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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本手冊多數資料出自"研經基本方法"。此法乃青年使命團朗及茱蒂．史密斯博士

夫婦創辦之聖經研讀學校所使用的方法。本資料已加以簡化並（或）曾經修訂

過，以適合廣大讀者的需要。 

 
在你研讀神的話語，並將之運用在你的生活中時，願神的祝福臨到你！ 

 

艾美．史蒂芬斯 
公元二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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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研讀聖經? 

 
不論你現在對聖經有什麼想法，或者在過去對查經有何經歷，先停下來

一分鐘思考到底聖經是什麼：是神的話語。有被理解嗎?聖經是記錄全能、

全知、偉大宇宙創造主——上帝的話語。神基本上是透過它對我們說話! 

  
在馬太福音 28:19-20，耶穌給我們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強調） 

 
如果我們要去行耶穌吩咐我們做的事情，如果要去使人做門徒，若我們

要去教導基督所吩咐的...我們自己不是應該先知道且明白耶穌的教導和
吩咐嗎? 

 
神為什麼給我們聖經？ 

教導我們他是誰 

教導我們是誰，且所處的世界為何 

加添我們力量活出敬虔生命 

監督與神的關係 

帶給神榮耀 

裝備我們去完成大使命和神給予的任務：傳福音且帶領他人進入成熟 

滋養我們每日與祂同行 

給予我們引導、智慧和屬靈的眼光 

增添我們心裡的信心 

當我們面臨生活中的困難和試探時，幫助我們剛強站立 

 
研讀和反思 

詩篇 119 

約翰福音 8:31-32 

羅馬書 10:17 

提摩太後書 2:15, 3:14-17 

希伯來書 4:12 

彼得前書 2:2 

彼得後書 1:3 

 
我們不讀經的理由 

我們依賴他人為我們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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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覺不夠格或沒能力去自己研讀和理解 

缺乏時間 

懶惰、自私或者冷漠 

我們覺得無聊 

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探究的問題 

1. 你目前多常讀你的聖經?讀多久? 

2. 你有讀過整個聖經嗎?若沒有，哪些書卷你讀過? 

3. 什麼是你最喜歡讀的書卷? 

4. 你最喜歡關於聖經的什麼? 

5. 你最不喜歡聖經的什麼? 

6. 列出一些你可以使用來描述聖經的字詞。 

7. 你現在讀經的方式是什麼?(你有照著一個計劃嗎?你「翻開即閱」嗎?你是用

閉眼「手指點文」法嗎?) 

 
反思的問題 

1. 檢視你目前對聖經的態度。什麼使你有動力研讀和查經?什麼阻止你研讀和

查經? 

2. 花一分鐘來想，神為什麼給我們聖經。這些事情如何影響我們對研經的態

度? 

3. 你現在對聖經的態度是什麼?你在信仰上穩固嗎?你有沒有任何對研經或其他

事物驕傲的態度?你是謙卑且受教的嗎?你真的渴望你的生命能夠透過神的話

被塑造且改變嗎? 

4. 目前在生活中讀經這件事已經如何改變你?你有更驕傲、爭競、論斷嗎?還是

更敬虔、更像基督? 

5. 若你像彼得挑戰我們一樣，去渴慕神的話，你的生活會看起來如何? 

6. 什麼是目前你面臨研讀和查經最大的攔阻? 

7. 過去你使用何種方式研讀聖經?什麼是有效的?什麼是無效的? 

8. 喜樂的研讀聖經看起來是怎麼樣?你有經歷過嗎?有規律的?若是如此，那它

是如何?若沒有，為什麼你覺得自己不享受讀經? 

9. 讀過詩篇 119 篇，什麼是對你印象深刻的?什麼鼓勵到你?什麼挑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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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聖經的方法 

 
兩種方式 

演繹法 歸納法 

帶著既有的想法，從經文中找出佐

證以支持自己先存的想法。  

放下既有的想法，徹底查看經文，

做好基本的觀察工作。  

研經者在研讀某段經文的上下文之

前，對經文已有自己的結論。 

重視上下文內容與時代背景，經過

觀察之後才作出結論。 

 
兩種做法 

引入註釋 引出註釋 

字面上的意思是 “引入” 字面上的意思是 “引出” 

一個是強解經文，用自己的想法來

讀聖經，甚至必要時曲解經文，使

經文成為任何自己想要的意思。 

讓經文來對研經者說話。 

主觀的、錯誤處理經文。 客觀的、小心處理經文。 

只關心一個重點。 關心於發現經文真正的意義。  

企圖迫使經文同意自己的論點。 讓經文自己說話。 

  

過程: 

1. 想像:我想要呈現什麼想法? 

2. 探索 :哪一段經文符合我的想

法? 

3. 應用:我的想法是什麼意思? 

過程: 

1. 觀察:經文在說什麼? 

2. 釋義:有什麼意思 (關於文體和

歷史背景)? 

3. 應用:這段經文如何影響我今天

的生活? 

