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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建構你的思考框架

ZMRZLINA 這個字怎樣唸

「 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
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 你愛我嗎 」，就憂愁，
對耶穌說：「 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餵養我的羊。」
（ 約二十一 17 ）

論到基督教會的健康與福祉，我認為鮮有東西比能抓緊深植於

17

（ embedded ）聖經的信息更為重要。聖經的信息就像聖嬰被包裹在
歷史、語言和文化的襁褓帶子裏。我們需要牧者、老師及委身的解
經者共同組成一支不斷更新的軍隊以解開這信息。我們需要的解經
者，是知道他們的工作並知道怎樣做好這些工作的人。本書旨在協
助裝備這隊軍隊。
我要先交待兩件事。首先，我在過去二十年間，向著數以百計
的學生，教授新約解經法，由此，（ 我認為 ）我漸漸明白到甚麼會
讓他們感到興奮，甚麼會讓他們感到恐懼。我特別針對這些問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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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本書。第二，我是基督徒。我是為了使其他基督徒、為了使
耶穌基督的教會直接受益而寫作本書的。因此，我大膽假設某些事
情是真實的而不覺得需要自辯；當然，我現在這樣說，多少也帶點
辯護的意味。以下就列出我的這些假設（ assumptions ）。
18

1.1 要先列出來的若干假設
1.1.1 上帝所靈感的道
舉例說，我假設整本聖經 — 新約和舊約 — 是上帝所靈感
的道（ the inspired Word of God ），那不是單單傳遞給原來的受眾，
也是傳遞給歷史上所有人類羣體的。身為新教（ Protestant ）傳統的
繼承者，我宣認我效忠於新教的聖經；但對於新教稱之為舊約次
經（ Apocrypha ）和 羅 馬 天 主 教 稱 之 為 第 二 正 典（ deuterocanonical
S c r i p t u r e ）的 書 卷 （ 當 中 如 《 多 比 傳 》
〔 To b i t 〕、《 猶 滴 傳 》
〔 Judith 〕、「 馬加比書卷 」
〔 Maccabees 〕與《 便西拉智訓 》
〔 Wisdom
of Sirach 〕），我也甚為欣賞。事實上，我認為這些書卷是任何希
望更全面了解新約聖經的人之必讀材料。

1.1.2 聖經與「 生命的道 」
我 也 假 設：聖 經 作 為 上 帝 所 靈 感 的 道，對 教 會 與 世 界 來
說，這 是 通 往 生 命 及 理 解 的 一 個 基 本 途 徑（ a medium of life and
understanding ）。我 說「 一 個 基 本 途 徑 」，是 因 為 我 從 不 否 認 耶 穌
的自我宣稱的重要性：據約翰福音所言，「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
（ 約十四 6 ）。我坦然宣認相信拿撒勒人耶穌，而祂就是那位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復活的彌賽亞，祂是生命與真理之終極源頭。
然而，我隨即想起我只能透過聖經的話語認識祂。事實上，在整
部聖經中就只有保羅（ 腓二 16 ）及「 約翰 」
（ 約壹一 1；其實作者並
沒有表明自己是使徒約翰 ）用上「 生命的道 」
（ lo,goj [thj/] zwh/j ）這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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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短語 — 縱然他們似乎並非是在指向相同的事：保羅談論的是
教導之傳遞；反之，約翰想要表達的，卻是上帝在位格人（ human
person ）耶 穌 身 上 以 肉 身 彰 顯 自 己（ incarnated manifestation ）。可
是，我們卻明白到，兩者所說的生命的道都是指向能賦予人生命的
話語或信息。在耶穌這人身上，上帝以肉身體現自身；對人類而
言，耶穌這人亦成為賜生命的道（ life-giving word ）。保羅與約翰
以他們自己的文字重述「 生命的道 」— 正如馬太、馬可、路加所
作的。現在我們發現這種重述性的解釋（ restated interpretations ）都
是被置於聖經成文的道中（ written words ）。今天，如果我們希望
了解上帝怎樣透過祂偉大的作為以及祂怎樣透過祂的兒子向我們說
話，我們就一定要查看聖經這些成文的道。（ 當然，你的牧師與你
的母親同樣以他們自己的文字來重述「 生命的道 」，但我們不會以
對保羅、約翰、馬太等人同樣的虔敬來對待他們的重述。）
保羅證明了他自己是深深意識到這種重述的動力的。當他狠狠
地對人性 — 猶太人與外邦人亦然 — 作出評斷之後，他宣稱了
一個大膽的解決辦法：上帝就憐憫我們，介入並來到我們中間（ 羅
三 21 ）。上帝親自出馬，不只是為了猶太人，也是為了外邦人，使

