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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硏讀的目的 

! 新約學者 Gordon Fee:  
! 「試圖從上文下理去精確地瞭解作者使用這個

單字的原意。」 



文字的深意 (履歷表上措辭的選擇) 
!  Communicated with other department to plan deadline 

!  與其他部門溝通(或交流)去議定限期 
!  Communicate: transmit information, thoughts or feelings; connect; … 

!  Liaised with other department to plan deadline 
!  聯絡其他部門議定限期 

!  Liaise: act between parties with a view to reconcile (調和) differences (與
對方接洽尋求協調的方案) 

!  含有 團隊精神、努力尋找雙贏局面 的意思 

文字的深意 
!  Communicate 比較中性；Liaise 是帶著正能量的用詞；也是較高難度的溝通 

翻譯的不足 
!  「聯絡」只帶出 Liaise 溝通的意思，沒有帶出調和的特性。 



單字硏讀常見的謬誤 (Common Word-Study Fallacies) 

1.  English-only or Chinese only (只用英文或中文) 

2.  Root (字根) 

3.  Time Frame (時間差異) 

4.  Overload (過度引申) 

5.  Word Count (字數頻率) 

6.  Word Concept (字意概念) 

7.  Selective Evidence (偏擇證據 ) 



單字硏讀常見的謬誤 (Common Word-Study Fallacies) 
1.  English-only or Chinese only (忽略原文，只用英文或中文) 

!  同一希臘文字有不同的意思，可翻譯為不同的英文字 
!   paraklēsis for comfort (安慰), exhortation (告誡），encouragement (鼓

勵）… 
!  同一英文子也可以翻譯成不同的希臘文字： 

!  comfort for ���parakaleō, paraklēsis, paramytheomai,… 
2.  Root (字根)： 

!  不要過分倚賴字根去推測文字的意思 
!  e.g. Hamburger: 

!  為何 “Ham-burger” 沒有 ham 火腿 ? 
!  e.g. “呼召”是否要用武力 “刀+口” 才有效 ？ 

3.  Time Frame (時間差異)： 
!  字的含意隨時間改變了，不要將現代的含意強加在原文年代的含意 
!  E.g. 羅 1:16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原文 dynamis : dynamite?  



單字硏讀常見的謬誤 (Common Word-Study Fallacies) 
4.  Overload (過度引申)： 

!  不要用了單字的全部含意來釋經 
!  e.g. Spring: 春天、水泉、跳躍… 

5.  Word Count (字數頻率)： 
!  常用而正確的字義未必適合用在所有的解釋 

!  E.g. 加 3:4 suffer  
!  受苦如此之多 (和合本) vs 經歷了這麽多(新漢語) 

6.  Word Concept (字意概念)： 
!  硏讀單字並不表示明白了這個字所引申的概念 

!  E.g. 明白了 “教會” 的原文的意思並不表示知道新約教會的意義 
7.  Selective Evidence (偏擇證據 )： 

!  不要先入為主，扭曲聖經迎合自己的論點 



硏讀單字的三個基本步驟 
1.  謹慎選擇你要硏讀的單字 
!  Choose your words 

2.  發掘單字的所有可能含意 
!  Determine what the word could mean 

3.  確定單字在上下文中的真正含意 
!  Determine what the word does mean in context 



1.選擇你要硏讀的單字 

!  正確的單字研讀相當費時 
!  大多數的單字己有明確的意義，不用深入硏讀 
!  但有些單字的確要深入硏讀 

!  謹慎選擇你的單字 
1.  關鍵單字：影響經文意義的主要名詞或動詞 
2.  重複的單字：作者通常重複主題單字 
3.  象徵性用語：約 10:9 我就是門 

4.  含糊、困惑、難解的單字： e.g. 多重解釋的單字 



1. 選擇你要硏讀的單字 
!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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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選擇你要硏讀的單字 
!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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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鍵名詞：慈悲、世界 

!  關鍵動詞：勸、獻上、效法、更新、變化 

!  象徵性用語：活祭 

!  難解：侍奉、察驗 



2. 發掘單字的所有可能含意 
!  單字的意義範圍 (或 語意範圍 Semantic Range ) 

