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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回答生命與永恆的偉大問題
The Bible Answers the Great Questions of Life and Eternity.

誰是神，祂像甚麼？Who is God,and what is he like?



聖經回答生命與永恆的偉大問題

我怎麼與神聯繫How can I connect with God?



聖經回答生命與永恆的偉大問題

我是誰 Who am I?



聖經回答生命與永恆的偉大問題

我怎麼克服內疚與恐懼

How can I overcome guilt and fear?



聖經回答生命與永恆的偉大問題

我怎麼與人聯繫並建立良好關係？

How can I connect and relate well with others?



聖經回答生命與永恆的偉大問題

我怎麼善於應付和理解自然？

How can I best cope with and relate to nature?



你能用一個字∕詞概述聖經嗎？
Can you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Bible in one word?

•怎樣

•How about... 

基督

Christ?



你能用一個字∕詞概述聖經嗎？
Can you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Bible in one word?

•救恩

•Salvation?



你能用一個字∕詞概述聖經嗎？
Can you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Bible in one word?

•關係
Relationships?

–縱Vertical

–橫Horizontal



你能用一個字∕詞概述聖經嗎？
Can you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Bible in one word?

•怎樣 How about…

信靠並順服（主）
Trust and Obey (The LORD)



聖經是關於甚麼

WHAT IS THE BIBLE ALL ABOUT (in one sentence) ?

神是誰 Who God is
我們是誰 Who we are
我們與神有何關聯 How we relate to God
我們如何納入神的計畫
How we fit into God’s plans

過去in the past
現在in the present
未來 in the future



你能用一段句子概述聖經嗎？

Can you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Bible in one paragraph?

聖經的主題是關於那位創造一切美好事物的神，祂很慈愛，包括
公正，至高和至聖。人類是祂創造的冠冕，擁有祂的形像，並渴
望與祂有永恆的團契，卻犯罪而破壞了他們與神的關係。慈愛又
公義的神，被那傷害祂所愛的人類，污染了祂純潔的創造的罪所
冒犯，但祂不願摧毀自己創造的冠冕;可是他們現在不配了，無
法進入聖潔的神面前，除非神來改變他們並使他們適合與祂團契。
為此神實施祂的計劃，來拯救那些回應祂所賜的不靠個人功德的
祝福（恩典）的人。然後召聚一群蒙拯救的人，訓練並裝備他們
作為祂的特使，賜給他們使命去將祂的救恩計劃傳遍世界，使所
有願意相信並順從祂那位已征服撒但、邪惡和他們所帶來的死亡
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而得救。當神認為時候對了，基督會再回來，
為世界伸張正義，將那些委身邪惡的人分開，並將祂所
拯救的人帶進新天新地。



為什麼我們相信聖經是真的，它是神的話語？

理由

1.耶穌肯定舊約聖經

2.見證耶穌復活和其他
事件的人寫了新約。

理由的支持

1.馬太福音5:17-18 

2.耶穌的權柄從祂的教學、神跡，尤其是
祂的復活被公認。使徒保羅見證，有超
過500人，在耶穌復活以後看見祂，當
保羅寫哥林多前書 15:6 的聲明時，有
許多見證人都還活著，他暗示“去與他
們交談”。 在那種文化和小地方，那
些見證人都是現成的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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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1.耶穌肯定舊約聖經
2.見證耶穌復活和其他事件的人

寫了新約。
耶穌的權柄從祂的教學、神跡，尤
其是祂的復活被公認。使徒保羅見
證，有超過500人，在耶穌復活以
後看見祂，當保羅寫哥林多前書 15:6
的聲明時，有許多見證人都還活著，
他暗示“去與他們交談”。 在那種文
化和小地方，那些見證人都是現成的
評
論家。

右圖是主後第一世紀在以色列的墳墓。

參看馬太福音28:2

為什麼我們相信聖經是真的，它是神的話語？

理由的支持



為什麼我們相信聖經是真的，它是神的話語 ?

理由

3.歷史著作和考古發現，證實
聖經的話語。

•和我一起參加聖地教學的人
，看到刻在卡納克神廟
Karnak Temple記載埃及事
件的圖示，說到聖經列王記
上14:25-28 和歷代志下
12:1-12 的記載。

•這個證據是駁斥那些無知，
妄言聖經未言及聖經之外的
事的諸多證據之一。況且，
聖經中沒有任何曾被縝密科
學研究駁倒的事。

點擊圖片打開錄像

理由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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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相信聖經是真的，它是神的話語？

理由

從這視頻可以看到使人信服
福音的另一個重要真理。

•無神論者和其他聖經批評
家錯誤地說，沒有任何聖
經之外的事物能證實聖經
所說的。

•這是許多特殊事物中的一
個。 當然，聖經並不需要
證明;它本身可以確立，但
告訴他們這個古老的考古
遺址或給他們看這視頻。
（將游標放在圖片的右邊
，點擊URL:
https://youtu.be/ioLgNen0KQI按
鈕）。

理由的支持

這口井是在敘加 （現代的納布盧斯）
耶穌在那裡遇到撒馬里亞的婦人。（
約翰福音 4:1-42。請注意訴 11，"井
深"）。請參看墬下水桶所需要的繩索
。
從倒一杯水到井裡所花的時間是 4 秒
！ （聽到濺水聲）。

https://youtu.be/ioLgNen0KQI


理由

4.第一批基督徒選擇死亡，而
不願否認他們看到從死裡復活
的耶穌基督。他們和歷代許許
多多的基督徒，心甘情願，甚
至高興地，放棄他們的生命而
不宣告放棄自己對耶穌的信仰
。20和21世紀為信耶穌殉難的
人數，超過前20個世紀殉難人
數的總和。仍有很多人願為他
們的信仰犧牲;請記得為他們
和他們的家人禱告。許多人在
其他方面，因拒絕否認在基督
裡的信仰而受苦。

理由的支持

4.那麼，為什麼這種理由支持相
信聖經是真的，它是神的話語
呢？ 指控新約聖經的論調之一
是：它是由那些氣餒的門徒，
為顧全面子，寫出一個神話。
殉道者的鮮血擊敗這種意見。
人們絕不會為他們知道那是神
話故事，或因追隨俗尚而甘心
死亡，或受其他方式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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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相信聖經是真的，它是神的話語 ?



為什麼我們相信聖經是真的，它是神的話語 ? 

理由

5.正確的解釋，聖經是與縝
密科學研究和其他學科一
致的。

理由的支持

5.我們必須不斷地辨明，哪些是按
照正規的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
哪些是假的、別有用心，不按正
規科學方法所產生，毫無價值的
發現。那些縝密的實證研究，絕
不違背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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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urther Information

■ For more on why the historic Christian church believes the Bible is 
true and that it is the trustworthy Word of God, click on the 
Christian Theology page of my Website at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theology/ or more easily, 
www.edwardseely.com, which will take you to the same Website. 
Click on the link, Prolegomena (Reasons Why We Believe the Bible
Is the Trustworthy Word of God) and then on the title of the essay 
in which you are interested, e.g., Why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Jesus, Eyewitnesses, Archaeology, or Why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Fulfilled Prophesies, or Why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Bible and Science.