19

他們藉著信靠拿撒勒人耶穌這位被釘死並之後復活的彌賽亞，能夠
找到出路，藉此消除了人與上帝之間不正常的疏離。這種有利外邦
人的觀點驚動和困擾著保羅時代的猶太人。保羅引用經文證明他是
有道理的。當然，他不是第一次這樣做，但這次他用上一條具修辭
作用的問題，而這條問題在今天依然是很有分量的，就正如當年對
保羅那樣：「 經上說的是甚麼呢？」
（“ ti, ga.r h` grafh. le,gei ”
；羅
四 3 ）保羅引用創世記十五章的經文，讓讀者看到，即或是猶太先
祖亞伯拉罕的人生，也在在顯示出上帝對世界列國的開放性。經
文指出，亞伯拉罕在上帝面前之所以蒙悅納，並不是藉著他的行
為，更不是藉著他是猶太人這一特點，（ 畢竟，根據創世記十五章
003

©2011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新約評經法導引內文排版.indd 3

2011/4/6 下午 03:38:38

新約評經法導引

6 節，他還未算得上是「 猶太人 」
！）而是藉著他對上帝的信心以及對
上帝的應許的信心。這信心是公開給全人類的，不論他是否猶太人。
當然，對保羅來說，亞伯拉罕已經離世，而留給保羅的，只有
「 經文 」
（“ h` grafh, ”
；“ the text ”）。因此，在接著的幾節經文中，
他堅稱這些關乎遠祖的話，也是為「 我們的 」緣故而寫成的（ 羅四
23 ～ 24 ）。今天，對我們來說，保羅已經離世，而留給我們的，亦
只有「 經文 」。在「 新的日子 」來到以前，對我們而言，這經文就是
我們的「 終審庭 」，就如對保羅那樣。

1.1.3 羊羣與牧人
來到第三方面。基於聖經對教會生活的重要性，我假設在地上
每一處基督的身體彰顯的地方，都需要有人獻身於聖經研究的工
作，並把其信息盡量完整和準確地傳遞給羊羣。當然，所有識字的
人都可以自行研究聖經，至少可以自行研讀聖經的譯文；不過，要
完整和準確地看清楚、聽清楚聖經所說的，涉及很多事情。聖經的
信息可以簡單得連一個小孩也能明白，也同時可以複雜得使不同學
派的學者們忙得不可開交。稍後，我們會再看看箇中的原因。

1.1.4 聖靈作為解釋者
然而，我所說的一切，並沒有否認或忽略聖靈於解釋聖經上所
發揮的力量（ interpretive power ）。因此，我最後的假設，是聖靈親
自在小孩的心裏以及在學者的心裏動工。不過，在上帝那莫測的智
慧之中，祂認為啟示祂的信息、祂的奧祕的最合適的方法，是人的
血、汗、淚。先知把話說出來和寫下來 — 有時甚至要為此賠上
他們的性命；但我們現今讀這些話語時，會苦苦思索，並合力為我
20

們的時代推敲其含義 — 可有時甚至卻不帶半點激忿。
我們可以從這些基本假設總結出幾個在以後章節所要鋪陳的要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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