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释经学

书信的文体，要怎样适当的解释？以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为例，
第四课…

保罗答复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来
保罗答复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来做一个练习...
首先要处理这一段的历史背景
首先要处理这
段的历史背景，
 这情境不是我们的情境，
而是当时教会的情境
 不一定要从参考书去找，
看经文的内文 至少读二遍以上
看经文的内文，至少读二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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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过圣经原文的训练，
可以参考不同的圣经翻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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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补足对经文的了解…二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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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两遍以上之后，在重复出现的字眼当中，
就会理解到底这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
 这段经文常常出现的是智慧这个字，26次
 对比其他保罗书信，智慧只不过出现
对比其他保罗书信 智慧只不过出现 18次
保罗就是要处理这一群哥林多教会的人，
对智慧有些什么误解 保罗要对症下药
对智慧有些什么误解，保罗要对症下药。
一10-12

保罗面对这群人，是对他不那么友善的…

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 心 意，彼此相合。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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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你们有不合一的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

我们会读出 ─ 哥林多教会的人
 对智慧有不同的看法，造成误解
有不同的看法 造成误解
 对保罗起反感，认为保罗不是最有智慧的人，
那保罗为什么对教会这么凶 这么有权柄
那保罗为什么对教会这么凶、这么有权柄
所以把领袖之间做了一些比较
所以保罗答复的主旨 ─
 他们因领袖而失合，
有人拥戴这个领袖、有人拥戴那个领袖，
认为所跟随的是最有智慧的，造成教会失合
 他们把人的愚拙高举起来，
认为这才是智慧、以人来夸口
而当这些人藉智慧之名来反对保罗时，
保罗反而帮助他们澄清 ─
智慧是什么？什么是愚拙？如果要夸口，要以什么来夸口？

在这个背景 ─ 希罗文化当中，
许多人是以智慧就当做信仰的化身；
许多人是以智慧就当做信仰的化身
保罗澄清 ─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智慧是什么？
大家对福音的本质有所误解，
智慧跟福音的本质做一个对比
 三5 – 23 大家对教会领袖的性质、功能有所误解
 四1 – 21 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他自己的误解是如何
 一18 –三4

看到保罗的回应，可以根据经文的内文了解电话的那一头 ─
所谓历史背景，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议题，
以至于保罗要做澄清跟说明。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懂得做这样历史背景 ─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懂得做这样历史背景
 当时当地，对比于我们今天此时此地
 对经文的了解，比较能够帮助我们
对经文的了解 比较能够帮助我们
好好读出经文的意思，以至应用经文的信息

其次，他们各自拥立自己的领袖…
所争论领袖的特质－领袖不过是与神同工的，
跟认为所拥戴的领袖是最有智慧的，不可同日而语
语
1. 三5-9 农夫种田，有人撒种、有人浇灌，
不同的事奉，都有相同的目标 ─农作物长成
2. 三10-15 建筑物－主的仆人都像建造房子的工人，
用不同的建材，金银宝石、草木禾秸，都要经过试验

三5-15

3.

圣殿的建造 －
戴
，
因着拥戴各自的领袖引起教会失合，
彷佛是对教会建筑造成了伤害

三16-17

结论：三18-23
三18 23
 人的智慧跟上帝的智慧比较起来，甚为愚拙
 各自以智慧来拥戴所追随的领袖，是非常不可取
各自以智慧来拥戴所追随的领袖 是非常不可取
所以不可以以人来夸口

思想文意脉络 ─ 保罗思路如行云流水来论述、澄清，
哥林多教会对福音 对智慧 对主的仆人 对保罗的误解
哥林多教会对福音、对智慧、对主的仆人、对保罗的误解，
保罗说了些什么 What？怎么说的 How？为什么要这样说 Why？
我们要学习整段的来思考 可以逐条的列出来
我们要学习整段的来思考，可以逐条的列出来…
一18-三4

1.
2.

福音的中心 －钉十字架的
钉十字架的基督
督

与人的智慧矛盾，因为他们高举人的智慧
一26-31 对蒙召的人有智慧的不多，
对蒙
有智慧
多，
福音与人的智慧矛盾
3. 二
3
二1-5
5 保罗传福音
保罗传福音也没有用高言大智，
没有用高言大智，
这福音的中心也不是高举人的智慧
一18-25

4
4.

