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释经学首先处理的文体，是离我们时间最近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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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的书信 ─
成书在主后第一世纪，离我们有两千年的历史，
是非常多基督教教义的基础
 兼具牧养的功能，维系传道人跟信徒间的情谊 ─
 使用书信来建立教会
 传递当中，也建立使徒跟教会之间
一种准确的、权威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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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圣经也有书信，
旧约圣经也有书信
在以斯拉、但以理书，
有 些书信的形式存在
有一些书信的形式存在



今天现代也有书信，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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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个人的书信，往往都是私人的信函
 主后第一世纪、希腊文化的背景当中，
主后第 世纪 希腊文化的背景当中
很多的书信是公开的，有点像在学校所学的应用文 ─
 有特定的文体、要传递某些公开的信念
特定的文体
的信念
 里面的论述性，是要帮助受信人，
能够得着某一些知识、被教导


圣经中的书信，
往往是富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形式是公开的信函
 传递某些写信人跟受信人之间，
彼此所面对的问题、所要谈论的议题

在圣经里会出现个人信件、公开信件，也有在两者之间…

公开信函，有些特别说明要公开宣读的 ─
保罗跟巴拿巴带领叙利亚安提阿外邦人教会，
面对挑战的时候，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开会之后，
写了一封信来坚固教会、建立他们 徒十五23-29

徒十五

有些非常犹太式风格，像在会堂讲道的形式、语气出现，
特别保罗书信，写信人保罗强调他的使徒身分，
显示这是一个正式且公开的信函 ─
作使徒的保罗 ─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
，
复
，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加一1-2

要强调他的权威性
要强调他的权威性，
因为加拉太书有非常丰富的护教的性质。

个人的信函，
腓利门书
腓利
书 ─ 保罗写信给腓利门、他家中的教会
保
信给腓利门
家 的教
 约翰二书、三书 ─
读到跟受书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的问候语
有时私人信函，也会当做公开诵读的信函来表达


文以载道 ─书信用文字，

书信的内涵



1 写信人
1.

2. 受书人 3. 问候语句
4. 祈愿、感恩 ─
保罗书信、彼得前后书，都会出现
5. 本文 ─ 论述的主要内容
6. 结尾语 ─ 问候、告别词
这是一个完整的书信内容，
一看就会知道，这是一封信。

书信一定都是应时性的文件 ─
当时、当地，他们所遇见的问题跟挑战。
当时
当地 他们所遇见的问题跟挑战
在读书信的时候就有一个现象，譬如说…
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后书 彷佛听见的是 ─
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后书，彷佛听见的是
保罗拿着电话在跟哥林多教会通话，
 我们站在保罗旁边，只听见保罗说了什么
我们站在保罗旁边 只听见保罗说了什么
 不能听见哥林多教会、电话那一头，所提出的问题
在阅读、解释书信的时候，必须知道
 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的限制 ─
 只听见保罗回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跟挑战
 不能直接把这些教导，套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不能 接把
教导，套用在我 的处境当 ，
「我们的」问题不同于「他们的」问题


某一些书信的论述性非常强、篇幅非常的长 ─
像罗马书 希伯来书 像是 个论述性的书信
像罗马书、希伯来书，像是一个论述性的书信，
加上开端语、写信人、受书人、…，长短不一。
新约书信是依照篇幅排列的 ─
篇幅长的排列在前面、短的放在后头。

保罗是用他所认识的教义来帮助哥林多教会，
所以其中有教义被宣扬出来了

释经

解经

表达上帝给当时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
以神的话语建立教会，来面对当时所遇见的挑战，
往往是教义性、道德性的
 我们解释书信，需要学习根据情境来思想 ─
 主后第一世纪、希罗文化影响背景下的教会
 一定不同于主后廿一世纪、华人群体的处境
所以在阅读书信的时候，从
所以在阅读书信的时候
从解经到释经，
是我们研读书信的时候要留意的。

应时性的考量当中，需要了解有些超越文化的成分 ─
分辨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分辨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不同于主后廿一世纪我们教会的问题
 雅各的书信，帮助的是刚刚从犹太教转信基督的人，
雅各的书信 帮助的是刚刚从犹太教转信基督的人
他们所遇见的挑战、也不同于我们
可是从这当中我们会开始了解 ─
需要怎样来面对我们今天的挑战和问题。


