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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釋經操練
第二章附錄
I.

作業討論：
A. 詩1:1-2
1.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1. Blessed is the man that walks not in the counsel of the ungodly, nor stands
in the way of sinners, nor sits in the seat of the scornful.
2. But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in his law doth he meditate
day and night.




「從」的原文是「行」，坐、立、行是生活，第一節是要我們活得
別像惡人。
第二節是關係到靈命，要我們喜愛和思想神的話語。
合併第一、二兩節使(義)人有福。

1. 經文說的是什麼？
有福的途徑。
2. 經文所說的意思是什麼？
 有福的途徑要在生活上與惡人要有分別，在靈命上要喜愛並常思想
神的話語。
 第6節說這是義人的道路。
3. 經文所說的對我的意義(含意)是什麼？我要作什麼的回應？
我們當在思想和行為上分別為聖，要……的改變。
4. 討論：
「字義」和「上下文」的重要。
B. 約15:4
4.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

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1. 經文說的是什麼？
信徒與主生命的關係。
2. 經文所說的意思是什麼？
常在主裡面(生命的連繫)是結果子的必要條件，也是生命延續的淵源。
3. 經文所說的對我的意義(含意)是什麼？我要作什麼的回應？
 保持常在主裡面(與主生命的連繫)是信徒的責任。
 第7節「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告訴我們常
在主裡面的意思，這鑰句就自然的帶出該有的回應。
4. 討論：
「上下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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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彼前4:10
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1. 經文說的是什麼？
如何做個好管家？
2. 經文所說的意思是什麼？
 管家所管理的一切都不屬自己的，只是按主人的心意和吩咐去行
事。
 主人所分配的資源(恩賜－包括人力物力) ，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益。
 事奉必須配搭、互相幫助。
3. 經文所說的對我的意義(含意)是什麼？我要作什麼的回應？
 心態方面：……
 運用方面：……
 配搭方面：……
4. 討論：
「歷史文化」背景(管家、恩賜等)的重要。
D. 腓3:10

7.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9. 並且得以在他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
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
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
的死，
11.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


這節經文是保羅信主後生命改變的一部分，7-11節是信主後價值觀
的改變。
 世上萬事都看為有損。
 只有認識基督才有價值。
 為要得著基督放棄一切。
 第10節是新的行動和目標。
 得以從死人中復活。
1. 經文說的是什麼？
保羅生命改變後的新行動和目標。
2. 經文所說的意思是什麼？
 體驗基督復活的大能。
 在基督所受的苦上有份。
 效法基督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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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真正的認識基督，因信接受祂的義，直到得以從死人中復
活。
3. 經文所說的對我的意義(含意)是什麼？我要作什麼的回應？
保羅說「活著就是基督」，這節經文挑戰我們如何去跟隨主的腳步
走？我當……
4. 討論：
「上下文」及「思路」的重要。
E. 太19:30

30.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1. 經文所說的意思是什麼？
 這節經文的解釋在下文太20:1-16節。
1
“天 国像 一个财 主。清 晨起 来，他 雇了 一些人 到他 的葡萄 园里 干
活。2他答应每天给他们每人一个银币，然后把他们打发到葡萄园里去
干活。 3 上午九点左右，他来到市场，发现有 些人站在那里没有活
干， 4 于是对他们说∶‘你们也去我的葡萄园干活吧，我不会亏待你们
的。’5 这些人就到他的葡萄园里干活去了。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三点，
财主又去市场，雇了更多的人手。 6下午五点左右，他再次去市场，又
看见有些人站在那儿无所事事，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
不干活？’7“他们说∶‘没人雇我们。’“这个财主对他们说∶‘你们也
到我的葡萄园里干活去吧。’8“天黑时，葡萄园主告诉工头∶‘去把雇
工都叫来，把工钱给他们。从最后雇的人给起，最后再把工钱给最先雇
的人。’9“结果，五点钟雇来的人每人都得到了一个银币，10当最早雇
来的人走过来时，心想他们肯定会得到更多，可是他们也是每人得到一
个银币。11他们拿了钱，向财主抱怨说：12‘最后雇来的人才干了一个小
时的活，而我们在大太阳底下干了整整一天，结果您给他们的工钱和给
我们的一样多！’13“财主回答说，‘朋友，我没有亏待你们，我们不
是说好了我给你们每人一个银币吗？14拿上你们的工钱回家去吧。我愿
意付给最后雇来的人与我付给你们一样的工钱。 15难道我无权决定如何
支配自己的财产吗？只是因为我心好，你们就嫉妒了吗？’16“所以，
最末的将要居先，而居先的将落在最末。”
 比喻常是被用作解釋的一種方法。
 是「公平」和「恩典」熟是熟非的問題。
2. 經文所說的對我的意義(含意)是什麼？我要作什麼的回應？
 看過20:1-16節之後，你對這節經文的觀點有何改變？
 先雇來的人和浪子故事中的大兒子有何分別。
3. 經文說的是什麼？
神國中地位的高低，不在乎我們做得多或少，而在於我們的心態。
4. 討論：
「上下文」及「比喻」的重要。
F. 林前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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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弟兄們，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在 神面前守住這身
分。
1. 經文所說的意思是什麼？
 林前7:20-24是同一段的經文，要整段的來解釋，注意20節和24節以
同一片語「守住這身份」開始和結束。

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仍要守住這身份。 21 你是做奴僕
蒙召的嗎？不要因此憂慮。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22 因為
做奴僕蒙召於主的，就是主所釋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
是基督的奴僕。 23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做人的奴僕。 24 弟兄
們，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
份。
20

2. 經文說的是什麼？
 信主的人都是基督所買贖的，是主的奴僕，應當聽命於祂，但從人
的角度(制度) 來看，雖然在基督裡是自由的，我們也不讚同奴隸制
度，獲得自由釋放的機會固然無需放棄，但安於現狀也是適當的辦
法。
3. 經文所說的對我的意義(含意)是什麼？我要作什麼的回應？
 我們的身分和作為應如何配合？
4. 討論：
 「上下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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