■ See the accompanying Bible Digest Notebook.

■ See also my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Essential Christianity: 
Historic Christian Systematic Theology, which focuses on its very 
practical dimensions. In addition, I have another, academic, 
Website at https://seelyedward.academia.edu/.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theology/
http://www.edwardseely.com/


為何要研讀舊約聖經
Why Study the Old Testament?

•舊約是神的話。

•舊約（OT）對我們來說
也具有權威性的。

•只有藉著研究舊約，我
們才能理解新約（NT）。



為何要研讀舊約聖經
Why Study the Old Testament?

•舊約是第一批基
督徒的聖經

•因此，編寫NT的
作者認為在編寫
NT時不必重複OT
的教學。



為何要研讀舊約聖經
Why Study the Old Testament?

•聖奧古斯丁（公元354-
430，北非河馬主教）解
釋了兩約之間的關係如下：

•“新的隱藏在舊的; 舊的
啟示在新的。“

•參看路加福音24：27,44; 
約翰福音1:45;5:46。



聖經神學的沙漏觀



第一部：概貌的概述第一課：概貌的概述



第一課：概貌的概述

I 以色列的土地

A. 其背景

（約書亞記1：1-5））



第一課： 概貌的概述

歐洲

亞洲

以色列

非洲

地中海

耶路撒冷



第一課： 概貌的概述

B.其地理特徵

（出埃及記3：8,17;民
數記14：8;申命記
26:15;約書亞記5：6;
耶利米書32:22;以西
結書20：15-20）



第一課： 概貌的概述

II‧聖經時間表
A.史前史

（創世記1-11）

B.先祖時期：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約瑟
（創世記11：31-32;

12：1-3;17-50）



第一課： 概貌的概述

C.出埃及The Exodus

（出埃及記1-15）

D.寄居沙漠The Sojourn 
in the Desert（出埃
及記16-申命記32）

E.征服迦南

The Conquest of 
Canaan（約書亞記）

F.士師時期

士師記（士師）



第一課： 概貌的概述

G.統一王國

（撒母耳記上–列王記上
12:17;歷代誌上 1-歷代誌下
10:17）

H.分裂王國

（列王記上12：18-2列王記下
2：2; 歷代誌下10：18-36：
14）

I.流亡與回歸

（列王記下25：3-30;歷代誌
下36：15-23;以斯帖記;以斯
拉記;尼希米記）



第一課： 概貌的概述

J.兩約之間時期（公
元前539年 - 公元
前43年）



第一課：概貌的概述

K.耶穌的時代

（公元前4世紀 - 公元33年）

（加拉太書4：4;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使徒行傳1：1-11）



第一課： 概貌的概述

L.早期教會

（使徒行傳1：12-28：31;
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
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
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前、
後;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
書;腓利門書;希伯來書;雅
各書; 彼得前、後書;約翰
一、二、三書;猶大書;啟示
錄）



第一課： 概貌的概述

M.剩餘的歷史：耶穌第二次

再來和榮耀的未來

（以賽亞書60章;馬太福音24：
3-25：46;馬可福音13：3-
37;路加福音21：5-36;23：
32-43; 哥林多前書15; 帖
撒羅尼迦前書4：13-18; 
彼得後書3; 啟示錄4-
7;19-22）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挪亞
亞伯拉罕

摩西
大衛

尼希米

耶穌
基督

五旬節

教會



第二課：創世紀：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I.人類的創造與墮落

A.創世記的重要性
1-3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B.創世記1-3的解釋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II. 神的拯救計劃
A.其實施
在伊甸園時已經
施行
（創世記3:15）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II．神的拯救計劃

B. 其目的

1.創造：神和人

類的團契

（創世記1-2）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II.神的拯救計劃

B.其目的

2.克服墮落/死亡：

人類與至聖（聖哉、
聖哉、聖哉）的
神分離（創世記3;
馬太福音7：15-
23）

罪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II.神的拯救計劃

B.其目的

3.重造：神和人類
在基督裡復合（以
賽亞書53;哥林多後
書5：17-21）

基
督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II.神的拯救計劃

C.它的本質

它是百姓蒙恩成為祝
福的一種約（創世記
12：1-3; 17：1-16;
羅馬書4;加拉太書3：
26-29;以弗所書2：8-
10;歌羅西書2：9-12）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III.神與祂百姓的契約

A.中東盟約的本質

B.神的聖約的本質

（創世記12：1-3; 17：
1-16;羅馬書4;加拉太書3：
26-29;歌羅西書2：9-12）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C.神聖約的功能

（創世記12：1-3;哥林多
後書5：17-21; 彼得前書
2：9-12）神之約的成員
資格是為某種目的而不是
地位; 我們為某個目的被
分別歸神為聖。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IV.猶太人列祖和其他
關鍵人物和事件

A.挪亞後裔遍佈世界

（創世記5-10）

列國圖表

雅弗或印歐人

閃或閃族人

含或非洲人民

分配給含和閃人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B.亞伯拉罕

（創世記11-25）

C.以撒和以實瑪利和他們的後
代（創世記16-18; 21-35）

D.雅各（創世記25-50）

E.約瑟（創世記30-50）

他拉

亞伯拉罕 拿鶴 密迦

以撒 利百加

以掃 雅各

彼土利

拉班

利亞 拉結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五.中心主題

A.地球，地面，土地（創

世記2：7;4:12; 17：8 

[取決於服從（王上9：

1-9）]; 詩篇37:11但參

見馬太福音5：5和羅馬書

4:13; 啟示錄21：1）

B.女人是男人的配偶

（創世記2:18;馬太福音19：
4-6）

•人類與土地有著精神上的
融洽關係。亞當=人類; 
adamah =地面。 土地是
重要的，對身體–靈魂合
一的人是永恆的。
•她是屬於他的實質，是他
的另一半，是他為神的目
的的幫助者。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C.名字，命名（創世記2：
19-20; 5：2;約翰福音
3:18; 14:14;15:16; 
使徒行傳4:12; 以弗所
書1:21; 啟示錄3：
8;15：4）

D.血（創世記4：10,11,;9：
4;利未記17：11,14; 
希伯來書9:22）

•給予者是優越的。

•名字是人，揭示人格

•生命在血液中.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E.聖約（創世記12：
1-3; 17：1-16;馬
太福音26：26-28）

•聖約是理解聖經的關鍵
概念。這是神在祂和祂
所選擇的人之間建立的
特殊關係; 這是祂賜予
特殊恩典的主要背景。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F.言行一致（創世記16:13;
申命記27:26; 馬太福音7：
15-23）
G.記憶/記得（創世記
29:29;詩篇9：5-6,12;以
賽亞書43:25;馬太福
26:13;馬可福音8:18;路
加福音1:72; 17:32; 
23:42; 24：6）

•OT和NT中的相同單詞
word意味著單詞word
和事件event，單詞
word和行為deed都是
一個單詞word。
•在希伯來語中，記憶
memory和存在
existence是相互聯
繫的。 思想耶利米
書31:34的意義。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H.神能聽（創世記
21:17;29:33; 30：6;詩
篇10:17;約翰福音5:30; 
11：40-42;彼得前書
3:12 [與不能聽的偶像
形成鮮明的對比：啟示
錄9：20）