好在书信的本身可以读出 ─
主后第一世纪、不同地方的教会，所遇见的挑战…
 虽然我们听不见他们在电话那头问了什么


可是在保罗、彼得、雅各回应当中，
可以读出他们遇见了什么挑战、情境

这是在书信本身可以读到的，
我们需要有这种敏锐度。

书信的文体并不是神学论文，
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在今天教会的处境上
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在今天教会的处境上。
我们在阅读书信的时候，其实是更丰富 ─
就算保罗帮助哥林多教会 处理他们的问题
就算保罗帮助哥林多教会、处理他们的问题，
有时是具有责备性的，



可是却能够读出不只是教会论的教义
可以读到保罗做为一个牧者，
他怎样爱教会 牧养教会
他怎样爱教会、牧养教会

读到 ─千里飞鸿牧者情
上帝透过书信，让我们认识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读到的不可能只有纯理性的教导
读到的 可能 有
性 教导
 会读到非常丰富的
† 传道人跟教会之间的情谊
† 神跟人之间，可以去经历、丰富美好的团契关系

读书信的时候，需要了解受书人的文化背景、历史处境…
保罗服事的地点往往都是城市 哥林多城 ─
保罗服事的地点往往都是城市，哥林多城
是商业、文艺、宗教、富有的世界性都会，
有多元的文化 遇见的挑战也大
有多元的文化、遇见的挑战也大。
之后看文意脉络，不能断章取义，
看全面经文当中，到底论述那些议题，
先做一个鸟瞰性的、整体一口气读完…
很自然发现，在哥林多建立的基督教会有些问题，
可以做些摘要 ─
 收信人是以外邦人为主，喜欢追求智慧
 有自高自大的问题，以至造成教会不合一的纷扰
 保罗面对他所建立的教会，他的态度是怎样？
会读出保罗有一些责备、恳求、劝勉
最初一口气读下来的时候，先记下一些要点。

我们解释书信，当中的神学，
 是一种特殊事工神学
是 种特殊事工神学
 并不是全面性的神学论述
保罗跟罗马、加拉太的弟兄姊妹，
谈论救恩论的时候 ─
 比较强调因信称义这个部分
 系统神学中，救恩论除了因信称义，
还包含：重生、悔改、归正、
成为神的儿女、成圣、得荣耀…
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罗马外邦信徒，
着眼点 较 调因信称义，
着眼点比较强调因信称义，
就是所谓一个特殊事工神学，
 不是系统神学、神学论文，全面性的论述
 但其中已经包含了神学的涵意

其次，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
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林前一11

应该还有一些前面的信、有些教会领袖来访，
让保罗知道 些教会的状况。
让保罗知道一些教会的状况。
把整个书信做些摘录 ─合乎逻辑的自然分段…
譬如：哥林多前书共十六章
一-四 教会失合的问题
一-五 乱伦的问题
一-六 诉讼打官司、淫乱
一-七 婚姻的问题
八-十 祭偶像的食物

十二-十一 女人蒙头的问题

属灵的恩赐
十二-十五谈论复活
十二-十六全书的结尾语
十二-十四

很粗略的看教会有这些不同的议题，保罗在书信中一一回应。

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
 可以学习根据情境来思考、来看这个书信
可以学习根据情境来思考 来看这个书信
 先不要太快想 ─ 这个书信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也许你会想 ─ 他们的问题、我又没有，就不想看了
他们的问题 我又没有 就不想看了
保罗回答他们的问题，有非常健康、勇敢的态度，
 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
 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来面对问题，
不是把制造问题的人都赶出教会
让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
让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
 不只是坦然的、勇敢的去面对问题
 更是有
更是有一种信念
种信念 ─ 问题在真理的基础中，
仍可以用爱心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这是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学习根据
这是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
学习根据他们的情境来思想，
的情境来思想
才能进一步来面对我们自己所面对的挑战。

爱我们的耶稣，感谢你，
感谢你

祷告

当我们被救赎进入了教会，
教会仍然有挑战 有问题
教会仍然有挑战、有问题；
但是感谢耶稣，因着你圣经的启示、
你的话语 使徒写成的书信
你的话语、使徒写成的书信，
让我们可以勇敢的面对问题。
我们相信 ─ 在你的救恩全能的膀臂里面，
在你的救恩全能的膀臂里面
我们可以胜过问题和挑战。
谢谢主，帮助我们有耐心的读这些圣经的启示，
使我们在思想当中、真正有这个信念 ─
知道 你的话语大有能力。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