 
兩種心態 

剛硬 謙卑 

一個是不願屈服，已有既定的意見

和信念，任何都不會改變。  

一個是受教，意見和信念透過找尋

經文繼續的被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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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式查經法 

 
研讀工具 

 聖經或空白經文 

 筆記本，記錄你的筆記和見解 

 彩色筆或鉛筆 

 聖經辭典 1 

 聖經地圖 2 

 
綜覽: 

三個步驟: 
1. 2. 3. 

觀察: 釋義: 應用: 

發現: 經文在說什麼? 有什麼意思? 如何應用在我身上? 

口號: 看,看,看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

麼? 

做,做,做 

行動: 讀, 再讀 研究, 反思 回覆, 回應 

禱告: 主,幫助我看到 主,幫助我明白 主,幫助我活出來 

 
保持一個禱告的態度 

聖靈是我們的老師，求問祂讓你明白神的真理。為當你研讀時有一個受

教的心禱告，並且讓神的話語塑造你的信心和行動。 

 
約翰福音 14:26 
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

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翰福音 16:13-14 
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

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14 他要榮

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詩篇 119:34 

求你賜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  

                                                           
1
 Suggestions: Nelson’s Illustrated Bible Dictionary or Tyndale Bible Dictionary. 

Online Study Helps:  www.biblegateway.com/, www.studylight.org/, biblehub.com/ 
2
 www.biblemap.org, www.bible-history.com/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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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經文在說什麼? 

 
觀察是歸納式查經法的第一步，亦是最基本的步驟。 

 

觀察不是決定經文的意思，乃是單純地看經文有些

什麼內容。  

 
觀察有助我們在釋義之前先熟悉經文內

容。 

 
上下文及大意 

開始仔細地看內文之前，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大意，並且明白這本書或

這段經文的上下文。  

 若研讀整卷書，先一口氣把整卷書朗誦一遍。  

 若只研讀一段經文，前後的經文（上下文）也要看。  

 寫下主旨和大意。 

 寫下本書的要點。 

 
觀察內文 

做觀察就像當偵探，在這個步驟中，你必須從經文中尋

找和蒐集所有線索，你的目標是要找到事實。 

 
就好像偵探在解決一個案子之前，必須徹底的調查。在

進入釋義之前，我們也需要徹底做好基本的觀察工作。

這個步驟是根基-如果不仔細觀察，可能會使我們進入錯誤的釋義及應用。 

 
因為觀察是根基，養成良好的觀察能力是極其重要的。

次頁內容為有助於你觀察的觀察問題。 

 
帶著目的閱讀，並且記住:當我們看得越多，就能看見越

多。  

觀察的口號是: 

看, 看, 看, 

直到看到且都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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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問題 
上色: 

觀察項目: 

 1. 重複字/詞 /意

念/主題 

觀察全書不斷重複出現的字、詞及意念。這些能

使你明白本書的大意，主要的重點以及作者所關

心的事。  

 2. 鑰字 
鑰字是指其意義對明白本段經文具有舉足輕重地

位的字詞。鑰字常會重複出現。  

 3. 三位一體 
觀察提及神、耶穌、聖靈，可包含代名詞。 

他們如何描述?(觀察神的屬性) 

神說了什麼和對誰說? 

神在何時且如何行動? 

 4. 誰 
觀察主要人物和群體，觀察代名詞。 

並且觀察人物的描述。 

 5. 何時 
找出時間用語或書中寫明的特定日期。  

動詞時態:觀察過去式，現在式或未來式。 

例如:然後,之後,當,直到,之前,到那日… 

 6. 何地  
地名:城市、地區、國家，從地圖上找出。 

觀察一般性的地點:如天上，地上等 … 

觀察方向：北、東、南、西。 

 7. 對比 
觀察相反的事情，此外也觀察範圍較廣的對比，

如：意念，特性，行動，人物的對比等。  

例如:但,乃是,反而,然而,雖然… 

 8. 比較 
觀察二者的相似處，或者互相比較，一者勝過另

一者。另一種比較是，將其應有的樣子作一比

較。  

例如:像,如,同樣地,所以,更多,較少,更美… 

 9. 命令   
觀察勸戒，建議，警告。 

誰說這個命令?針對誰說的? 

 10. 條件性聲明 
觀察原因和結果,或是將行為行出來後,所帶出的結

果。 一件事是決定另一件事是 否會發生的條件。 

例如:若…則…,除非… 

 11. 連接詞 
連接詞是將兩個句子或想法連接在一起的詞。 

連接詞可反映出，原因,結果和結論。  

例如:由於,因此,因為,然而,所以,固此,而… 

 12. 應許和預言 
觀察應許和預言，問這是給誰的?有什麼條件? 

 13. 氣氛, 感受, 情

緒 

觀察作者的情緒，或書中及章節中表現的情緒。

包括:喜樂、愁煩、感恩、失望、驚訝、氣憤、慈

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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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修辭法 
注意當作者使用比喻性言語，辨別所使用的比喻

類型。
3
 

 15. 列項 
列項是指歸在同一類的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項目。

在列項中有沒有進展?  

