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準神的話 
 文意脈絡 Literary Context 

2020-07-19 



“叫二人成親就是了”  
!  林前 7:36 若有人以為自己待他的女兒不合宜，女

兒也過了年歲，事又當行，他就可隨意辦理，不算
有罪，叫二人成親就是了。  

!  7:37 倘若人心裡堅定，沒有不得已的事，並且由
得自己做主，心裡又決定了留下女兒不出嫁，如此
行也好。  

!  7:38 這樣看來，叫自己的女兒出嫁是好，不叫她
出嫁更是好。 



關鍵的釋經要素 
!  上文下理決定意義 

!  “Context determines meaning” 

!  上文下理： 
!  歷史文化背景 

!  文意脈絡 (Literary Context) 
!  文體 (Literary Genre) 

!  週邊的上下文 (Surrounding Context) 

!  閲讀聖經，必須先留意文意脈絡 (How)，然後才看其內容的意義
(What)  

!  How?: 作者用甚麼文體，如何組織文字丶段落來表達意義  



何謂文體 (Literary Genre) ？ 

! 文體：文學「形式」或「體裁」 

! 舊約聖經 

! 敘事文、律法、詩歌、預言、智慧書  

! 新約聖經 

! 福音書、歷史、書信、啓示文學 

! 新舊約副體裁：比喻、謎語、講道 



文體的詮釋規則 
! 文學體裁好比一場球賽 

! 有它獨特的規則 
! 若不明白規則，便看得一頭霧水 



 地址文體： 

     John Doe 

     123, 46 1st St.  

     Edmond, OK 67891 

-------------------- 

迴旋交錯文體 – ABCDC’B’A’ 



溝通約定 (Covenant of Communication) 

! 文體的作用有如一種的溝通約定 
! 作者採用的文體 

! 決定我們用以暸解其文字的規則 
! 讀者要遵守約定，依照規則去探討作者要分享的訊息 

! 忽略聖經文體就是違反我們與聖經作者的約
定，亦會增加誤解經文的風險 



抓準神的話－實用釋經課程（下） Sep to Nov 2020



週邊的上下文 (Surrounding Context)  
!  包圍著經文之前及其後的文字、文句和段落 

! 判斷經文含意時優先考量 接近的上下文，再向外探索 

經文 



!  羅馬書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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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經文有緊密關連的週邊上下文： 
!  12:1「神的慈悲」： 

!  1-11 章：福音是神的大能，人雖然不義，但神有慈愛和公義，
賜下救恩，以至世人能因信稱義，一切的恩典都表明了神的慈
悲 

!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心意更新...」： 

!  12:3-15章 稱義的生活、愛人如己、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  甚至包括其他保羅的書信，以及其他新約書卷 



彼前 五章： 

!  5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
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  6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
高。 

!  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  8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
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  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它，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
經歷這樣的苦難。 

!  NASB: 6 Therefore humble yourselves under the mighty hand of 
God, that He may exalt you at the proper time, 7casting all your 
anxiety on Him, because He cares for you.  

(casting) 



忽略文意脈絡的風險 
 
 



! 啟 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
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
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 一些信徒經常用作傳福音之用，勸未信的人信主 
! 是否適當？ 

忽略文意脈絡的風險 



啓 3:14「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們的，為誠
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 15 我知道你的
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16 你既如溫水，
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17『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
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
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19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 
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
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
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
般。 22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啓 3:14「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們的，為誠
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 15 我知道你的
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16 你既如溫水，
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17『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
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
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19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 
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
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
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
般。 22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忽略文意脈絡的風險 
! 啟 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

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
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 容易錯用作傳福音之用，勸未信的人信主 
! 但跟據上文下理，這是給跌倒了的基督徒的勸

勉，基督在等待，只要他們悔改，基督會寬恕
和歡迎他們的回歸。 



曲解文意脈絡的 “串燒式主題講道” 
!  經常在經文間跳躍，將原本毫不相關的想法連成一

串，照自己的意思串成信息！ 

 

!  不根據上下文引用經文分享可能較有趣味，卻遮蔽
神真正的信息。 

約十 

詩廿四 

徒二 



從 週邊上下文 辨別 文意脈絡 
 
 



從 週邊上下文 辨別 文意脈絡 
!  聖經絕不是一本集合不相關事件的書 

!  聖靈感動聖經作者連結單字、文句和段落成為一般人可以明
白的完整文體，每一個部分的文字、排列、次序都有深意 

!  我們主要的目標是辨認出作者的思路 
!  探討作者如何描述丶整理和結合不同的小部分成為整體的信

息丶從作者的思路去深入了解他要分享的信息 

!  能夠符合原作者文意脈絡的釋經，是 好旳釋經！ 
!  若解釋與文意脈絡有抵觸，就違反一般的語言溝通方式，解

釋也不可能正確 



追蹤作者的思路流程 
!  勤發問：經文與週邊的上下文關係 

! What? How? Why? Where and When? 