!  涵蓋一個單字所有可能代表的意義 

!  單字通常有幾種不同的含意 
!  先找出這單字的所有可能的含意 
!  再找出與上下文 相符的含意來詮釋經文 

!  I can’t wait until spring gets here. 
!  Spring – 跳躍、春天、水泉、弹簧 … 
!  「我等不及定購了的弹簧來到」或「我等不及春天的來臨」？ 

!  It’s so cold, I can’t wait until spring gets here. 
!  「天氣這麼冷，我等不及春天的來臨」？ 

 



沒有完全相同的譯文單字！ 
!  原文單字 與 被譯出來的單字 並不是同一個單字 

!  原文單字有其語意範圍，譯文單字也有它本身的語意範圍 
!  這兩個語意範圍有重疊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  它們只是有部分共通的語意或意思 
!  例子： 

!  Spring 英文字的語意範圍– 春、跳躍、水泉、弹簧, … 
!  春 字的語意範圍: 

!   春季、年歲、男女間的情慾、唐時多稱酒為春、生機 
!  Spring 這個英主字並不包含 年歲、情慾、酒、生機 等的意思 
!  春 字也沒有 跳躍、水泉、弹簧 等的意思 
!  “Spring”和“春”字是兩個不同的字， "春季”的含意是它們唯一的共

通點 



忽略原文的單字硏讀，會引來錯誤的翻譯! 

!  原文：It’s so cold, I can’t wait until spring gets here. 
!  譯文：「天氣這麼冷，我等不及春天的來臨」 

!  Spring” 的語意範圍 ：跳躍、春、水泉、弹簧，口語：營救 … 

!  若要探討“春天”是否合乎作者使用 “Spring” 這個字的原意，需要
從 “Spring” 的英文語意範圍開始，再從上文下理查看有沒有比 “春
天” 更適當的翻譯。 

!  若是不小心用了 譯文“春”字的語言範圍 (春天、年歲、情慾、酒、生
機 )來做 “Spring” 的單字硏讀，很大機會會引起像以下的錯誤翻譯： 

!  「天氣這麼冷，我等不及 “酒”的來臨」 

!  Spring 完全沒有酒的意思！ 



2. 發掘原文單字的所有可能含意 

聖經原文是以希伯來文(舊約)和希臘文(新約)寫成 
! 單字硏讀要以原文的語意範圍作基礎 



如何找出原文？ 
工具書： 
Concordance & 
Dictionary 
詞語索引 和字典 

Bible Apps  
平台下載 
電子版的工具書 

 

網上聖經工具： 

 



原文的編號 
!  Strong Number: 

!  James Strong (1822-1894 A.D.) 將 King James Version 
(KJV) 的每一個英文詞彙與原文詞彙作出對照，加以編號 

!  用編號可在原文字典找出原文及其定義 
!  希伯來文: 8674 詞彙 
!  希臘文: 5523 詞彙 

!  G/K Number: 
!  Goodrick-Kohlenberger (G/K) Key numbers  
!  編號以 NIV 版本為基礎 



用語索引 (Concordance Work) 

腓 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
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 
竭力追求 (press on)，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
得著我的。   
 

士 
撒下 

伯 

詩 
箴 
何 
彌 
徒 

腓 

啓 

G/K 



語意範圍： 
1.  to pursue 
2.  persecute 
3.  to systematically oppress and 

harass a person or group 
4.  pursuing a person on foot in 

a chase 
5.  striving and pressing on a 

goal with intensity’ 
在整本聖經出現 45 次: 
!  persecuted 受逼迫 (14 次), 

persecute 逼迫 (11 次),…, 
press on 竭力追求 (2 次), 
pursued 追求 (2 次),…, strive 
to do 盡全力去做 (1次) 

[相關字] 



査閲上下文以發掘單字的語意範圍 

! 發掘語意範圍的第二件事是觀察上下文 
! 去瞭解這個字的每一個可能定義的應用和特性 

! 進行單字研讀的 高原則是： 
! 上下文決定單字意義 



腓 3:12 這不是説我已經得
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  

竭力追求 (press on)，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
得著我的。   
 

語意範圍 
1.  persecute(d) (受)逼迫,  
2.  press on 竭力追求  
3.  pursued 追求  
4.  strive to do 盡全力去做 
5.  … 