 16. 例證 
觀察作者使用的例證:引言、隱喻、比方、個人的

經歷、日常生活的狀況、過去的歷史…等。  

 17. 強調  
觀察作者強調其話語所用的句子。注意強調的句

子或是作者專注在某些事情上的份量。 

例如:實實在在,看哪,實在,我告訴你們,我保羅… 

 18. 問題 / 答案 
誰問這個問題和是給誰的?有答案嗎?這是反問句

嗎? 

 19. 進展  
觀察事件的發展、思緒、作者之邏輯的發展  

內容高潮點是什麼?是否有關鍵或是轉折點? 

觀察下列進展: 

 一般  具體 

 問題  答案 

 陳述  實例 

 教導  應用 

 問題  解答 

 需要  解決 

比較開始/結束 

 20. 結構 
這本書如何結構和組合? 

 地理性的 (地點) 

 按年代次序的 (時間 & 事件) 

 傳記 (人物) 

 主題性的 (概念) 

 邏輯的 (漸進式的觀念或思想) 

 書信 (信件) 

 詩選 (收集的作品) 

                                                           
3
 看 “修辭法”, p.24, 幫助你辨別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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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對原讀者有什麼意思? 

 
聖經裡每一卷書都有特定的作者和讀者。 

 
釋義不是問經文對今日的我們有何意義，乃是它對原讀

者或原聽眾的意義為何。 

 
這讓我們了解作者所關心的事以及原讀者的情況。你必

須要研讀和研究歷史背景。回到當時的時間。當你越多找到關於當時的

情況、問題、掙扎和原讀者所擔心的事情時，就越能夠幫助你去釋義。 

 
基本須知研究 

A. 作者 & 原讀者  
1. 本書作者是誰? 

2. 寫給誰的?(原讀者) 

3. 什麼時候寫的? 

4. 在什麼地方寫的?  

B. 歷史背景 
新約 

1. 原讀者的歷史背景? 

a. 文化? 

b. 宗教情形 / 背景? 

c. 政治、地理狀況? 

2. 教會是在什麼時候開拓的?教會包括哪些人? 

3. 當時的教會有些什麼狀況?優點及缺點?問題?掙扎?他們的疑問? 

舊約 

1. 在當時的以色列歷史中，神做了什麼事? 

2. 當時的宗教、社會及政治狀況為何? 

C. 文體種類 4 
本書包含哪些文學體裁? 

D. 書卷的考查 
1. 本書主旨為何? 

2. 本書的寫作原因為何? 

 
 

                                                           
4
 看“文體種類”,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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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建立在觀察的基礎上。 

根據你的觀察，開始問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   

 這是什麼意思?   

 這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重要?   

 
這些問題是觀察和釋義之間的橋梁。 

 
 
 
 
 
  

釋義問題 

1. 作者關心,什麼事? 
不斷地針對經文提出為什麼! 

問為什麼的問題，比問任何其他的問題，

更可以探究經文和挖掘意義。 

 
從你做的觀察開始，並問釋義問題: 

 重複字, 詞, 想法 

    為什麼重複? 

 鑰字 

    為什麼具關鍵性? 什麼意思? 

 誰 

    為什麼提到這些人?  

    有多重要? 

 對比, 比較 

    意義? 重要性? 

 命令 

    為什麼給此命令? 意義? 

2. 原讀者關心什麼事,有何問題,掙

扎,優點及缺點 

3. 問:為什麼…? 

4. 問:這是什麼意思? 

5.  問:這有什麼意義? 

6. 問:有何重要性? 

 
注意:當研究歷史背景和釋義經文的時候，總是先從內證開始。首先直接
從你研讀的經文或是書卷裡找任何你可以找到的資訊。接下來看聖經其
他部份，盡可能寫出參考經文。然後你可以使用外證，參考書、聖經字
典、百科全書、聖經地圖…等，來收集額外的證據和見解。當學者評論時，
與他們議論，表達你同意還是不同意?為什麼或為什麼不?透過所使用的
所有資原來得到結論。 

 

為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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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如何將永恆真理應用在現在? 

 
應用是研經的”再來呢”。在觀察與釋義之後，我們應當自問:再來呢?我學

到這個真理之後，我相信什麼?我如何在每一天生活中，活出聖經的真理? 

 
透過真理轉化 

應用是研經的目標。神既將祂的話語教導

我們，我們便要祂在我們的心裡動工。研

讀聖經應能帶來生命的改變。 
 

羅 馬 書

12:1-2 
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

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

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2 不
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 

 
雅各書 1:22-25 
22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23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
面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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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時常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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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讀聖經的最終目標，不是要我們對聖經做事，而是讓聖經對我們做事。

神的話語應當可以改變我們、使我們更成熟、裝備我們以及帶領我們活

出聖潔的生活，使神的話語可以吸引我們周圍的人。 

 
神的話語是有大能的，讓它存在我們生活中且活出來。  

經文不是帶給我們訊息， 

而是帶給我們轉化。 

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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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個部分，你已經閱讀且重複讀了一段經文或一本書卷，你也收尋資

料且花時間在其意義上，所以現在是回應的時間了。 

 
 以下的問題可以幫助你在生命中應用神的真理，請花時間禱告並問神祂

要你如何回應。   

 
應用問題 

核心問題: 

1. 在這本書或這段經文中哪些是基本的永恆真理? 