! 這段經文在整章經文或整本書卷中有甚麼的作用 ？ 

! 若刪除了這段經文，會對這章和這書卷有甚麼影響 ？  

! 作者為何要將這段經文編寫或加入在這書卷之中 ？ 

! …  



查考經文：腓利門書 4-7節 
!  門 4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 5 因

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 6 願你
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
都是為基督做的。 7 兄弟啊，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
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 
!  保羅如何在禱告中形容腓利門 ？ 
!  保羅對腓利門的稱頌和他對其他的門徒的稱頌有何不同 ？ 
!  為什麼保羅對腓利門讚賞有這麼詳盡的描述 ？ 



追蹤作者的思路流程的步驟 
1.  先閱讀全書丶然後分割成段落 

2. 寫下段落的簡短摘要 

3. 將這些摘要整理成思路流程大綱 
!  看看要硏讀的那段經文如何與整體相契合 



1. 分割段落 
!  尋找段落轉變標記： 

! 連接詞（例如：所以、然後、但是） 
! 副文體的改變（例如：從問候到禱告） 
! 主題或話題改變 
! 時間、地點或環境的改變 
! 文法改變（例如：主詞 subject、受詞 object、代名詞 

pronoun、動詞時態 verb	  tense、人或數字） 

!  參考聖經譯本的分段 
 



腓利門書 (a: 連接詞；b: 副文體改變；c: 改變話題；d: 時間環境改變；e：文法改變) 
1 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我們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 2 和妹子亞腓亞，並
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會。 3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
你們！ 
4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 5 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 
6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 7 兄弟啊，我為
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 
8 (所以)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 9 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現在又是為基督
耶穌被囚的，寧可憑著愛心求你， 10 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阿尼西母求你。 11 他從前
於你沒有益處，但如今於你我都有益處。 12 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13 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14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
願意這樣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15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 16 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
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 17 (所以) 你若以我為同伴，
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 18 他若虧負你或欠你什麼，都歸在我的帳上。 19 我必償還——
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我並不用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 20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裡
因你得快樂，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裡得暢快。 
21 我寫信給你，深信你必順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過於我所說的。 22 此外，你還要給我預備
住處，因為我盼望藉著你們的禱告，必蒙恩到你們那裡去。 
23 為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問你安。 24 與我同工的馬可、亞里達古、底馬、路加也都
問你安。25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裡！阿們。 





!  1. 分割段落 
!  1-3, 4-7, 8-12,13-16, 17-20, 21, 22, 23-24, 25 
! 各聖經譯本分段： 

和合本 新譯本 新漢語 NIV KJV/NKJV NASB 

1-3 1-3 1-3 1-3 1-3 1-3 

4-7 4-7 4-7 4-7 4-7 4-7 

8-14 8-16 8-16 8-11 8-11 8-16 

15-20 17-20 17-22 12-16 12-14 17-20 

21-22 21-22 23-24 17-21 15-16 21 

23-24 23-25 25 22 17-20 22 

25 23-25 21-22 23-24 

23-24, 25 25 



2. 簡短的段落摘要（ 好用不超過十八個字）  
!  注意本段落的主題或主旨 
!  注意作者如何説明此主題或主旨 
 
門 1 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我們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 
2 和妹子亞腓亞，並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會。 3 願恩惠、
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1-3  保羅指名書信的發信人和收信人的問侯 
 
4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 5 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
和眾聖徒的信心。 6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
都是為基督做的。 7 兄弟啊，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
心從你得了暢快。 
4-7  保羅為腓利門的信心及愛心感謝神、並為他禱告 
 
 
 



2. 簡短的段落摘要（ 好用不超過十八個字）  
1-3  保羅指名書信的發信人和收信人的問侯 
4-7  保羅為腓利門的信心及愛心感謝神、並為他禱告 
8-12  保羅憑愛心為被遣回的「兒子」阿尼西母向腓利門

   請求  
13－14  保羅不願作腓利門不同意的事 
15-16  保羅讓腓利門看到神在此事上的預備和帶領 
17-20  保羅懇請腓利門像接待自己一般接待阿尼西母 
21   保羅有信心腓利門的作為會比保羅要求的更好 
22   保羅分享他想親自造訪腓利門的期望 
23-24  保羅分享其同工的問候並祝禱 
25   保羅以恩惠的祝禱結束本信 