發掘單字的語意範圍 
•  從相關經文及上下文去探討每一個定義的用法 



3. 決定單字在上下文中的真正含意 
掌握了原文單字的語意範圍及其應用後， 後是去探討你要研讀
的單字在經文裏的意思 

!  硏讀單字的 重要原則： 
!  上下文決定單字真義 

!  包括單字週邊的所有事物 

!  所在的段落 

!  主題 

!  作者的論點或思路 

!  作者及原始聽眾的歷史情境等外在因素 



單字 

上下文同心圖 

目的：以 接近的上下文開始逐漸往外看，直到找到答案為止 



腓 3:12 這不是説我已經得
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  

竭力追求 (press on)，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
得著我的。   
 

語意範圍 
1.  persecute(d) (受)逼迫,  
2.  press on 竭力追求  
3.  pursued 追求  
4.  strive to do 盡全力去做 
5.  … 

發掘單字的語意範圍 
•  從相關經文及上下文去探討每一個定義的用法 

腓 3:12 的上下文 

��� G/K1503)  



一些幫助找出 適合含意的問題 (1) – 對比 
在 接近的週邊上下文，有沒有對比或作比較的單字？ 

!  弗 4:29 汙穢 (NIV: unwholesome, sapros  ) 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隨事說造就人(oikodomē) 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  sapros:  腐敗發臭，品質卑劣的，壞的, 惡的 
!  oikodomē: 建築物, 建設…, 以愛心、言語、鼓勵及行動培

植建立別人 
!  sapros (和合本 汙穢的言語): 任何傷害人際關係的言語 
!  新譯本/新漢語：壞話 

, sapros   



一些幫助找出 適合含意的問題 (2) – 經文主題 

經文主題是否有助於決定單字意義？ 
! 創 39:14 你們看！他帶了一個希伯來人進入我們家

裡，要 戲弄 (ṣāḥaq, NIV: make sport of) 我們。他到我
這裡來，要與我同寢，我就大聲喊叫。 
! Ṣāḥaq: 戲弄？嘲笑？愛撫？暗笑？ 
! 上下文主題顯然是兩性關係： 
! 新譯本/新漢語：調戲我們 



一些幫助找出 適合含意的問題 (3) – 作者應用方式 
作者在其他類似的上下文使用同一單字的方式是否有幫助？ 

!  約 3:16 神愛世人 (NIV: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kosmos”) 
!  Kosmos : earth, world system, whole universe; adornment. In some 

contexts, the world is simply the place where people live, 
     in other context, 約翰通常用這個字表達悖逆和抗拒神的世人 

!  約 1: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  約 1:29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  約壹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

驕傲 

!  神愛世人： 
!  約翰要藉著「世人」這個詞彙去彰顯神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 

!  「世人」是指一群藐視神的、悖逆神的人，但神還是願意差遣愛子
為這些不值得祂愛的人而犧牲！ 



一些幫助找出 適合含意的問題 (4) – 書卷論點 
作者在那本書卷的論點是否有助於釐清含意？ 

!  加 3:4 你們受苦 (paschō, NIV 1984: suffered ) 如此之多，都是徒然
的嗎？難道果真是徒然的嗎？ 

!  希臘文 paschō 有多種含意 
!  負面的體驗 (例如 受苦、忍受苦難) 
!  正面的體驗 (例如 經歷) 

!  加拉太全書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論點 
!  加拉太人領受聖靈正面的經驗，週邊經文也談及聖靈的恩賜和

神蹟 (e.g. 加 3:3 你們既靠 聖靈入門) 
!  保羅在加 3:4 的問題是： 

!  你們是否要徒然捨棄他們豐盛的聖靈體驗？ 
!  新漢語：你們經歷了這麼多; NIV 2005: experienced 



一些幫助找出 適合含意的問題 (5) – 歷史情境 
!  歷史情境是否傾向特定的含意？ 

!  腓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 (politeuomai, NIV: conduct yourselves) 與基
督的福音相稱 
!  保羅在這裏用 “行事為人” 可能有弦外之音 