对属灵的人，福音是智慧；
对属灵的人
福音是智慧；
反省 ─你们是属灵的人吗？
5 三1-4
5.
三1 4 纷争表明你们并不是属灵的人，
纷争表明你们并不是属灵的人
你们能够认识神的智慧吗？
二6 16
二6-16

问 ─保罗怎么说的how？为什么要这样说why？看出结构…
A.收信者的问题 － 因领袖而失和 一10-12
B.保罗答复的主旨（一18-三4）
1. 对福音本质的误解（一18-三4）
福音的中心 －钉十字架的基督
与人的智慧矛盾（一18-25）
（
）
 蒙召的人不都是有智慧（一26-31）
 保罗传扬福音没有用智慧的言语（二1-5）
（二1 5）
 对属灵的人，福音就是神的智慧（二6-16）
对福音本质的澄清 ─ 教导教义，也责备产生、制造问题的人，
教导教义 也责备产生 制造问题的人
 保罗指出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之后他教导
 以对基督信仰准确的认知，带来教导，
以对基督信仰准确的认知 带来教导
澄清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

2. 对教会领袖的性质与功能的误解（三5
2
（三5-23）
23）
3. 对保罗的误解（四1-21）

对教会领袖的误解，保罗带来正面的教导…
 他们高举领袖，背后信仰认知不准确
他们高举领袖 背后信仰认知不准确 ─
认为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得救
 保罗提醒 ─ 使人得救的是福音，
使人得救的是福音
 福音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那些领袖
 领袖是与神同工的，像种田、盖房子的人
领袖是与神同工的 像种田 盖房子的人
之后，拿出他使徒的权柄、为父的心肠责备说 ─
人的智慧是愚拙的，请不要拿人夸口。
我们不需要找太多的参考资料…
我们不需要找太多的参考资料
 直接研读经文，做一些摘要整理，
 去思想、分析论述的重点，看出思路的结构
去思想 分析论述的重点 看出思路的结构
 明白这一段信息对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就是解经
 然后才有准确的应用 ─
今天我们对教会领袖又是如何？就是从解经到释经

第四章，保罗才开始说，那我呢 ─
 我自己是基督的执事、神奥秘事的管家
我自己是基督的执事 神奥秘事的管家
 我是被你们论断、可是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
 我这样服事，只不过是在上帝面前忠心
我这样服事 只不过是在上帝面前忠心
 我这属神的仆人，就是要忠心在神面前
他被论断、被不友善的对待，保罗却说 ─
我对你们好像是亲爱的儿女一样，
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我在基督
音
请求哥林多教会的人 ─ 你们要效法我。
他不是用自高自大、高言大智，跟哥林多教会的人互动…
愿存慈爱温柔的心，引导教会建立在准确的福音根基当中。
谢谢神，准确的教导，引导我们看见 ─
 真正的教会、主的仆人，应当有怎么样的特质
真正的教会 主的仆人 应当有怎么样的特质
 让我们学习，用准确的解经方式，读出圣经当中的教导

保罗的论述，不是要把教会中的人分类 ─
谁是属灵人 聪明人 属肉体的 属灵的
谁是属灵人、聪明人、属肉体的、属灵的…
反而让人澄清 ─ 面对基督的信仰、钉十字架的基督，
有没有准确的认识 不会掉入 样的问题当中 ─
有没有准确的认识，不会掉入一样的问题当中
用自己的喜好评论教会领袖、对福音的中心有所误解
整段的论述分析，明白保罗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
 让属灵的人，就是有基督的心肠的人，仍然在肉体里面，
却知道在我里面有了福音、有了钉十字架的基督
 拥有属灵的智慧，不再用世上的标准、
自己的喜好来评论领袖；不是用自以为聪明的智慧，
来判断什么样的福音真理，是我要铭记在心的
这是读书信似乎是很熟悉的、却是要留意 ─
 不是只是用几节喜欢的经文记忆背诵
 而是整段的论述中，学习怎样看出经文的原意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祷告

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
在使徒们的教导当中，
使徒
虽然我们不见得能够全部都了解 ─
到底那些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透过使徒书信的写作，
却更让我们认知了福音的真理。
求主恩待
求
恩待 ─ 让我们都能够
† 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 因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宽广、自由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