2. 這些真理如何應用在我的生活中?請具體。 

3. 為了要應用出來，什麼是我需要去做具體的步驟或行動? 

關於: 禱告的心來考量: 

神 
 這段經文如何顯出神的屬性和目的? 

 我如何相信?我需要改變我過去所相信的嗎?在我學習到的亮光中，我

對神的觀點有需要更改的嗎? 

 關於自己和神的關係，我學習到什麼?如果我完全相信這段經文對神的

描述，我跟神的關係可以變得如何不同? 

自己 
 我學習到關於自己的什麼?在我生活中帶來有何影響? 

 我可以認同什麼人物?為什麼？我從這人物的生命可以學習到什麼?他

或她是否提供我一個榜樣去跟隨或避免犯錯?他或她對神的回應為何? 

 這段經文如何挑戰我去悔改、信靠或行動? 

 在這段經文中有無任何事件可以反映出我目前景況或和神同行的過程?

我可以從這事件中學習什麼? 

他人 
 我學習到關於他人的什麼？我與他人的關係?有沒有任何事情是在我與

他人連結時需要改變的? 

 在這段經文中有沒有提到關係的問題?我如何認出在關係上我現在有的

問題? 

 這段經文要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他人? 

宣教 
 這段經文如何顯出神在世界上的旨意? 

 神如何邀請我參與在祂正在做的事情中? 

 
  

觀察 

•讀 

•再讀 

釋義 

•研究 

•反思 

應用 

•回覆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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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時如何連結過去和現在 

 
在尋求將神的話語實際應用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應該要如何做? 

我們如何從二千多年前的原讀者，轉換到二十世紀的我們呢?下列是有用

的應用原則，可幫助我們將聖經真理應用在我們今日的生活中。 

 
 
1. 了解當時的狀況 

神的話是適時的 

神針對特定的狀況、問題以及疑問說話。在整本聖經中，神親自參與人們的生

活，以適合不同情況的方式，直接針對人們的需要說話。這很有利，因我們看

見的是具體的例子，而非抽象的觀念。然而，經文的具體特性也會引發問題：

我們的狀況，問題及疑問不見得切合聖經的內容。因此，神對原讀者說的話，

似乎不見得都和我們有直接的關係。 

 
適時, 卻不受時間限制 

神既對原讀者說話，同樣地，神在整本聖經中亦繼續對我們說話。我們的責任

是找出如何應用那些看似落伍及不相干的經文──那些符合當時的需要，卻已

失去其長久性意義的經文，並找出他們面對的問題與我們今日面臨之狀況的共

通點，以及神給他們的解決方式。 

 
跨越障礙 

時間的障礙:我們常常不知聖經寫作當時的重要歷史背景資料。除非我們了解當

時的歷史背景，否則只是知道文字內容，卻不知何以作者這麼寫，以及經文與

今日的我們有何關係。 

 
文化的障礙:聖經的事件發生在許多不同的文化裡。我們可能會覺得所讀到的風

俗及信念很奇怪，因它們與廿世紀的我們相隔甚遠。為評估經文對今日的我們

的意義，必須先明白那段經文的文化背景。  
 
地理的障礙:一旦學會聖經的地理，許多經文就會產生新的意義。好的聖經地理

圖集亦能提供一些關於我們不熟悉的地方很有價值的資料。 
 
2. 決定何者為永恆真理 

這個問題是適用永恆的還是暫時的?是當地的還是普及的? 

  “暫時性的指示”是一種表達、實行或者是只能在特定的文化、歷史和地理

背景的一個命令。 

這些應用在當地的特定文化、在歷史上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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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恆真理” 則是神的原則，無論時空或文化背景為何皆適用。 

T這些應用在普及的所有文化、所有的時間、所有的地點。 

 

 

練習 

下列為出現在聖經的誡命及作法。你的任務是決定哪些是隨時隨地都可應用

的？哪些只是暫時的，僅在特定時間需要，但不見得適用在其他的時空背景？

仔經地思考每一項，在永恆真理的旁邊標上”Ｐ”，在暫時的作法旁標上”Ｔ”。

(有些可能不太容易) 

 

舊約 

1. 記念安息日 (出20:8) 

2. 不可吃血 (利17:12) 

3. 不可穿由兩種材料混合織成的外衣 (利19:19) 

4. 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 (申19:21) 

5. 要愛人如己 (利19:18) 

你根據什麼原則決定何者為暫時的，何者為永恆的? 

