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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经学是基督信仰最核心、最重要的学科。解
释圣经是靠圣灵带领，把神的话语，跨越时间、背
景、语言，正确地传递给信徒。解经者带着先知的
使命，使信徒能够正确、全面地听到神的话，明白
神的话，好叫他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

正确、全面解释圣经，直接关系到神对救
恩工作的推行，关系到信徒能够顺从圣灵，
得到神在生命中的工作。



解释教导圣经是一件极其重要，也是极其
危险的工作；因为错误地解释、传递神的话，
会损害神的工作，也损害信徒灵命的建造。

。

释经是教会事奉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
的事工；所以是所有牧者、参与话语事奉的
人必须学习的根基性学科。



课程内容：

释经 ：了解解释圣经的基本原则。

释经 ：学习如何解释圣经的书卷。

释经 ：罗马书解经实践

释经 ：对圣经类别书卷，代表性书卷，
特别书卷的解释。

释经 ：列举一些不易解释的经文



课程特点（实用与实践）
1、帮助学员可以掌握释经的基本原则，和解

释不同书卷的基本把握。

罗马书主日学教学实践，帮助建立解经的

最重要根基。

解经实践部分：透过实践解决释经的基本

问题，使学员可以掌握对整本圣经、书卷，

有一个基本的、正确的解释路径。

圣经解经难点：基本理论部分：介绍释经学
的简史。



作业：

释经：罗马书六、七、八章

书卷主题、主线：

1) 福音书一卷。

2) 新约书信一封。

3) 旧约书卷一卷。

设计主日学：加拉太书

学分：3



新约圣经注释

圣经注释



1,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nerancy.

2,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Hermeneutics.

3, The Ligonier  Statement on Christology.

4, The Danvers Statement on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enhood. 



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救恩真理，含义有绝对
的惟一性，是至圣的律法要叫人清楚地明白，
是清楚的命令叫人绝对遵守。申4:2

圣经的应用可以多样性，对于不同人，不
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应用。

圣经的应用指向惟一方向，遵行上帝的
旨意，成为蒙他悦纳的人。

。



圣经承载上帝的旨意：

) 上帝的旨意透过先知、使徒写在圣经里面。

2) 正确解释圣经是为了明白上帝的旨意。

) 真正明白圣经是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



1) 圣经承载的内容是救恩真理，是生命之道、

永生之道。

2) 明白圣经是明白生命之道，是能够摄取喂

养属灵生命的粮食。

3) 明白圣经是为了活在生命之道里面，跟从

永生之道的带领，得着真理的塑造。



1) 上帝透过圣经赐下救恩的真理。

2) 基督透过圣经启示生命之道。

3) 圣灵透过生命之道使信徒重生。

4) 圣灵透过生命之道塑造信徒的生命。

5) 圣灵透过永生之道带领信徒走天国的
道路。



1) 透过明白圣经得着属灵生命的福音真
理。

2) 透过实践活出福音的真理。

3) 透过不断地循环，属灵生命得以不断
成长。

4) 透过遵行圣经成为遵行神旨意的人。



) 牧者能够牧养教会是依靠圣经真理；
无论是建立教会，还是治理教会。

)牧者能够牧养信徒是透过圣经真理；
包括日常的喂养，灵命的牧养。

) 牧者自己的灵命必须倚靠圣经真理；
先被圣经真理圣化，然后见证圣经，教
导圣经。



) 基督透过圣经的话语在教会做头。

) 牧者能带领教会是透过顺从圣经的真
理。

) 教会能跟从基督是透过顺从圣经的真
理。

) 圣经真理的持续传递、遵行，是能够
持续

跟从主的根本途径。



) 惟独圣经是真道的根基。

2) 真道的标准是整本圣经、和圣灵
的开启。

) 分辨真道的是根植于圣经的真理，
圣灵的

开启，圣徒的旁证。



、 圣经的无误：

1) 圣经的原文无误：旧约－希伯来文（极少
部分是亚兰文）；新约－希腊文。

2)   圣经彼此之间配合，没有矛盾。

3) 圣经的作者－圣灵启示的先知、使徒。

4) 圣经无误的保证－多重复制、广泛散播



)