I.神的逐步啟示（創世記

18:17; 馬太福音5：21-
22,27-28,38-39）

•祂既是內住的，也是
超越的。祂了解我們
的需求並使我們滿足。

•神以祂的百姓可以理
解的方式進行交流，
並在往後成熟的階段
啟示更多引至基督的
事情。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J. 天使（創世記18：2; 32:24;路
加福音1：11,26,28,30,35; 2：
10,13; 22:43;馬太福音1:20; 
2：13,19; 28：2 ，5;使徒行
傳5:19）

K.神是一位活躍的神（創世記1：
1-2：3;出埃及記13：14-15：2，
尤其是第13：14,19,21; 14：
13-14,21-25,30- 15：2;列王
紀上18：1-特別是第36-39頁，
46;以弗所書4：4-10）

•希伯來語和希臘語都是
“信使messenger ”

（來自神）。

•整本聖經的每一頁，神表
明自己積極關心祂的創造，
並實現祂的創造和救贖的
目的。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L.神一直與我們同在

（申命記31：6,8;約書亞
記1：5;馬太福音1：20-
23; 28:20;希伯來書13：
5-6）

M. 罪

（創世記2:17; 3：1 
ff .;羅馬書6:23）

• 神永遠與我們同在，永
遠不會離開我們或拋棄
我們，所以我們不要害
怕。

1.罪一開始就與違背神有

關（創世記2:17;3：

1ff。）。如聖經的啟示，

罪是不服從神的性格和

意志。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M. 罪

（創世記2:17; 3：1 
ff .;羅馬書6:23）

2.罪導致兩種類型的死
亡：肉體的死亡（創
世記2:17）和永恆的
死亡（啟示錄20：6）。
神是至聖的，也是生
命之源，不會與罪人
相交。罪被聖靈揭發
出來。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M.罪

(創世記 2:17; 3:1 
ff.;羅馬書 6:23) 

即使是無意的罪也會
帶來罪惡感。（利未
記4:13 ff。）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N.分離 Separation

（創世記24：1-4;28：

1; 彼得前書2：9-10）

•神的子民要與周圍環境
中異教徒的影響分開，
才能對最神聖（聖哉、
聖哉、聖哉）的神持守
聖潔。

•他們的分離與他們與神
的聖潔（分離）有關，
是為了要完成他們的呼
召和使命。



第二課：創世記：它的世界及其當代影響

O.一神論

（創世記31:19;35：
1-4; 申命記6：4; 以
弗所書4：3-6)

•在聖經時代，只信仰
一位神是新穎的，只
有以色列人才能分享
這種信仰，由於周圍
文化的影響，他們往
往是不忠心的。



第三課：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摩西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1.歷史情況：從公元前2000年到征服迦南和
士師，有三個勢力爭奪著該地區的政治
控制權。

A.埃及Egypt

列王紀上6：表示出埃及記發生在約公元
前1446年

B.赫 Hatti

赫位於現在的土耳其中部

C.米坦尼 Mittani

瑪代高地的印度–伊朗人，其中包括何
利人Horites，可能還有赫人。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II.出埃及記神學

A.出埃及記事件與以色

列的歷史和神學（例

如申命記6：4-14）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B.神的力量（例如，詩篇66：
6）

C.神的關懷，公義和愛（例
如，參見詩篇102：18-22出
埃及記2：23-25;詩篇136：
10-26）

- 因此祂不能忽視罪惡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D.救贖和

自由

綑綁

（例如，士師記 6：

7-10）



第三課：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E.人類對神恩典的回應：
以敬拜和工作感恩
（詩篇102：18-22）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III. 流居曠野

A.神照顧祂的百姓

1.食物

（出埃及記16章）

2.法律

（出埃及記20+）

B.會幕

（出埃及記25-40）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第三課：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C.判斷

（民數記14：20-38）

D.聖約更新

（出埃及記19：3 ff。;

申命記）

IV. 征服迦南

A.以武力征服迦南

（約書亞)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B.迦南宗教

迦南：生育邪教

（列王紀上18）

C.和平政策與違背神妥協

（列王記上11-12）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D.部落分配

（約書亞記13-21）

V.士師時期

A.歷史背景

非利士人因擁有鐵製武

器而對以色列人造成威

脅（撒母耳記上13：19-

22）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B.士師的目的

1.向百姓解釋神以
挫折來審判以色
列的邪惡。他們
順服時就不受挫
折。

2.士師是神審判以
色列人的工具，
將他們從壓迫者
拯救出來。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VI.中心主題
A.呼召（出埃及記
3:10;羅馬書1：
1,17;歌羅西書3：
23-24）

B.恩典 - 回應（出
埃及記4:31;以弗
所書5：15-20）

•我們的職業（> L. 
vocare，呼召）是神
將我們分別出來為祂
工作。

•神的子民總要以言語
和行為向神感謝他們
不勞而獲的祝福。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C.出埃及記（出埃及記13：
3; 使徒行傳7：17-
40;13:17; 希伯來書3：
15-19;8：9;11：24-29; 
猶大1：5; 啟示錄15：3）

D.綑綁（出埃及記13：3; 
使徒行傳7：6-7 KJV; 羅
馬書6：6; 加拉太書5：1 ; 
希伯來書2:15; 彼得後書
2:19）

•神這種大能的作為
使祂的百姓擺脫綑
綁。

•神釋放他們肉體的
綑綁，預表連結到
新約從屬靈的綑綁
得自由。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E.律法（出埃及記
20：1-26; 以弗所
書2：11-16）

•律法是一種祝福

•律法教導聖潔的生活和
對神恩典的需要。

•有三種類型的律法：民
法（當以色列的神治時
期）道德律和禮儀法
（宗教儀式）。

•蒙神拯救是靠信心，不
是靠舊約和新約的律法。
律法曾是一種祝福。
（詩篇119：97）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F.祭司，祭司的職分

（出埃及記19：6;希
伯來書7：1-8：2;彼
得前書2：9）

G.救恩（出埃及記15：
1-2; 詩篇3：7,8; 使
徒行傳4:12）

•祭司∕牧師擔任代禱
者的職分並為神的子
民獻祭

•在舊約中可以看出拯
救是因信神而從各種
邪惡中被救出來。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H.  救贖 Redemption

(出埃及記15:13;

羅馬書 3:24)

I.Rest 安息

•救贖是施行救恩的方
法。贖回 redeem 要
求支付贖金ransom。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J.贖罪Atonement
（出埃及記29:33; 利未
記16：11,15-22）或，
挽回祭Propitiation
（羅馬書3：23-26;約翰
一書4:10;約翰一書2：2;
希伯來書2：16-17 ）

•聖經教導說，與所有其
他宗教相反的，神自己
主動為人類的罪來贖罪
Atonement。贖罪是因
相信神藉著救贖所帶來
的和解，而蒙神赦免的
經驗。
•希臘詞，hilasterion，
最準確地翻譯了挽回祭
Propitiation，表示取
消神聖的憤怒。整本
O.T.有585次啟示了神
聖憤怒的概念。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K.犧牲 Sacrifice
（利未記3：1 ff。; 
16：5-6,11,15;出埃
及記29:33;羅馬書12：
1,2;希伯來書9：11-
28）