!  若與腓立比人的處境相連 
!  腓立比公民相當看重和自負他們是羅馬殖民地公民的身分 
!  保羅是在提醒當地的基督徒行事為人不單要像羅馬殖民地公民，更要

像個天國的公民！ 
!  新譯本：你們行事為人 (“行事為人”原文也可譯作“作公民”) 
!  新漢語：腓1:27 你們的生活* 

!  *是翻譯原文的πολιτεύεσθε。雖然此詞可以看作與περιπατέω 同義，
但此詞在新約中只出現兩次（另見徒23:1），所以保羅用這詞，可能
有其用意。再者，此詞的同源詞πολίτευµα「公民」在3:20出現，所以
保羅於此可能有「公民」的意義，或可譯作「過天上公民的生活」。 



結論 
!  單字是建構語言的磚塊，一塊疊一塊，拼湊出鮮活的大圖像 

!  抓緊個別單字的同時，也洞悉整段經文的含意。 

!  聖經原文是以希伯來文(舊約)和希臘文(新約)寫成 
!  單字硏讀要以原文的語意範圍作基礎 

!  單字的含意取決於它週邊的上下文 
!  上下文決定單字含意 

!  單字含意也協力組成上下文 

!  硏讀單字時，可以清楚看見整體和部分間的鮮明互動 



分組討論習作 (30 min) 
 



分組討論 – 睡覺的問題： 
!  帖前 4: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

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 我們若
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
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
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
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  帖前 5: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
謹守。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
醉。 

!  帖前 5:9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
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
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分組討論： 
「睡了」、「睡覺」和「睡著」出現在帖前 4:13-15, 5:6-7, 5:10 的經
文有好幾次，他們是譯自兩個不同的原文單字 ？ 

!  4:13-15: koimaō (Strong # G2837) – (1) 入睡、睡著 (2) 去世、死亡 
!  5:6-7, 5:10 : katheudō (Strong # G2518) – (1) 入睡、睡著  
 

探討這兩個原文單字的語意範圍，從它們岀現過的經文去探討它們的應用，然後
從上下文去決定它們在帖前的含意。 

1.  當 G2837 用來形容「死」的時候，「死了」的人的共通處是甚麼 ？ 

2.  G2518: 「睡著」在 5:6 經文中是形容睡覺、還是有別的意思？ 

!  查閲其他有 katheudō 的經文，若它們的含意與 katheudō  在帖前的意思
相似，它們有什麼共同特徵？ 

3.  5:10  “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是否説 “無論是生或死都能得救，都
與主同活” 還是有什麼其他含意 ？ 



!  帖前 4: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
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15 我們現在照主
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
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  G/K# G3121 (Strong # G2837) κοιµάω koimaō, v. [18] [√ 3023]. 
(pass.) to fall asleep, sleep; die:–  
!  fallen asleep (6), asleep (3), died (2), fell asleep (2), dies (1), sleep (1), 

sleep in death (1), sleeping (1), sleeps (1) 
!  太 27:52, 28:13; 路 22:45; 約 11:11, 12;  
!  徒 7:60, 12:6, 13:36,  
!  林前 7:39, 11:30, 15:6, 15:18, 15:20, 15:51;  
!  帖前 4;13, 14, 15; 彼後 3:4 

* 可優先考慮査閲藍色字體的經文 



!  帖前 5: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
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 

!  帖前 5:9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
耶穌基督得救。 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
與他同活。 

!  G/K # G2761 (Strong # G2518) καθεύδω katheudō, v. [22] [√ 
2848]. to sleep, fall asleep:–  
!  sleeping (11), asleep (6), sleep (2), fell asleep (1), sleeper (1), 

sleeps (1) 
!  太 8:24, 9:24, 13:25, 25:5, 26:40,43,45; 
!  可 4:27, 38, 5:39, 13:36, 14:37 
!  路 8:52, 22:46; 弗 5:14; 帖前 5:6,7,10;   

* 可優先考慮査閲藍色字體的經文 



腓 3:12 這不是説我已經得
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  

竭力追求 (press on)，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
得著我的。   
 

語意範圍 
1.  persecute(d) (受)逼迫,  
2.  press on 竭力追求  
3.  pursued 追求  
4.  strive to do 盡全力去做 
5.  … 

發掘單字的語意範圍 
•  從相關經文及上下文去探討每一個定義的用法 

腓 3:12 的上下文 

��� G/K1503)  