（1）寓意主义：起源异教希腊人；亚历山
大犹太人，诺斯底异端

（2）初代教父：革利免－几种意思，俄利
根－灵意、预表，耶柔米－寓意，奥古斯丁
－灵意或寓意

（3）天主教：寓意



（ ）字义解释：字句主义犹太人；叙利亚，
安提阿学派；维克多学派

（ ）改教运动：马丁路德－信心、权威、
字义、独立；加尔文－以经解经

（ ）近代：敬虔主义，自由派，新正统派；
更正教。

（ ）改革宗 Reform；re + form



1) 神学理论：加尔文主义，亚米念主义。

2)   灵意解经：

3)   人本理性主义：

4)   宗派主义：

5)   融合主义：

6)   灵恩运动：

7)   成功神学：

8)   本色化思潮：

9)   社会福音：



1) 先入为主：固守最初了解的解经概念

2) 脱离经文的本意：灵意，过度引伸

3) 错解经文：不是经文的本意

4) 失去主题：不是经文的重点

5) 断章取意：离开上下文的限制

6) 断节取意：离开句子本身的限制

7) 望文生义：过分升华中文的含义



1) 圣经知识的根基－ ，

2) 信心的根基－

3) 真理的领受－



1) 慎思明辨－

2)  天天考查圣经－

3) 倚靠圣灵－



1) 倚靠上帝的带领－

2) 得到圣灵的开启－

3) 敬虔生命的预备－

4) 付出研读的责任－

5) 借鉴先人的传递－马丁路德，加尔文
Matthew Henry, 司布真，John Macarthur, 
John Piper, Mohler, Sproul



1)圣经的主题

2) 书卷的主题、主线

3) 上下文的制衡

4) 原文字句的含义

5) 文法结构



整个书卷、整本圣经的原则

其他书卷中的彼此印证

历史背景

圣灵的精意

信心的接受



救恩论－解经首要问题

上帝论－上帝的绝对恩典、全能、公
义

基督论－赎罪

4、圣灵论－重生

末日轮－审判

三位一体

7、犹太人的救赎 vs 普世的救恩



旧约预言：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
理书，撒迦利亚书。

新约预言： ，
，

启示录：灾前、七年大灾难、千禧年、
白色大宝座、新天新地。



（马丁路德－经文、良心）

1, 曲解圣经原本的含义－取得人的认可。

2, 对圣经片面的取舍－满足人的需要。

3, 对圣经人本的总结－创造人的理论。

4, 用人的话代替圣经的话－符合人的道理。

5, 缺乏信心的强解－迎合人的逻辑。

*一切学习的终点－必须是圣经（ ）



*书卷释经的重要性（新约，被成全的律法）

1, 正确释经的根基－纯粹圣经内容。

2, 全面把握圣经的真理－避免断章取义。

3, 实现真正的喂养－属灵的粮食、生命之道。

4, 能够坚守福音的真理－纯正、完备的福音。

5, 听道、行道的良性循环－成全圣徒之路



1) 明白救恩论真理的重要基石。

2) 明白全备福音真理的基础。

3) 正确解释其他书卷的钥匙。



1) 主题：因信称义

2) 主线：

(1)因信称义的必须（1-3）－世人都犯了罪

(2)因信称义的来源（4-5）－神的大爱

(3)因信称义的生命（6-8）－成圣的生命

(4)因信称义的特权（9-11）－拣选的权柄

(5)因信称义的生活（12-16）－活祭的生活



1) 主题、分主题、主线

2) 课程分割

3) 大纲制作

4) 备课

5) 讲授



1) 释经授课

2) 信徒互动

3) 完成教学



1）罗马书的经文

2）其他经文



教导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

教导信徒灵命成长的生命之道

教导如何正确地建立和牧养教会

解决外邦教会常见的问题



1，加拉太书

1) 主题

2) 主线（大纲）

3) 讲授大纲



1) 来源于惟一纯正的真理启示（1-2章）

2) 根植于以信为本的福音真理（3-4章）

3) 实现于圣灵果子的生命道路（5-6章）



1、坚守福音真道的要点－宗教权威

2、因信称义真理的要点－以信为本

3、因信称义信仰的要点－生命的果子



主题：苦难的意义（为义受苦）

主线：

（1）苦难的来源（ ）义人受苦

（2）对苦难的疑惑（ ）

（3）苦难的错误诠释（ ）因人有罪

（4）认识的正确方向（ ）因人有限

（5）苦难的正确认识（ ）因神无限



1) 苦难的来源－撒旦的攻击，诋毁上帝称义的人

2) 对苦难的疑惑－痛苦的感受很难承受

3) 对苦难错误的解释－定义人因罪而受苦

4) 对苦难正确的解释方向－一般原则

(1)人有罪，神有管教、救赎、惩治

(2)人无权与神争辩

5) 对苦难的正确理解－上帝的原则

(1)上帝权能的创造

(2)上帝赋予受造物不同的特性，赋予人智慧、情
感

(3) 人受造的有限，无法测透神的作为



1) 创6:1-4节

2)      申29:29节

3) 撒上28:8-19节

4) 王上22:19-23节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errancy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hermeneutics

Christology Statement

The Danvers Statement on bibilical
manhood and womenh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