1.和解的必要
與神和解（利未記16：5-

6,11，15），它涉及一個人為
另一個人死。我們看到神啟示
在舊約犧牲系統中拯救的愛，
那種模式和預表，在新約啟示
耶穌基督完美和一勞永逸地犧
牲自己時，已完全和解了。
2.祭牲必定要是無瑕疵的。
（出埃及記29:33;利未記3：
1ff。）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L.聖潔Holy（利未
記19：2;彼得前書1：
13-16;2：9-10）

M.迫害Persecution
（詩篇9:13;提摩太
后書3：10-4：8

•“ holy”希伯來文和希臘
文翻譯成“聖潔”的意思是
為了神的服侍而分別為聖。
為那種服侍而分別出來是非
常有價值的。

•神呼召祂的百姓在一個被撒
但和惡魔誤入歧途的世界中
宣告祂的救贖計劃。基督已
擊敗那些惡勢，但我們正在
進行一場屬靈的戰爭，就像
所有的戰爭一樣，忠心的人
有時也會痛苦。



第三課： 出埃及並進應許地

N.來自神的禮物
（出埃及記31：6;以弗所
書4：7-16）
o.神活躍的作為

神（創世記1：1-2：3;
出埃及記13：3,14-15：2，
尤其是13：14,19,21; 14：
13-14,21-25,30-15：2; 
34:11;列王紀上18：1,特
別是36-39，46;以弗所書
4：4-10）

•神賜我們在服侍中
可以使用的各種能
力。
•與諸神觀不同的，
祂在聖經中啟示自
己在世上非常活躍，
特別是在祂百姓的
生活中。



第四課：統一王國

大衛



第四課：統一王國

I.神的王權

A.神的旨意是要做以色

列的國王（士師記

8:22 ff。; 撒母耳記

下8; 7）

B.以色列請求立一位人

做王（撒母耳記上

8：4-22a）



第四課：統一王國

II. 掃羅，大衛和所羅門

A.掃羅

高大，英俊卻出身微卑

（撒母耳記上9：2，21)



第四課：統一王國

2.因不順服而失去王權

（撒母耳記上13：8-14）

3.品格的重要

（撒母耳記上16：7）



第四課：統一王國

4.嫉妒和恐懼大衛，結束了
掃羅的王朝（撒母耳記上18：
6-15）

B.大衛

1.外交聯合北方和



第四課：統一王國

南方支派（例如，撒耳記
下2章3：31-37）

2.在耶路撒冷設立政治和
靈性中心



第四課：統一王國

a.政治中心聯合了王國
（撒母耳記上5：1-10）

b.靈性中心保持純潔的敬
拜並統一王國（撒母耳
記上6：12-15; 23：1-7）



第四課：統一王國

3.王國的擴展取決於順

從（列王記上9：1-9）

C.所羅門

大衛和所羅門的王國



第四課：統一王國

1.以屬靈辨識和智慧開始統治

（列王記上3：3-15）

2.後來追隨各種外邦神而變節
（列王記上11：4-13)



第四課：統一王國

3.所羅門角色的惡化

（列王記上11）

III. 預言：雙重

A.指出偏差



第四課：統一王國

標準和行動之間

1.聖殿做了虛假安全的

基礎

（耶利米書 7：9-10）



第四課：統一王國

2.律法變成公義的一個
絆腳石（阿摩司書5：7）



第四課：統一王國

3.分離 Saparation 為了詛咒
（約拿記3：10-4：1）

4.割禮變成誇口（耶利米書
9:25）



第四課：統一王國

5.聖地變成邪教的用途

（耶利米書2：7）

B.預測持續過去惡行的結
果（申命記18：15-22;
耶利米書1：11-16）



第四課：統一王國

IV.中心主題

A.犧牲（利未記3：1 

ff .;羅馬書12：

1,2;希伯來書9：

11-28）

•舊約中的犧牲是為讚
美神，贖罪或還願獻
上財物。

•犧牲因不義，變成一
個空洞的傳統。
（耶利米書6:20;何
西阿書6：6;馬太福
音9:13）



第四課：統一王國

B.赦免Forgiveness

（利未記4:20;馬
太福音26:28;約翰
福音14：6）

赦免是贖罪的結果，神宣
告信徒的罪已不存在，就
好像從未發生過一樣; 是
不勞而獲的; 它取決於認
罪和懺悔。 既然神是至聖
的（聖哉，聖哉，聖哉）
沒有不義的人能進入到祂
的面前，基督耶穌來供給
我們進到天父那裡必要的
赦免。（約翰福音14：6）



第四課：統一王國

C.懺悔 Confession

（民數記5：7;雅各書
5:16;約翰一書1：9; 
4:15;馬太福音10:32;
羅馬書10：9;腓立比
書2:11;提摩太前書
3:16;啟示錄3：5）

•懺悔是一個人向神誠實
和痛悔地承認真心悔罪，
包括悔改和真誠轉離罪
過，渴望並努力不再犯
罪。

•懺悔也是確實承認、宣
稱並同意相信基督耶穌
和三位一體的神，也與
耶穌基督和三位一體的
神產生了親緣。



第四課：統一王國

D.代罪Vicarious 
Bearing of Sin

（利未記5：6; 17:11;
以賽亞書53：10-11;
彼得前書2:24）

這涉及一個人為另一
個人承當罪行而接受
懲罰 - 預表基督的
一次犧牲.



第四課： 統一王國

E.中保∕調停人

Mediator

（申命記5：5; 希伯來
書9:15）

中保∕調停人是為了
和解而站在彼此疏遠
的兩方之間的人。 現
在，基督是我們與神
之間唯一的中保。



第四課：統一王國

F.揀選 Election

（出埃及記19：3b-8;
申命記7：6-11;以弗
所書1：3-14)

•揀選是神選擇以色列人來
傳達祂救贖世界的計劃。

•揀選是為了功能，而不是
地位和優越。

•以色列蒙揀選是出於神的
愛，而不是他們的功績。

•現在教會是神的選民，是
新約的以色列民。（加拉
太書3：26-29;彼得前書
2:10）



第四課：統一王國

G.愛 Love

（申命記18：15-22;哥林
多前書13：4-7）

聖經中的愛源於神，
是為別人得福的行
為。行為隨著情感。



第四課：統一王國

H.先知 Prophet

（申命記18：15-22;

哥林多前書14：1-5，
24）

•神呼召先知說出祂的
話語，他們的信息有
兩個主要方面：

•告訴 Forth telling

•預言 Foretelling

•神告訴祂的百姓如何
區別真假先知。



第四課：統一王國

I.公義
Righteousness

（申命記24:13; 羅
馬書3：21-26）

通常與正義同義（希伯
來語和希臘語是同一個
單詞），義righteous-
ness表示根據神的標準
是可接受的（“與正確
right with”）。



第四課：統一王國

J.順服 Obey
（申命記28：1;28：1; 
約翰福音14:21; 希伯
來書5：9）
K. 王
（撒母耳記上8：7 
ff。;以賽亞書9：7; 
列王記下9：1-9; 路
加福音1：32-33)

•順服表示遵守神的律
法和旨意。
•以色列的人王是在神
的權柄下統治人民，
並對神持守聖潔。國
王的主要責任是維持
正義.