 
新約 

6. 彼此以聖潔的親嘴問安 (羅16:16) 

7. 凡擺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必問什麼話 (林前10:27) 

8. 守主餐 (林前11:24） 

9. 要受割禮 (徒15:1) 

10. 對病人抹油 (雅5:14-15) 

11. 要記念窮人 (加2:10) 

12. 人信耶穌時，當變賣自己的田產房屋 (徒4:32-37) 

13. 不許女人教導男人 (提前2:12) 

14. 彼此洗腳 (約13:14) 

15. 當防備犬類 (腓3:2) 

你根據什麼原則決定何者為暫時的，何者為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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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誡命 

你知道舊約包含超過600個命令嗎?無論正不正確，許多人常常認為有些舊約誡

命已不適用於我們身上；另一方面，我們又確定有些是我們仍需遵守的。 

 
雖然我們不再活在舊約之下，我們需要記得舊約的律法反應出神的屬性。因此，

儘管有些律法的規定已經無效，這些律法背後的原則對我們仍適用。 

 
應用舊約誡命的準則:  

1. 新約有無再陳述此命令?  

2. 新約有無中止此命令?  

3. 此舊約誡命背後有什麼原則?  

 
新約的命令 

新約多數的教導皆可直接應用在我們身上。但，有時聖經的教導是直接針對古

代世界的文化，以致處在另一個文化的我們無法明白。如前所述，我們需要決

定那句話是具文化意義及暫時性的，或是永恆的，可適用在各個時代的。我們

需要明白聖經裡的每個文化性用語都是某些永恆真理的結果，即使一個文化性

的用語不能直接套用在另一個文化，其背後的永恆真理卻可以。只因其具文化

性，並不意味著可以忽略之。 

 
應用聖經的例子 

聖經有許多極佳的例子，然而，最難的在於分辨哪些是我們可以效法的，哪些

是我們該避免的?作者提供有關這些例子的資料可以決定個人當如何應用。(但要

小心，不要把作者未拿來當作榜樣的內容，當做可效法的榜樣。尤其在歷史的

敘事上，作者常常只是在講述事件，說明歷史，並非要我們效法那些人所做的

一切事。) 

 
明顯的例子:作者清楚地說明某人或團體是好或是壞。 

不明顯的例子:未清楚說明所列的行為是好或是壞，但作者對所列行為有

明確的讚賞或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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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例子:聖經的例子若未對個人的行為有明確或不明確的評價，

我們需要倚賴從其他教導相關事件的經文所得的真理。聖經的作者

期待我們至少要對神的話有基本的認識。在舊約裡，它認定讀者都

熟悉律法。在新約裡，則要求我們知道一些基督教的神學及道德觀。

作者期待我們有基本的認知，以便自己得到結論。 

 

應用聖經的應許 

因我們不再活在舊約之下，我們不能認定舊約的應許可以直接應用在我們身上。

事實上，多數都不行。這類應許通常都是以色列百姓遵守神的律法時，才會得

到的祝福。在應用聖經的應許之前，我們必須先確知當初得到應許的人或團體

為何。我們不能忽略原讀者，以及這些書的歷史背景，否則會陷入誤用所讀經

文的危險。 
 

可直接應用在我們身上的應許類別: 

1. 普世性的的應許 

2. 給教會的應許 

3. 給我們所屬的團體的應許 

 

有條件或無條件的 

一旦我們決定一個應許可應用在我們身上，我們同時必須問：此應許的實現

是否與我們的行為或態度有關。 

 
應許 對 原則  

原則與應許不同，原則通常是基於神的屬性，而神永不改變。應許則是基於

神所說，祂要做或不要做的話；且從舊約到新約，神應許的條件及應許的領

受者有時會有極大的改變。 

 

應許 對 箴言  

儘管外表上相似，多數的箴言都不是應許。它們都是智慧的格言，都是在生

活中十分正確的原則。按照箴言的建議而行者，會得著智慧知道如何處理生

活中實際的事務。 

 
3. 將這些真理應用在你的生活，要具體 

當經文看起來沒有馬上有明確關係時，可以問自己，在這個具體的表達背後

有什麼普及性的原則。使用這些永恆真理融入於背景中，使它們能夠與今日

有所連結，並且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應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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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讀一卷書 

 
禱告，聖靈是你的老師。 

自己思考。 

不要倚賴他人。讓經文自己來說話。 

從你的觀察所得獲致結論。 

 
 

 

唸完整卷書：一口氣將整卷書朗誦一遍。 

 
上下文及大意：寫下本書的主旨或大意。以簡要的文字寫下每一段內容

的主旨。寫下本書的要點。注意文體類別。 

 
觀察內文：看一遍觀察問題。觀察所有與內文有關的觀察項目。 

記得，你若要有好的釋義及應用，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完整的觀察基礎。 

 
歷史背景：研究歷史背景。回到過去，儘可能多認識原讀者。你對原讀

者的狀況了解得越多，你越能知道如何釋義。 

 
釋義內文：不斷地針對經文提出為什麼！ 

從你做的觀察開始，並問釋義問題： 

 重複字／詞  為什麼重複？ 

 鑰字  為什麼具關鍵性？是什麼意思？ 

 誰  為什麼提到這個人或這群人？ 

 對比／比較 有什麼重要性？為什麼做此對比或比較？ 

 命令  為什麼給此命令？有什麼意義？ 

 
應用學到的真理：花些時間思考默想你學到的真理。求神對你的生命說

話，求神透過祂的話改變你的生命。參考應用問題，並將學到的真理應

用在你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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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天讀經指南 5 

