ Jesus the Lord, so 
walk ye in him: 

 查經態度(原則) 
o 查考聖經讓我們知道如何與主同行 

 
Act 20:32  如今我把你們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

人同得基業。 
 查經態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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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神的話讓能建立我們使我們能承受永恒的産業 
 
Isa 34:16  你們要查考宣讀耶和華的書。這都無一缺少，無一沒有伴偶；因爲我的口已

經吩咐，他的靈將他們聚集。 
 
Ezr 7: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 

 觀察 
o 以斯拉是查經的榜樣 

 考究  遵行  教訓 
 以斯拉是一位文士, 猶太人認爲以斯拉如摩西的偉大, 因爲他建

立了猶太教, 重新確立猶太人的信仰.  被擄的猶太人當時可能有

部份已失去語言, 以斯拉把聖經翻釋讓當時猶太人能明白. 
 譯本:  讓人讀明白聽經在說甚麽. 

o 附注:  猶太人認爲以斯拉曾作以下貢獻 (Reference:  
http://www.biblesharing.com/22022.htm) 
 第一： 建立「會堂大會」(Great Synagogue)制度，負責統一和訂

立一切經典、節期儀式等等的準則，幷且肩負猶太拉比的責任； 
 第二： 確立舊約希伯來文聖經正典，劃分爲律法、先知和著述

三部份； 
 第三： 把古希伯來文聖經翻譯成新希伯來文聖經； 
 第四： 編寫了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 
 第五： 建立地方性會堂，供分散各地的猶太人聚集和敬拜之用。 

 查經態度(原則) 
o 查經三部曲爲考查, 遵行和教導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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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 layman’s guide to interpreting the Bible – Walter Henrichsen 

General Principal of Interpretation 

1. Work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Bible is authoritative 
2. The Bible interprets itself; Scripture best explains Scripture. 
3. Saving faith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necessary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properly 

interpret the Scriptures. 
4. Interpret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he light of Scripture and not Scripture in the light of 

personal experience. 
5. Biblical examples are authoritative only when supported by a command. 
6.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Bible is to change our lives, not increase our knowledge. 
7. Each Christian has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to investigate and interpret the Word 

of God for himself. 
8. Church history is important but not decisiv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9. The promises of God throughout the Bible are available to the Holy Spirit for the 

believers of every generation. 

Grammatical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10. Scripture has only one meaning and should be taken literally. 
11. Interpret words in harmony with their meaning in the times of the author. 
12. Interpret a word in relation to its sentence and context. 
13. Interpret a passage in harmony with its context. 
14. When an inanimate object is used to describe a living being, the statement may be 

considered figurative. 
15. When an expression is out of character with the thing described, the statement may be 

considered figurative. 
16. The principal parts and figures of a parable represent certain realities.  Consider only 

these principal parts and figures when drawing conclusions. 
17. Interpret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in their usual, literal and historical sense, unless 

the context or manner in which they are fulfilled clearly indicates they have a 
symbolic meaning.  Their fulfillment may be in installments, each fulfillment being a 
pledge of that which is to follow. 

Historical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18. Since Scripture originated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it can be understood only in the 
light of biblical history. 

19. Though God’s revelation in the Scriptures is progressive, both Old and New 
Testaments are essential parts of this revelation and form a unit. 

20. Historical facts or events become symbols of spiritual truths only if the Scriptures so 
designate them. 

Theological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21.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Bible grammatically before you can understand it 
theolog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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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 doctrine cannot be considered biblical unless it sums up and includes all that the 
Scriptures say about it. 

23. When two doctrines taught in the Bible appear to be contradictory, accept both as 
scriptural in the confident belief they will resolve themselves into a higher unity. 

24. A teaching merely implied in Scripture may be considered biblical when a 
comparison of related passages support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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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s Conviction statement :- 

I believe Bible study is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o dig God's word for personal application. 
( 2Tim2:15, Jas1:24-25 ) 

God grants his word for me not to increase my knowledge but to change my life through 
application.  

I must interpret his word straight firstly. Not to put my word in His mouth even I don't 
understand clearly or find it is not easy to obey. 

For me, application is not a do or don't list but a process to obey his word in and after this 
world. 

Obedience is more than an act, it involve the inward motivation. It can be an action or an 
attitude or a habit or a response.  

No matter what, only through the personal bible study, I can make my self conviction in the 
key life issues and know how to please Him in every way. 

I believe through the personal Bible study and application, He will change me a little bit by 
bit as Christlikeness. ( 2tim2:15, Jas1:24-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