第四課：統一王國

L.聖殿Temple

（哥林多前書3：
16-17;6：19-20;17：
1-14; 馬太福音24：
1-2; 約翰福音2：
18-22; 4：19-26）

聖殿是人們來見神的地
方，祂居住在那裡。因
此，它是以色列人的核
心和最重要的生活層面。
耶穌在自己身上完成了
這個概念。（約翰福音
2：19-21)）



第五課： 分裂王國

大衛
尼希米



第五課： 分裂王國

I. 統一王朝的結束

（列王記上12）

A.羅波安的藐視智慧的

忠告

B.耶羅波安的起義



第五課： 分裂王國

II.以色列和猶大

（列王記上12：16-20）

A.以色列-北部10個支派

B.猶大 - 南部2個支派
（因猶大分到的地超過他
們的需要，因此西緬從猶
大得地而被稱為一個支
派。”[約書亞記19：9]）



第五課： 分裂王國

III.預言信息

A.兩種選擇

1.相信神而蓬勃發展

2.繼續不服從而失去土地
並被放逐。

B.彌賽亞從大衛的後裔而來

（以賽亞書9：2-7）



第五課： 分裂王國

C.一個新時代的誕生
（以賽亞書11：1-11。這段經文是一個詮釋
原則的例子，稱為先知觀點prophetic 
perspective，或預言透視prophetic 
foreshortening，或近期與遠期的實現near 
and far fulfillment，先知預言未來的事
件時，不區分事件會發生在近幾十年或幾個
世紀之內的時代或將發生在末世時期。在這
裡，以賽亞談論耶穌的第一次降臨[vss.1-
3a]和祂的第二次降臨[vss.3b-11]） 以及
在耶穌的兩次降臨之前即將到來的重大事件：
公元前六世紀忠實的餘民從被擄之地回歸。
[Vss 10-11]）



第五課： 分裂王國

D.修復Restoration
（以賽亞書11：6-9; 35：
1-10; 40：9-11; 51：3; 
60:18;以西結書36：23-
28,35a;羅馬書5：1; 6：
1-4; 8： 1;哥林多後書5：
16-21）先知給被擄者帶
來希望。

E. 為餘民的承諾
（以賽亞書1：10-31; 11：
11-12;耶利米書23：3-4; 
29：10-14; 31：7-9）先
知的應許是有條件的 -
關於聖潔的餘民將得到的
應許祝福和附帶的責任。

耶穌基督



第五課： 分裂王國

IV 中心主題

A.新娘（耶利米書

3;以弗所書5:23 

ff。）

•聖經對聖約使用了兩個
主要類比：父與子，丈
夫和妻子（新娘）。

•婚姻關係傳達了愛，忠
誠，信任，關懷，後代
（神的子民的外展）的
信息。



第五課： 分裂王國

B.分支Branch

（耶利米書33:15;約
翰福音15：1-12;羅
馬書11：16-29）

這個主題象徵著受膏者
（彌賽亞，基督），根
據神的應許，祂是大衛
的直系血親。新約聖經
中說明了我們與基督耶
穌的親緣。



第五課： 分裂王國

•C.放逐 Exile
•（以賽亞書27：8;
雅各書1：1）
D.苦難僕人The    
Suffering Servant

（以賽亞書52:13 -
53:12; 提摩太后書3：
10-4：8; 彼得前書2：
18-25）

•被擄者表現出神的愛、
祂的百姓的紀律、正
義、對祂的應許的委
身。
•彌賽亞和祂的子民將
忠於使命而受苦。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尼希米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1.北國的墮落與流亡 - 公元前722年

A.先情

1.假神的崇拜（列王記上16：30-33）
由於沒有完全摧毀應許之地的所有
迦南人，以色列總是遭受崇拜異教
徒的假神的痛苦。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2.富裕與繁榮期

（列王記下14：25,28;阿摩司書：
4-6）在這時期促進物質價值觀的
發展。

B.亞述的崛起

（列王記下15：17-20）

C.以色列的國王轉向外國聯盟而

遠離神（列王記下15：19-16：
1-20）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D.北國分散

（列王記下17）

II.南國的墮落與流亡

-主前586 

A.先情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1.崇拜假神

（歷代誌下36：9-17）

2.藐視神

猶大諸王的話（例如，約
雅敬 [歷代誌下36：4-17; 
耶利米書36：1-32]）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B.巴比倫的崛起

（歷代誌下36：4-10）

C.分散

南國（歷代誌下36：10-20）

巴比倫 帝國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III. 預言信息

A.墮落和流亡是神審判和

管教以色列和猶大的惡行
（列王記上9：1-9; 11;耶利
米書25：8-14; 30：1-3 ff。）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B. 神審判時使用的工具

（亞述、巴比倫與神使用

的其他國家）

（耶利米書25：8-14）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C.70年後以色列將修復

（耶利米書25：8-14; 

30：1-3 ff。）

IV. 以色列修復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A.巴比倫被征服

波斯（公元前539年）

（歷代誌下36：20-23）

B.波斯王古列下令被擄之民歸回
的詔書（以斯拉記1：2-4）

C.重建聖殿

（以斯拉記，約公元前458年;
書約公元前440年）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D.重建耶路撒冷（尼希米記，
公元前445年;書Book公元前
430年）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E.法律改革（尼希米記8：
2-3,8）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V.餘民

（以賽亞書10：20-22,37：

30-32）

A.餘民的性質 耶穌基督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B.新約教會的餘民

（羅馬書4：13-15;加拉
太書3：6-9,29） 五旬節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VI.中心主題

A.神的護理∕眷顧God’s  

Providence（尼希米記

9：6;以弗所書1：3-14）

B.審判（耶利米書25：8-
14;馬太福音25：31-46）

•神關心、維護和管
理祂的創造，並提
供救贖和更新。

•因祂愛祂的子民，
因此會審判邪惡，
使那些信任和順服
祂的人合適與祂團
契並有效的服侍。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C.修復Restoration

（耶利米書25：8-14;

30：1-3 ff。; 啟示

錄21：1-8）

•按照神的應許，以色列修
復了，讓我們稍微一瞥未
來神國度的修復，因此祂
也將按照祂所應許的，在
時間結束時完成並完美地
修復祂的創造。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D.希望

（以斯拉記10：2;詩篇10:18; 42：
5,11; 43：5;以賽亞書40:31;耶
利米書31:17;耶利米哀歌3：
21,24,26;何西阿書12：6;彌迦書
5：7; 7：7;馬太福音12:21;馬可
福音15:43;使徒行傳2:26; 24:15; 
28:20;羅馬書4:18; 5：4-5; 
8:25; 15：12-13;哥林多後書
1:10; 3:12;加拉太書5：5;以弗
所書1:18;歌羅西書1：5,23,27;
帖撒羅尼迦前書1：3; 4:13;帖撒
羅尼迦後書2:16;提摩太前書1：1; 
4 ：10; 5：5; 6:17;提多書1：2; 
2:13; 3：7;希伯來書3：6; 6：
18-19; 10:23;彼得前書1：
3,13,21; 3 ：15;約翰一書3：3）