3. 將段落整理成思路流程大綱 
! 將獨立段落結合成作者要傳達的整體訊息 

! 找出串連段落的共同主題 

! 找出一群段落間的轉折點 



3. 將段落整理成思路流程大綱 
!  1-3  保羅指名書信的發信人和收信人的問侯 
!  4-7  保羅為腓利門的信心及愛心感謝神、並為他禱告 
!  8-12  保羅憑愛心為被遣回的「兒子」阿尼西母向腓利門

  請求  
!  13－14  保羅不願作腓利門不同意的事 
!  15-16  保羅讓腓利門看到神在此事上的預備和帶領 
!  17-20  保羅懇請腓利門像接待自己一般接待阿尼西母 
!  21  保羅有信心腓利門的作為會比保羅要求的更好 
!  22  保羅分享他想親自造訪腓利門的期望 
!  23-24  保羅分享其同工的問候並祝禱 
!  25  保羅以恩惠的祝禱結束本信 



抓住作者貫穿全書的思路流程 
!  1-3  書信的開頭 
!  4-7  感謝及禱告 
!  8-22  保羅代阿尼西母向腓利門請求 
!  23-24  來自保羅同工的問候 
!  25  祝禱 

!  4-7 節夾在開場 (1-3 節）與書信主體（8－22 節）
之間 
!  預備腓利門的心傾聽書信的主體 

!  禱告裏的感謝成為接下來請求的基礎 
!  陳述腓利門的特質 

!  讓腓利門能正面回應接下來的要求 



腓利門書  
4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 5 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
和眾聖徒的信心。 6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
都是為基督做的。 7 兄弟啊，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
心從你得了暢快。 
 

8 (所以)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 9 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
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寧可憑著愛心求你， 10 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
兒子阿尼西母求你。 11 他從前於你沒有益處，但如今於你我都有益處。 12 我
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13 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在我
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14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願意這樣行，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15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 16 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
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 
17 (所以) 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 18 他若虧負你或欠
你什麼，都歸在我的帳上。 19 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我並不用對
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 20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裡因你得快樂，並望
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裡得暢快。 



腓利門書  
4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 5 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
和眾聖徒的信心。 6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
都是為基督做的。 7 兄弟啊，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
心從你得了暢快。 
 

8 (所以)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 9 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
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寧可憑著愛心求你， 10 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
兒子阿尼西母求你。 11 他從前於你沒有益處，但如今於你我都有益處。 12 我
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13 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在我
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14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願意這樣行，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15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 16 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
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 
17 (所以) 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 18 他若虧負你或欠
你什麼，都歸在我的帳上。 19 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我並不用對
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 20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裡因你得快樂，並望
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裡得暢快。 



結論 
!  符合文意脈絡的解釋是 正確的解釋 

!  若忽略文意脈絡，可能犯了強迫聖經說我們要說的話的錯誤 

!  文學體裁是作者與讀者的溝通約定 
!  讀者必需忠誠地遵守作者所訂定的規則去探討作者的信息 

!  週邊上下文說明每一段經文都與其他週邊段落有緊密
的聯繫，讓我們更清楚作者寫作的原意。 



作業 1 (20 min) 
! 找出以下經文有緊密關係的上下文 
! 使徒行傳 1:7-8 
!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

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聖靈
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 



! 使徒行傳是甚麼的文體？ 
! 作者是誰？對象是誰？寫作背景？… 

! 嘗試用以下問題去了解作者的思路 ： 
! 這段經文在整章經文或整本書卷中有甚麼的作

用 ？ 

! 若刪除了這段經文，會對這章和這書卷有甚麼
影響 ？ 

! 作者為何要將這段經文編寫或加入在這書卷之
中 ？ 



作業 2 (5 min) 

提後 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 ，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
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  少年的私慾 (youthful lusts) 所指的是甚麼？ 
!  憑你的直覺，少年的私慾所指的是甚麼？ 
!  從週邊的上文下理，探討保羅所指的「少年的私慾」是什

麼？ 



作業 1 
! 找出以下經文 接近 (有關係)的上下文 
! 使徒行傳 1:7-8 
!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

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聖靈
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 



!  接近的週邊的上下文 
!  1:7-8 耶穌是回答門徒的問題 :「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  1:3b 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  耶穌沒有因為他們仍然專注屬世國度而失望或忿怒，只是説天父所定
的時候日期不是他們可以知道的 