 

此指南是為了幫助你在一個月之內研讀完聖經的一卷書，目標是一天花 30 分鐘，

一個星期六天。(如果多花或少花時間去做，就會快一點或慢一點完成。不管你

選擇哪個方式，每天讀聖經是好的。)有時候會覺得容易有時候會覺得很困難，

但是請按照目標進行，你將因此受惠。 

 
所需的用具: 

 聖經(可以書寫在上面的更好) 
 筆記本或資料夾整理你的資料 

 色鉛筆、鉛筆(非必須) 

 

注意:在讀的同時若需要幫助請翻回到第 9-14 頁，觀察/釋義/應用的部分。 
 
開始前: 

請選擇一卷書來開始一個月的讀經計畫。選一卷書是可以在 20 分鐘內讀完，對

初學者來說是最好的(1-6 章) ，禱告並求神祝福你讀經的時間。 

 
第一天 

 寫下你已經知道有關這卷書的事。 

 用大聲朗讀的方式一次讀完，這會幫助你看到大圖片的重點。 

第二天 

 再一次讀過這卷書，並寫下此書卷的主旨或是大圖片。 

第三天 

 再讀過一次並觀察重複的字、句子、概念或是主題，把這些寫在筆記本裡。 

第四天 

 觀察誰。寫下所有提到的人物或一群人，這些人是誰?為什麼他們那麼重

要?寫下在經文裡是如何描述他們的。在經文的其他地方還有提到他們嗎?

在聖經字典或是百科全書中查尋這些人。把其他重要的訊息寫下來。 

 想想這些人，你能感同身受嗎?寫下任何神啟示你的事情。 

  

                                                           
5 
參考 Ron Smith 的著作"每天讀經三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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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觀察地點。寫下所提到的地點，在地圖上找到它們，在地點間標記距離，

在聖經字典中查詢所提及的主要城市或是國家。查考過後寫下這些地點給

你的其他見解是什麼。 

第六天 

 觀察什麼。什麼事件正在上演?如果有一個主要的事件或是一系列的事情

或是幾個事件編織在一起的話就要注意。如果有的話，問這些事件是如何

有關聯?在討論什麼主題?請寫下你的回答和見解。 

 觀察何時。這些事件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之前發生過什麼事?現在正在發生

什麼事?未來又會有什麼事件發生? 

第七天 

 觀察對比和比較。開始思考他們的重要性，寫下你的想法。 

第八天 

 觀察命令和條件。開始思考他們的重要性，寫下你的想法。 

第九天 

 選擇 2-3 個尚未使用過的觀察項目，使用所選的觀察項目並寫下你找到什

麼以及你的見解。 

第十天 

 如果選擇的是六章或之內的書卷，請寫下每段的摘要，試著用 4-8 個字來

寫，並使用經文的用字，如果書卷超過六章，請每章寫一個摘要。 

 回顧你第二天所寫下的主指或是大圖片，根據你這次所得的見解，必要時

做修改。 

第十一天 

 記下任何不明白的字或句子。使用以下項目，幫助你發掘它們的意義: 

o 用自己母語的字典來查考。 

o 這本書是如何使用這個字或是句子呢?本書的主旨或上下文如

何為此作解釋呢? 

o 參考其他的譯本。 

o 查希臘原文或希伯來原文。 

o 查閱字根研讀的參考指引。 

你現在有比較明白這個字或是經文嗎? 

第十二天 

 注意進展和架構。為這本書做出簡單的概要。 

第十三天 

 讀的同時思想本書的歷史背景。開始寫基本須知研究裡的問題。(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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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天  

 繼續歷史背景。完成基本須知研究裡的問題。(參第十三天) 

第十五天 

 讀的同時思想本書的文體。先確定經文是散文或是詩歌體，文字的使用是

字面意義還是象徵性的，又或者是兩者都有使用?在釋義之前先知道文體

是甚麼(p.24-25)並寫下要注意的事情。 

第十六天 

 開始進入經文釋義你已觀察的，有系統地從頭開始。寫下一些你已注意到

的關鍵性的觀察，並進一步地根據你的觀察問為什麼?有什麼意義是?有什

麼重要性?有什麼含意?(p.13)  

第十七天 

 繼續做以上的步驟 

第十八天 

 繼續做以上的步驟 

第十九天 

 繼續做以上的步驟 

第二十天 

 繼續做以上的步驟 

第二十一天 

 深思你所看到的困難經文，重複的多讀幾次，看其他的譯本，默想那段經

文。不斷地針對此經文問為什麼的問題並嘗試回答，思考上下文的意義，

這段經文如何符合本書整體的信息?聖經裡其他地方有提到這段經文嗎?寫

下你的總結並問自己這是否是合理的釋義，是否有考慮到歷史背景?跟其

他的經文有一致性嗎?參考解經書並更深入的探討其中所提供的資訊。 

第二十二天 

 看第十五頁的應用，寫下並回答“核心問題”。 

第二十三天 

 看第十五頁的應用，寫下並回答與“神”相關的問題。 

第二十四天 

 看第十五頁的應用，寫下並回答與“自己”相關的問題。 

第二十五天 

 看第十五頁的應用，寫下並回答與“他人”和“宣教”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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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法 