因為神藉著許多預言
的實現證明自己是值
得信賴的，其中最重
要的是祂的獨生子所
做的一切，包括他從
死裡復活並為我們提
供救恩; 祂總是說實
話; 在祂的言語和日
常生活中，還不斷地
表現出祂堅定的愛與
關懷，我們永遠繼續
地希望祂將要持續履
行給我們的所有應許。



第六部：入侵，流亡和修復

彌賽亞來
耶穌第一次來

耶穌再來

第六課：入侵，流亡和修復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尼希米

耶穌基督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I. 政治發展

A.波斯時期

（公元前539-332;

波斯是現在的伊朗）

波斯帝國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B.亞力山大王朝時期

（公元前332-301)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很難低估亞歷山大的征服
和該地區的希臘文化影響。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這是保羅看到的雅典（模型）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C.埃及人
（托勒密Ptolemy）時
期（公元301-198）

D.敘利亞人（塞琉古
Seleucus）期間（公
元前198-167）

E.馬加比Maccabean時
期

(公元前167-63）

塞琉古和托勒密帝國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F.羅馬帝國時期(63 

B.C. - 70+ A.D.)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II. 宗教機構

A.聖殿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B. 猶太會堂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C.公會

D.猶太教的各學派

1.法利賽人The Pharisees

2.撒都該人The Sadducees

3.艾賽尼派The Essenes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4.奮銳黨The Zealots

III.文學作品

A.一般哲學

B.拉比作品

•一個激進的政黨，專注
於擴大法利賽主義和反
對羅馬占領。

•律法主義

•猶太人應遵循的指導。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1.兩種文學形式

a.米大示Midrash

（研究調查）

b.米示納 Mishna

（例如，猶太法典

Talmud）

•進行OT評論

•按主題討論和解釋OT。
猶太法典，對米示納
的解釋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2. 兩種文學形式的

兩種內容

a. 哈拉卡Halakah

b. 哈加達Haggadah

•討論OT中的律法材料

•討論OT中的非法律材料
（例如，敬虔、講章、

非常實用的論題）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C.舊約

偽經 Apocrypha

1.識別和意義

2.新約的作家使用

•這個詞的意思是“隱藏的”，
主要是指OT和NT之間寫的15
本書，即神的靜默時期。

•聖經作者使用偽經來說明，
不是做為權威。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D. 偽經 Pseudepigrapha
1.識別Identification 

和
意義Significance

•字面意思是“虛假著作”，
即那些沒有作者或使用假
名的人，而早期教會並不
認它是正典Canon。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2. 被新約作者使用 •聖經作者使用偽經來
說明，不是做為權威。

•例如，猶大書14,15是
以諾書1：9的引用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E. 聖經語言

IV. 預言的沉默

A. 經文參考

（詩篇74：9）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B.施洗約翰打破沉默

（馬可福音1：1-8）

V. 舊約與新約之間的關係

A.審查以色列的目的



第七課：兩約之間的時期

B. 救恩歷史的概念

C. 聖經基本統一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I.耶穌的實現預言

A.祂的出生

1.由童女懷孕生子（以賽亞

書7:14;馬太福音1：18-25;

路加福音1：27,34,35）



第八部：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2.生於伯利恆

（彌迦書5：2;路加福音2：
4,11）可能在圖中這樣的洞穴
中。）

3.帶來的禮物（詩篇72:10;馬
太福音2:11）

4.在埃及的時間（何西阿書11：
1; 馬太福音2:14，15）

5.屠殺兒童（耶利米書31:15;
馬太福音2：16-18）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6.回到拿撒勒

（士師記13：5;馬太福

音2:23）

B.祂的彌賽亞職分

1.如摩西一樣的先知

（申命記18：15-19;

使徒行傳3：20-23）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2. 像麥基洗德那樣的祭司

（創世記14：18-20;詩篇110：

4; 希伯來書5：5-7）

3. 像大衛這樣的國王

（以賽亞書9：7;列王紀上9：

1-9; 路加福音1：32-33）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C. 祂的血統

1.夏娃的兒子

（創世記3:15;加拉太書

4：4）

2.亞伯拉罕的兒子

（創世記22:18;希伯來書

2:16）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3.以撒的兒子（創世記26：4;馬
太福音1：1-2）

4.雅各的兒子 - 以色列

（創世記28:14;民數記24:17; 

馬太福音1：1-2）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5.猶大的兒子（創世記
49:10;路加福音1:33）

6.耶西的兒子（以賽亞書11：
1,10; 啟示錄5; 5）

波阿斯 路得

俄備得

耶西

大衛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7.大衛的兒子

（撒母耳記下7:12,13; 

路加福音1：32-33）

D.祂的使命

1.猶太人的救主

（以賽亞書46:13;路加福音

2：30-35）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2.外邦人的光

（以賽亞書9：1-2;路加福
音2:32）

II.耶穌的本性和功能

A.本性：完全的神（歌羅
西書2：8-10）和完全的人
（希伯來書2:17）

 

 

God 
 

Father 

Holy 

Spirit 

 

Only 

Begotten 

Son 

父

神
人 獨生子 聖靈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B.功能

1.祂的職分

a.先知Prophet

（路加福音13:33;約翰福

音8：26-28;馬太福音24：

3-35）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b.祭司Priest

（希伯來書4：14-16）

1）獻祭工作

（馬太福音27：45-56;

希伯來書9：23-24）

2）代禱

（羅馬書8:34）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C. 王King

（以賽亞書9：7;列王記上：
1-9;路加福音1：32-33）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2. 祂對所有跟隨祂的人的代贖是
有效的

（利未記5：6; 17:11;以賽亞
書53：10-11;以賽亞書53：6;
馬可福音10:45;彼得前書2:24）

“祂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
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
下人的罪。”（約翰一書2：2）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所有其他宗教都有定規，讓追隨
者拯救自己。

•直到今天，猶太人仍為如何處理
他們的罪惡掙扎。圖中，一位拉
比擊打一位猶太人，他希望在贖
罪日Yom Kippur 贖罪。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印度人試著在他們認為最神
聖的河流，恒河，中沖洗，
來洗淨他們的罪惡並消除他
們的罪惡感。

➢估計有7000萬人參加這個每
12年舉辦一次，為期六週的
節日，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3.祂的歸回是要完成所有創造

a.一般復活

（約翰福音5：28-

29;使徒行傳24:15）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b. 最後的審判

（馬太福音25：31-46）

C. 新天新地

（啟示錄21：1-4）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III.耶穌的信息

A.神統轄天地

（例如，馬太福音26：

53-54）

B.耶穌啟示神的旨意和

目的（例如，約翰福音

3:16; 6:40）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C.耶穌啟示神的屬性（馬可福
音1:41; 2：5; 6：39-44; 
11：15-17）