分享討論結果 
 



分組討論 – 睡覺的問題： 

!  帖前 4: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
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
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
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  帖前 5: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
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 

!  帖前 5:9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
耶穌基督得救。 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
他同活。 



分組討論： 
「睡了」、「睡覺」和「睡著」出現在帖前 4:13-15, 5:6-7, 5:10 的經
文有好幾次，他們是譯自兩個不同的原文單字 ？ 

!  4:13-15: koimaō (Strong # G2837) – (1) 入睡、睡著 (2) 去世、死亡 
!  5:6-7, 5:10 : katheudō (Strong # G2518) – (1) 入睡、睡著  
 

探討這兩個原文單字的語意範圍，從它們岀現過的經文去探討它們的應用，然後
從上下文去決定它們在經文的含意。 

1.  當 G2837 用來形容「死」的時候，「死了」的人的共通處是甚麼 ？ 

2.  G2518: 「睡著」在 5:6 經文中是形容睡覺、還是有別的意思？ 

!  查閲其他有 Katheudō 的經文，若它們的含意與 Katheudō  在帖前的意思
相似，它們有什麼共同特徵？ 

3.  5:10  “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是否説 “無論是生或死都能得救，都
與主同活” 還是有什麼其他含意 ？ 



1) 當 G2837 用來形容「死」的時候，
「死了」的人的共通處是甚麼 ？ 



κοιµάω koimaō, (Strong # G2837)  
!  用以表示「入睡」意思的經文： 

!  太 28:13 「你們要這樣說：『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他的門徒來把他偷
去了。』 

!  路 22:45 禱告完了，就起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了 
!  徒 12:6 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彼得被兩條鐵鏈鎖著，睡在兩個兵

丁當中，看守的人也在門外看守。 



κοιµάω koimaō, (Strong # G2837)  
!  用以表示「死了」意思的經文 ： 

!  太 27:52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  約 11:11 耶穌說了這話，隨後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 睡了，我去叫醒他。」 
!  徒 7:59 b 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60 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啊，不要將這

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 睡了。掃羅也喜悅他被害。 
!  徒 13:36 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歸到他祖宗那裡，已見朽壞。 
!  林前 7:39 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 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

這在主裡面的人。 
!  林前 11: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30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  林前 15:6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 睡了的； 
!  林前 15:18 就是在基督裡 睡了的人，也滅亡了…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

子。 
!  林前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52 就在一霎時，

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  帖前 4;13 論到 睡了的人，…。 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 睡了 的人，神也必將

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
不能在那已經 睡了 的人之先。  

!  彼後 3:4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睡了”的人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 



κοιµάω koimaō, (Strong # G2837)  
!  用以表示「死了」意思的經文 ： 

!  太 27:52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  約 11:11 耶穌說了這話，隨後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 睡了，我去叫醒他。」 
!  徒 7:59 b 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60 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啊，不要將這

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 睡了。掃羅也喜悅他被害。 
!  徒 13:36 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歸到他祖宗那裡，已見朽壞。 
!  林前 7:39 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 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

這在主裡面的人。 
!  林前 11: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30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  林前 15:6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 睡了的； 
!  林前 15:18 就是在基督裡 睡了的人，也滅亡了…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

子。 
!  林前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52 就在一霎時，

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  帖前 4;13 論到 睡了的人，…。 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 睡了 的人，神也必將

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
不能在那已經 睡了 的人之先。  

!  彼後 3:4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睡了”的人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 

似乎這些 “睡了”的人都是“在主裡面”的人 



2) G2518: 「睡著」在 5:6 經文中是
形容睡覺、還是有別的意思？ 



καθεύδω katheudō (Strong # G2518) 
!  太 8:24 海裡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 
!  太 9:24 就說：「退去吧！這閨女不是死了，是睡著了 。」; 可 5:39 「為什麼亂嚷哭泣呢？孩子不是

死了，是睡著了。」路 8:52  耶穌說：「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著了。」 
!  稗子的比喻 ：太13:25 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裡就走了。 
!  太 25:5 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都打盹睡著了。… 13 所以，你們要警醒 
!  客西馬尼禱告 

!  太 26:40 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43 見他們睡著了…45 於是來到門徒那裡，對他們說：「現
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 