修辭法是字詞、句型或是用於在比喻，而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藉以製造清新、

鮮明或詩詞般的效果。 

  
寓言: 一段較長的隱喻構成的故事。 

加拉太書 4:21-31  夏甲及撒拉… 

以西結書 24:3-5   耶路撒冷 鍋 

 

比方: 相當完整的比較，藉以顯示兩件不同事物間的相似點。 

約翰福音 15:1-9  葡萄樹及枝子 

以弗所書 5:21-23  身子與教會 

 

神人同形論: 把神描述得如同人的樣子，有手，有腳，有臉等等。 

出埃及記 15:8“你發鼻中的氣” 

約翰福音 10:29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頓呼法: 對事物，抽象的概念或想像的東西說話或呼喚。 

列王記上 13:2  “壇哪！壇哪！…” 

耶利米書 22:29  ““地啊！地啊！地啊！…” 

哥林多前書 15:55“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 

 
婉轉言詞: 以婉轉，間接或籠統的言詞取代率直或敏感的話語。以合乎文化或無

傷大雅的方式說明某事。此法被用來間接地討論身體功能，生殖器官或死亡等

話題。 

約翰福音 11:11“拉撒路睡了…” 

士師記 3:24“ 他必是在樓上大解…” 

創世記 4:1“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 

 
誇飾法: 誇大，並非要欺騙人，只是為了增強印象。誇大是為了強調論點。 

馬太福音 5:29“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 

加拉太書 4:15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來給我，也都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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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用語: 屬於特定語言的表達方式，不能對用字的個別意義加以解釋。 

使徒行傳 26:14“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使徒行傳 2:46“擘餅” 

列王記上 18:46 “他就束上腰” 

 

反諷及嘲諷: 反諷是說一件事，但意指不同的事，或完全相反的意思。若用在嘲

笑或奚落時，則稱為嘲諷。 

士師記 10:14“你們去哀求所選擇的神，你們遭遇急難的時候，讓他救你們罷。” 

哥林多前書 4:8  “你們已經飽足了，已經豐富的了，不用我們，自己就作王了….” 

 

間接肯定法: 是貶抑的作法，講述一件事時，藉沖淡或貶抑的方式以強化其意

思。與誇張法相反，常當作反諷用。 

使徒行傳 21:39“保羅說：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

人….” 

使徒行傳 19:23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小” 

 

隱喻: 間接地比較兩種東西，以此代彼，或用一件東西代替另一件東西，但沒有

用像，似，如等字。 

馬太福音  5:13 “你們是世上的鹽” 

約翰福音 10:9  “我就是門” 

 
轉喻: 用一個措詞代替另一個，通常是關係密切的字眼。 

路加福音 16:29“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 

羅馬書 3:30“受割禮的”代表“猶太人” 

 

擬人法: 將生命的屬性或人的特性賦予沒有生命的東西。把東西當作一個人來看。  

利未記 18:25 “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 

箴言 1:20-21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寬闊處發聲….” 

 
  



 26 
 

反問句: 作者問了問題，卻不期望有答案。. 

哈巴谷書 2:18 “雕刻的偶像，人將他刻出來有什麼益處呢？鑄造的偶像就是虛謊的

師傅…” 

馬太福音 7:16“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 

傳道書 2:24-25“…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論到喫用享福，誰能勝過我呢？” 

 

明喻: 直接地比較兩種不同的東西，其特點是使用：像，似，如等字。 

馬太福音 23:27“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 你們好像粉飾的

墳墓….” 

啟示錄 1:14“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象徵: 某事物除其本身包含的意思外，又用以代表另一事物。通常是以視覺可見

的形象來代表無形的概念。釋義象徵文體時，我們不能以自己的概念來釋義，

而必須考慮到當時的文化，釋義的原則和全書的內容，來看出作者的意圖，有

時候作者有他自己的釋義。 

啟示錄 1:12,20 – 七燈臺  七個教會；七星  七個教會的使者 

 
提喻法: 提及該事物的部份，卻已概括了全部。 

雅各書 4:8“要潔淨你們的手” 

箴言 10:6“福祉臨到義人的頭….” 