D.耶穌啟示人類的本性和目

（馬太福音18：1-6;腓立比書
2：1-11;以弗所書4：11-
16）

E.與神的親緣是完整生命所需
的（馬太福音4：4,10; 22：
36-40）

基
督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F.耶穌認定那些威脅我們與神的關
係的因素（馬太福音26:41; 13:22; 
15：8-20;路加福音8：12,14;約翰
福音8:44）

G.耶穌教導與神有正確關係的責任
特徵（約翰福音14:21;馬太福音6：
1,2,16;馬太福音5：43-47;路加福
音17：3-4;馬可福音14:36;馬太福
音16：24-25; 20：25-28;28：18-
20）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H.耶穌宣布要賜應許、能力和

祝福給與神有親緣的人。（約
翰福音14:26;馬可福音13:11;路
加福音12：11-12;馬可福音
11:25;路加福音5:20;約翰福音
8:51;馬太福音25:46;馬可福音
10:30;約翰福音3：15-16; 5:24; 
6:47; 14：2;馬太福音9：20-22; 
17:20;馬可福音9:23;路加福音
7:50）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IV.中心主題

A.血Blood（利未記

17:11;希伯來書9:22）

B.聖約Covenant（創世

記12：1-3; 17：1-

16;馬太福音26：26-

28）

•生命在血液中。

•聖約是理解聖經的關鍵
概念。這是神在祂和祂
所揀選的人之間建立的
特殊關係; 這是祂賦予
特殊恩典的主要背景。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C.言行一致

（創世記16:13;申命記
27:26，馬太福音7：
15-23）

D.神的逐步啟示

（創世記18:17;馬太
福音5：21-22,27-
28,38-42）

•OT和NT中的相同單詞word表
示單詞word和事件event、單
詞word和行為deed都是一致
的。

•神以祂的百姓可以理解的方
式傳達祂的信息，並在日後
比較成熟的階段啟示更多的
信息，這些都引向基督，祂
是整本聖經所指的與新約所
啟示的。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E.救恩Salvation     

（詩篇3:7,8; 使徒行傳
4:12)  

•舊約信徒對救恩的理解是
藉著信靠神而從各種邪惡
中被拯救出來。新約信徒
認為是與神和祂的子民，
教會，永恆的關係，為了
在基督裡服侍神，向別人
傳達救恩的消息，使他們
也能被拯救並在新天新地
的榮耀中，與三位一體的
神和祂所有的百姓共享永
恆的幸福。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F.救贖Redemption（出埃及記
15:13; 羅馬書3:24）

G.贖罪Atonement（出埃及記29:33;
利未記16：11,15-22; 羅馬書3：
2; 哥林多後書5:19）或，挽回祭
Propitiation（羅馬書3：23-26;
約翰一書4:10;約翰一書2：2;希
伯來書2：16-17 NASB）

H.代罪Vicarious Bearing of sin

（利未記5：6; 17:11;以賽亞書
53：6,10-11;彼得前書2:24）

•救贖Redemption是完
成救恩Salvation的方
法。條件是支付贖金
Ransom才能贖回
Redeem。

•贖罪是藉著救贖帶來
神的饒恕並與神和解
的經驗。

•這涉及一個人為別人
的罪接受懲罰 - 它只
有在基督的一次犧牲
才能完全實現.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I.愛（創世記24:27;出埃及記
15:13; 20：6;馬太福音5：
43-43;羅馬書5：6-11;哥
林多前書13：4-7;約翰一
書4：7-21）

J. 順服Obey（申命記28：1; 
約翰福音14:21; 希伯來書
5：9）

K.苦難的僕人

（以賽亞書52：13-53：12;
提摩太后書3：10-4：8;彼
得前書2：18-25）

•聖經啟示愛的源頭是神，
並且為了別人的祝福而
行動。感情跟隨行為。

•順服表示遵守神的律法
和旨意。

•神藉著祂所呼召的人，
實現祂的救贖，在這個
過程中會經歷痛苦，就
像祂唯一的獨生子，舊
約和新約都明確地啟示
並解釋祂。



第八課：耶穌基督的生命和工作，
應許的彌賽亞

L.公義Righteousness

（申命記24:13;羅馬書
3：21-26）

M.中保 Mediator

（申命記5：5;希伯來
文書9:15)

•通常與正義同義（希伯來
語和希臘語同一單詞），
正義表示根據神的標準是
可接受的（“正確與”）

•中保是站在彼此疏遠的兩
方之間的人，目的是為了
促成和解。 現在，基督是
我們與神之間唯一的中保。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Outreach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I.五旬節和教會的賦權而
不是誕生：新約以色列

A.“我要將我的靈澆灌
我的僕人和使女”

（約珥書2:28;使徒行傳
2:18)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B.教會是神的子民，亞伯拉
罕的後裔，亞伯拉罕之約
可見的顯示，在基督耶穌
裡更新。

（創世記12：1-3; 17：1-
16;加拉太書3:29;羅馬書4：
16-17; 8：15b-17,22-23;
歌羅西書2：9-12;啟示錄7：
9）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C.新以色列民（教會）將完成任務（羅馬書4:16;

使徒行傳1：8）

II. 耶路撒冷議會（使徒行傳15：28-29）

C.新以色列民（教會）將完成任務（羅馬
書4:16;使徒行傳1：8）
II.耶路撒冷議會（使徒行傳15：28-29）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A.問題：皈依基督的外邦要須
要行割禮和遵守摩西律法嗎？

B.決定

（使徒行傳15：28-29）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III. 教會的成長（使徒行傳1：8）

A.在耶路撒冷（使徒行傳1：1-7：60）A.在耶路撒冷（使徒行傳1：1-7：60）

III. 教會的成長（使徒行傳1：8）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B.在猶太和撒瑪利亞（使徒行傳8：1-12：25）

B.在猶太和撒瑪利亞（使徒行傳8：1-12：25）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C. 直到世界的末了（徒13：1-28：31）

這是保羅看到的雅典市集（市場模型）。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這是今天的雅典市集（市場）。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IV. 克服問題

A.回轉

B.不道德

（哥林多後書2章）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C.為什麼工作

D.教會領導

E.教會受試煉

F.假教學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V.中心主題

A.分離Separation(創

世記24：1-4;28：1;

哥林多後書6:14;彼

得前書2：9-10）

B.聖潔Holy（利未記

19：2; 彼得前書1：

13-16;2：9-10）

•神的子民要與周圍環境
中異教徒的影響分開，
才能對最神聖（聖哉、
聖哉、聖哉）的神持守
聖潔。
•他們的分離與他們與神
的聖潔（分離）有關，
是為了要完成他們的呼
召和使命。“聖潔holy”
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
譯都是為神的服侍而分
別為聖歸神。那種服侍
非常值得選民被分別出
來。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C.律法

（出埃及記20：1-26;以
弗所書2：11-16）

•律法是一種祝福。 （詩篇
119：97）

•律法教導聖潔的生活和對神
恩典的需要。

•有三種類型的法律：民法，
道德律和禮儀法。由於基督
的獻祭死亡和流血，禮儀法
已經改變（使徒行傳15:20），
但道德律仍然完整（例如出
埃及記20：1-17）。