!  更將大使命囑咐他們，聖靈的降臨將給予他們能力，擴張神的國度
（屬靈的國度），為基督作見證。 

!  解釋為何不要離開耶路撒冷 (1:4) 

!  解釋為何要等候聖靈的洗 (1:5) 

!  必得著能力 

!  五旬節聖靈降臨 (2:1-4): 成就了基督的應許，彰顯聖靈的能力 

!  2: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  彼得滿有能力的講道 (2:14-36)，感動多人信主，力量是從聖靈而來 
(2:37-42), 彼得醫治瘸腿的能力也是來自聖靈 (3:1-26) 



!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 

!  描述使徒行傳的大綱  

1-7 章：福音在耶路撒冷  
!  耶穌升天； 五旬節聖靈降臨；彼得與約翰奉主名醫病；初期教

會的發展；教會生活的問題； 司提反殉道  

8-12 章：福音從 耶路撒冷 傳到 撒馬利亞  
!  教會受迫害, 門徒到撒馬利亞傳揚福音；掃羅蒙召；彼得向外族

人傳福音；在安提阿建立第一個外族人教會  

13-28 福音傳到 地極 13:1-28:31 
!  保羅三次宣教旅程；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捕被囚；保羅被押送到羅

馬，以及他在羅馬的事奉 



徒 1:8 但 聖靈降臨 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帶出使徒行傳的核心主題： 
!  聖靈的能力和作為 

!  「從第1章開始，聖靈已降臨信徒身上，自此一直帶領信徒，讓使徒
好像主一樣行神蹟奇事。聖靈也是那一位叫人悔改的靈。聖靈又帶領
腓利（8:29、39）、彼得（10:19-20）、保羅和他的同伴（16:6
及下）的行動。」* 

* 節錄自 新漢語聖經簡介 



徒 1:8 但 聖靈降臨 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帶出使徒行傳的核心主題： 
!  聖靈的能力和作為 

!  「從第1章開始，聖靈已降臨信徒身上，自此一直帶領信徒，讓使徒
好像主一樣行神蹟奇事。聖靈也是那一位叫人悔改的靈。聖靈又帶領
腓利（8:29、39）、彼得（10:19-20）、保羅和他的同伴（16:6
及下）的行動。」* 

!  福音的內容是傳講信徒親身所見證的基督的生平、教導、死、復活和升天 

!  傳講耶穌基督是復活的主的見證 

!  「雖然使徒行傳是記載耶穌升天之後的事情，但耶穌升天之前所成就
的事情卻是使徒宣講的核心。書卷多次強調耶穌是復活的主（2:24、
32，3:15，4:10，5:30，10:40-41，13:30、34、37，17:3、
31）」* 

* 節錄自 新漢語聖經簡介 



嘗試了解作者路加醫生寫作使徒行傳的思路 
!  1:8 是耶穌基督升天前 後的應許和囑咐 

! 作者忠心地按著基督的話語作為寫作的主題和大綱 

! 敘述： 

! 聖靈在初期教會的作為和能力 

! 福音如何從耶路撒冷傳至地極的應許得以實踐 

! 大使命工作的核心：藉聖靈的帶領，為主作見證 

! 作者也藉著他的書卷忠實地為基督作見證！ 



作業 2 

提後 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 ，同那清心禱告主的
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  少年的私慾 (youthful lusts) 所指的是甚麼？ 
! 保羅是否勸告提摩太不要放縦情慾？ 



提後 2:14-26 

!  14 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在主面前囑咐他們：不可為言語爭辯，這是沒
有益處的，只能敗壞聽見的人。 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做無愧的
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16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人必進
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17 他們的話如同毒瘡，越爛越大。其中有許米乃和腓
理徒， 18 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 

!  19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他的人」，
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 20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
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 21 人若自潔，脫離卑
賤的事，就必做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
平。 23 唯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總要棄絕，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 

!  24 然而主的僕人 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地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 
25 用溫柔勸誡那抵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26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網羅。 



作業 2 忽略文意脈絡的風險 

!  提後 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
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 少年的私慾：很容易被誤解為少年人放縱情慾 
! 但跟據上文下理，當時以弗所教會被假教師迷惑，在 

2:14-19 保羅要提摩太提醒眾人，不要作無益的爭
辯，只要堅守真道。在 2:23-26 再次勸告不要爭辯。 
! 逃避少年的私慾是不要意氣用事去和假教師爭辯呈

強，或去議論那些假真理。 
! 實在與放縱情慾扯不上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