 

豫表: 豫表或預示某事或人物的出現。舊約的事和人物豫表或預示新約的事件和

人物，在新約裡最好能清楚說明豫表。 

哥林多前書 5:7“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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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體裁類型 

啟示文學：使用生動或奇異的圖像及象徵來戲劇性地帶出訊息。

主要訊息是關於信徒的盼望和得勝、惡人的毀滅、最後的審判、

彌賽亞的時代以及將來的世代。 

如何研讀：讀其帶出的影響，而非細節。注意到信徒與非信徒的
對比。誰會被審判？為什麼？對信徒的盼望為何？福音如何透過
象徵被表現出來？ 

啓示錄 

 
部分的 
以賽亞書 

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撒迦利亞書 

書信或信件：使徒寫給他們教會的個人書信。通常是處理擔憂、

問題、假教導或者是需要立即注意的情況。帶給教會指正和真道

的教導。 

如何研讀：了解當時歷史背景有的問題和被提及的狀況。從針對
特定情形的應用當中分辨出普遍性的應用。 

保羅書信 
希伯來書 
雅各書 
彼得前後書 
約翰壹貳參書 
猶大書 

(啓示錄) 

律法書：舊約的律法是跟神與祂的百姓立約有關：神應許祂的百

姓，若是他們跟隨且順服神，神就祝福他們。在舊約當中有超過

六百條誡命是以色列人需持守的，為了讓他們維持與聖潔神的關

係，同時也顯出他們對神的愛和信實。 

如何研讀：了解在特定規定的律法當中的心意和普遍性的原則。
這些律法如何教導我們關於神的聖潔和祂的屬性？神要我們如何
對待他人且在今日世界當中活出分別為聖的生活？這律法如何使
我們看見自己的罪，並且指出我們對救贖主的需要？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記敘文：聖經中記敘文的內容多於其他文學體裁。記敘文代表

「故事」，聖經中的記敘文是真實記載著歷史上的特定事件、人

群以及國家（如：以色列）。記敘文的目的是，要透過顯明神在

歷史上，在祂的百姓當中動工，將榮耀歸給神，整本聖經是神普

世救贖計劃的記述。 

如何研讀：追溯主要角色; 你可以從他們生命中學到什麼？注意
神的屬性還有他如何在整個歷史中動工？ 

創世記到以斯

帖記 
 
四福音書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使徒行傳 

比喻：吸引觀眾且能教導核心重點、簡而有力的故事。需要注意

的是比喻並不是寓言故事。 

如何研讀：找出參考點（主要人物、物件）以及針對的聽眾、注
意故事中未預料到的轉捩點、找出關鍵或核心重點。不要將比喻

主要從福音書
或一些舊約記
敘文中可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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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或者給予每個細節意義。 

詩歌體：用詩詞而非用散文來表達思想。用詞相當富有情緒和形

象。希伯來詩是根據平行詩組織而成（思想在上一行和下一行中

相互對應），而不是押韻。 

如何研讀：讀其情緒、想像被描繪出的景象，總結主要重點。 

約伯記 
詩篇 
箴言 
傳道書 
雅歌書 
耶利米哀歌 
舊約先知書 

預言：許多人認為預言=預知。雖然舊約預言包含許多預知的部

分，但先知主要的訊息則是告訴以色列人關於他們的罪，也呼喚

神的百姓回到約當中。大部份你在先知書所讀到的會在以下這三

種類別：罪、審判、或重建。 

如何研讀：記得大圖片：問自己是否這段經文在描述以色列人的
罪、將來的審判、或重建的盼望。注意到警告和應許。這是對誰
發出的警告？給誰的應許？小心不要將讀到的肉體上重建的經文
視為對你個人的應許。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彌迦書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箴言：簡短機智的諺語包含了關於生活上實際的建議。箴言教導

基本的生命價值觀。 

如何研讀：觀察智慧人與愚昧人生活的對比。問：在這裡所表達
出來的智慧是什麼？注意箴言是解釋一般生活的真理 - 他們不應
該拿來作為個人的應許或者保障。 

箴言 

智慧書：根據定義而言，智慧是能夠做出敬虔生活選擇的能力。

智慧文學，因此包含許多生命經歷的反思，能夠鼓勵讀者做出敬

虔的選擇和決定。 

如何研讀：智慧文學需要以整體性來讀。分割經文來讀（例：約
伯記、傳道書）可能會造成不好的神學觀甚至是應用。智慧文學
的目標是要教導我們敬畏神，也幫助我們更為敬虔。反思智慧會
使人有所獲。 

約伯記 

詩篇（有些） 
箴言 
傳道書 
雅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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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聖經的不同方法 

 
對於例行公事感到無趣的人，遵照以下的建議可以幫助你讀經讀的更有
意義也更生動: 

 
讀聖經的不同方法建議: 

o 遵守讀書計畫。 

o 讓ㄧ群朋友或者跟你比較親近的朋友來監督你。 

o 聆聽聖經。 

o 看有關於聖經的介紹或電影。 

o 抄寫聖經。 

o 看不同的翻譯版本。 

o 跟朋友ㄧ起閱讀。 

o 有張力的讀出來。 

o 表演出來。 

o 默想經文。 

o 透過經文來禱告。 

 
有目標性的閱讀: 

在閱讀時,要專注於以下事項: 

大圖片/書中的目的,核心  上帝的心意 

神的屬性 上帝的心意 

主題  

架構  

觀察(閱覽過整個列項或者是最相關的)  

歷史背景  

 作者的觀點  作者的心態 

 讀者的觀點,問題,掙扎…  讀者的心態 

個人的應用  我的心態 

給ㄧ般聽眾/查經班的應用 心態上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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