•拯救是靠信心，不是靠舊約
和新約的法律。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D.揀選Election

（出埃及記19：3b-8;
申命記7：6-11; 以弗
所書1：3-14）

•揀選是神選擇以色列民來傳達祂對
世界的救贖計劃。

•揀選是為了功能，而不是為了地位
或優越。

•以色列民蒙揀選是出於神的愛，而
不是他們的功勞。

•現在教會是神的選民，是新約以色
列。（加拉太書3：26-29;彼得前
書2:10）

•更多有關揀選的信息，請參閱EDS
網站，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p-
content/uploads/2017/08/Part-19-Who-is-
God-His-Works-Predestination-and-
Election.pdf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p-content/uploads/2017/08/Part-19-Who-is-God-His-Works-Predestination-and-Election.pdf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E.呼召call

（出埃及記3:10;羅
馬書1：1,17;歌羅
西書3：23-24;以
弗所書4：1）

•我們的職業（> L. 
vocare，呼召）神為了
祂的救贖目的而將我們
分別為聖。

•來自神的呼召，通常涉
及祂對我們的引導，以
完成達到目的的特定服
侍。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F. 一神論

（創世記31:19;35：
1-4; 申命記 6：4; 
以弗所書4：3-6）

在聖經時代，信仰一位神
是非常新穎的，只有以色列
人和基督徒才能分享這種信
仰。由於周圍文化的影響，
神的子民總是掙扎著努力忠
於真神。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G.神是一位活躍的神

（創世記1：1-2：3;出
埃及記13：3,14-15：
2，尤其是13：
14,19,21; 14：13-
14,21-25,30-15：2; 
34 ：11;列王記上18：
1-特別是36-39-46;以
弗所書4：4-10）

整本聖經的每一頁，神顯
示自己正積極關心祂的創
造並完成祂的創造和救贖
目的，在舊約以預表指向
基督，在新約啟示和解釋
基督。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H.來自神的禮物

（出埃及記31：6以弗所

書4：7-16）

•神賜給聖徒可以使用在服
侍中的能力。

•基督耶穌以呼召將恩典賜
給祂的每一個百姓，並裝
備教會使她成熟，建立基
督的身體，藉著教會的服
侍來實現祂的救贖計畫。



第九課：教會的發展和外展

I.恩典-回應（出埃及記
4:31;以弗所書5：15-20）

J.新娘（耶利米書3;以弗所
書5：21-23）

K.犧牲（利未記3：1 ff。; 
16：5-6,11,15;出埃及記
29:33;利未記3：1 ff。，
羅馬書12：1,2;希伯來書
9：11-28）

•在基督裡被救贖的人，
感激在基督裡得蒙救贖，
並願活出不同的生活。

•教會是基督的新娘。

•神的百姓因感激祂所做
的事而自願遵守祂的道
德法則.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I，新約的編纂和規範

A.新約聖經的需要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B.術語“正典Canon”
的意思

C.新約正典的形成

•正典表示標準，規則。

•三個標準指引選擇：使徒
權威，與傳統神學（信仰
規則）的一致性，教會的
持續接受和使用。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II.發展教會教學

A.聖經



II. 發展

教會教學

A.聖經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原文

七十士譯本

古拉丁文

七十士譯本

薩馬

鉈歌

迷薩

敘利亞
科普特

迷 彌撒
旭麗續ˋ敘

武加大譯本

撒瑪利亞五旬
衣索比亞

塔古姆譯本

馬所拉文本

敘利亞



B.三位一體合一的神

1.神有三個位格共享同一本
質，因此祂是 一。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不是

父
是 是

是

神 子

聖靈

不是 不是



B.三位一體合一的神

2.太陽是三位一體最

好的比喻之一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太陽的顯示，有助解釋具有三個
不同部分卻是一個實體的東西是
非常合理的。

•火球。光線。熱。

•沒有光或熱，球永遠不會存在; 
沒有球或熱，光永遠不存在; 沒
有球或光，熱永遠不會出現。

•這三者同時存在並構成一個光體。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C.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父

人
獨
生
子

神 聖
靈



D. 重生的人類

Regenerated Mankind

稱義 Justification 

和

成聖 Sanctification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未
重
生

重生



III. 基督第二次來臨和末日

A .居間狀況（路加福音23:43）

B. 第二次來臨前發生的事件（馬太福音24）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C.復活 The Resurrection

（哥林多前書15章）

D.最後的審判 The Last Judgment

（馬太福音25：31-46）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E.最終狀況The Final State

1.邪惡的of the Wicked

（馬太福音18：9，25：

31-40）

2.義人of the Righteous

（馬太福音25：41-46; 

啟示錄 21：1-4）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希望，信心和喜樂，知道耶穌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和主。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
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
音14：6 ）

•“耶穌基督為主'”

•（腓立比書2:11）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IV.中心主題

A.神永遠與我們同在

（申命記31：6,8;約書亞
記1：5;馬太福音1：20-
23; 28:20;希伯來書13：
5-6）

•愛我們並統轄一切的神
永遠與我們同在，永遠
不會離開我們或拋棄我
們，所以我們永遠不要
害怕。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B.神的護理 Providence

（尼希米記9：6;以弗所
書1：3-14）

神以愛和正義來表達祂的工
作，祂以這種方式保存（維
持），關心，引導和管理祂
的創造，並滿足祂百姓的需
要，同時歷史逐漸朝著祂設
定的末日前進。藉著耶穌基
督，在基督裏救贖和更新祂
的創造。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C. 審判Judgment

（耶利米書25:8-14;

馬太福音25：31-46）

既然神的核心真的是愛，
祂真的很愛祂的百姓（約
翰一書4：8），祂就會審
判邪惡，以使那些信靠和
順服祂的人適合與祂團契
並有效的服侍。因神也是
至聖（聖潔，聖潔，聖潔）
的，祂絕不允許邪惡進到
祂的面前，或當祂在新天
新地完成更新創造的計劃
時腐蝕祂的創造。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D.修復Restoration

（耶利米書25：8-14;30：
1-3 ff。;啟示錄21：
1-8）

當以色列民按照神的應許
修復時，一瞥未來神國度
的修復，所以祂也應許末
日在新天新地中完全和完
美地修復祂的創造，。

第十課：教會面向未來



進階研習：與別人一起

•新、舊約概論The Bethel Series

•基督教義的根基Basic Christianity

•根本基督教義Essential Christianity

•聖經各書卷Individual Bible Study Classes 
and Courses

•小組查經班Small Group Bible Studies



本課程的照片、繪畫和圖形，除了每章開頭橫的
沙漏時間表之外，都來自以教育為目的的書籍和
課程。其他來源包括Marilou Grant，圖形配置，
和Diane Hott，時間線平面設計，是我在伊利諾
州橡溪市的橡溪基督教會同事。
我在當地教會教這門課，教了許多年。本PPT是該
課程的關鍵部分。它在這裡提供免費使用。兄弟
姊妹可以免費使用在教會教育和世界其他各種教
會事工，請認明並珍重原著，不要更改任何文本。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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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Lay, Trans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