!  可 14:37 耶穌回來，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西門，你睡覺嗎？不能警醒片時嗎？ 總要
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  路 22:46 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  可 4:27 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 
!  可 4:38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 
!  可 13:35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什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 

36 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著了。 
!  弗 5:14 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  帖前 5: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 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

是在夜間醉。 
!  帖前 5: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καθεύδω katheudō (Strong # G2518) 
!  太 8:24 海裡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 
!  太 9:24 就說：「退去吧！這閨女不是死了，是睡著了 。」; 可 5:39 「為什麼亂嚷哭泣呢？孩子不是

死了，是睡著了。」路 8:52  耶穌說：「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著了。」 
!  稗子的比喻 ：太13:25 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裡就走了。 
!  太 25:5 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都打盹睡著了。… 13 所以，你們要警醒 
!  客西馬尼禱告 

!  太 26:40 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43 見他們睡著了…45 於是來到門徒那裡，對他們說：「現
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 

!  可 14:37 耶穌回來，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西門，你睡覺嗎？不能警醒片時嗎？ 總要
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  路 22:46 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  可 4:27 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 
!  可 4:38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 
!  可 13:35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什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 

36 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著了。 
!  弗 5:14 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  帖前 5: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 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

是在夜間醉。 
!  帖前 5: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當 “睡著”以喻意式用語出現時，似乎都附帶著有警戒的言語，勸信徒
在屬靈生命上要警醒，不要打盹！意味著屬靈上的懶散、沒精打釆。 



3) 5:10  “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是否說 “無論
是生或死都能得救，都與主同活” ，還是有什麼其他含意 ？ 
 

!  5: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 (grēgoreō) 、睡著(katheudō)，都與他同活。 
!  5: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 (katheudō)，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 (grēgoreō) 謹守。 

基於以下的論點，從單字硏讀的角度來看，似乎保羅要在“katheudō” 這個字要表達的含意是 
“屬靈上的沒精打釆” (但亦有學者持不同的意見，認為含意是 “無論是生或死”)： 

1.  “katheudō” 沒有死的含意 (但有爭議性：有些字典有 “睡在死中”的喻意) 

2.  5:10 中的 “醒著” vs “睡著” 的對比與 5:6 中 “醒著” vs “睡著” 所用的單字和對
比都是一樣的 

3.  週邊的上下都有勸勉的意思 

!  5:11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  決定了”睡著”在 5:10 的真正含意後，就可以從文意脈絡去探討這節經文的意義！ 



帖前 5: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  是否説無論是生或死都能得救，與主同活？ 

!  支持 “無論是生或死” 含意的： 
!  ESV Study Bible: 5:10 awake or asleep. Alive or dead. “Awake” alludes to the concern of the living 

Christians regarding their destiny on the day of the Lord (vv. 1–11), while “asleep” alludes to the destiny of 
deceased Christians (4:13–18). 

!  聖經啓導本(海天書樓)：這種與主基督聯合而有的新生命，是現在活著(醒著)和已死(睡著)的
基督徒所共有的。主再來時，已死的信徒因為具有主的生命，所以也能像基督一樣復活。 

!  支持 “屬靈上懶散” 含意的： 
!  CSB Study Bible: In 5:6-7, ‘sleep’ refers to moral lethargy (屬靈上的沒精打釆) . Some interpreters take 

‘sleep’ in v10 as an euphemism (委婉的説法) for ‘death’, but a good case can be made that the same Greek 
word in this context refers to moral lethargy as well. Thus Paul is saying in v10 that whether believers are 
alert or not for the day of the Lord, we will still ‘live together’ with the Lord. 

!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What did Paul mean by whether we are awake or asleep? Did he mean 
“whether we are alive or dead,” or “whether we are spiritually alert or lethargic”? It seems that he meant the 
latter because he used the same words for “awake” (grēgorōmen) and “asleep” (katheudōmen) as he used in 
verse 6, where they clearly mean spiritually alert and spiritually lethargic. If so, then Paul’s point is that 
Christians are assured of life together with Him, whether they are spiritually watchful or not. That they 
might live with Christ was His purpose in dying for them. They will escape God’s wrath whether they are 
watchful or not (cf. 1:10). This is a powerful argument for a pre-tribulational Rapture (大災難前的被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