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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旧约的基本认识

A、圣经的性质

圣经是文学

圣经是历史

圣经是宗教

圣经是启示

圣经是真理

B、圣经的组成

圣经共有六十六卷，是前后内容一贯的奇

书，虽经一千六百年，超卅五人以上手

笔，其中有先知、祭司、君王、牧人、

税吏、渔夫、医生、战士、政客、文豪，

历多次与多方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里，

但主题与主角始终如一，以十字架为主

题，救主为中心，神的荣耀为总归（参

约5:39；路24:44-45；徒28:23），仍是天

衣无缝，前后统一，井然有序的。

旧约有卅九卷，新约则廿七卷，体裁格

式两约前后相应，可分为五类：

1.旧约

a. （统称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

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b. 历史（十二卷）约书亚记、士师记、

路得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

（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

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c. 诗卷（五卷）约伯记、诗篇、箴言、

传道书、雅歌。

d. 预言（大先知）（五卷）以赛亚

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

结书、但以理书。

e. 预言（小先知）（十二卷）何西

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

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

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

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7/31/2016

2

www.ch.fhl.net www.ch.fhl.net

E、聖經的鑰義聖經六十六卷其義雖聯整與㇐貫，然各卷卻有其特色與要旨；若能先明白各卷的要旨鑰義，這樣如鑰匙在手中，可以將各捲開啟，窺其中的秘藏，更使其內容呈現；茲分別如下（每書鑰節在括號內）舊約1. 創世記以色列的起始（12:1）2. 出埃及記以色列脫離捆綁（12:41）3. 利未記以色列聖潔的事奉（11:45）4. 民數記以色列失敗的路程（33:1）5. 申命記以色列的訓誨（10:12）6. 約書亞記以色列的產業（1:3）7. 士師記以色列的黑暗（21:25）8. 路得記以色列的光明（4:14）

9. 撒母耳記上下以色列王國的開端（上8:7）（下22:17）
10.列王紀上下以色列王國的衰亡（政治方面）（下17:22-23）
11.歷代志上下以色列王國的衰亡（宗教方面）（下34:25或下36:13-16）
12.以斯拉記以色列重建聖殿（1:5）
13.尼希米記以色列重建聖城（2:5）
14.以斯帖記以色列的得蒙保守（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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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約伯記以色列的試煉（42:5）
16.詩篇以色列的讚美（29:2）
17.箴言以色列的格言（9:10）
18.傳道書以色列的懺悔（2:11）
19.雅歌以色列的愛情（6:3）
20.以賽亞書以色列的救恩（1:3或1:18或53:5）
21.耶利米書以色列審判的警告（2:13）
22.耶利米哀歌以色列亡國的哀鳴（2:11）

23.以西結書以色列將來的榮耀（43:2）
24.但以理書以色列最後的國度（2:44）
25.何西阿書以色列愛恨交集的神（11:8）
26.約珥書以色列將來的日子（1:15）
27.阿摩司書以色列面臨的審判（4:12）
28.俄巴底亞書以色列報復的神（以東的結局）（v21）
29.約拿書以色列的使命（1:2或4:2）
30.彌迦書以色列的不義（6:8）
31.那鴻書以色列報復的神（尼尼微的結局）（1:2）

32.哈巴谷書以色列信心的考驗（2:4）
33.西番雅書以色列的定罪（2:3或3:2）
34.哈該書以色列聖殿的重建（1:4）
35.撒迦利亞書以色列的興衰（13:1或14:9或14:16）
36.瑪拉基書以色列的詭詐（2:17）

第二章 律法书（摩西五经）

一、序言

摩西五经是救道的根基，真理的渊源，

也是犹太经典最重要的部分；它内藏

神律法之昭示，故称为律法书

（ Torah）耶和华的律法书（代下17:9；尼8:18）、摩西的律法（王上2:3；但9:11-13；尼1:8；玛4:4）或摩

西的书 （尼13:1；拉3:2；6:18；可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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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舊約神學內容
（Walter Kaiser)

1 應許的序曲：族⾧前時期2 應許的條款：族⾧時期3 應許的百姓：摩西時期4 應許的領土：王國前時期5 應許的君王：大衛時期6 應許的生活：智慧時期7 應許的日子：第九世紀8 應許的僕人：第八世紀9 應許的更新：第七世紀10 應許的國度：被擄時期11 應許的得勝：歸回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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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旧约的每一本书中

(Philip Nation 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blogs/philip-nation/in-every-book-of-the-bible.html) 
Genesis – Creator & promised Redeemer
Exodus – the Passover Lamb
Leviticus – High Priest
Numbers – water in the desert
Deuteronomy – He becomes the curse for us
Joshua – Commander of the army of the Lord
Judges – delivers us from injustice
Ruth – our Kinsman-Redeemer
1 Samuel – all in one, He is the Prophet/Priest/King
2 Samuel – King of grace & love

1 Kings – a Ruler greater than Solomon2 Kings – the powerful prophet1 Chronicles – Son of David that is coming to rule2 Chronicles – the King who reigns eternallyEzra – Priest proclaiming freedomNehemiah – the One who restores what is broken downEsther – Protector of his peopleJob –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Psalms – My shepherd Proverbs – our wisdomEcclesiastes – our meaning for lifeSong of Solomon – Author of faithful loveIsaiah – Suffering ServantJeremiah – the weeping MessiahLamentations – He assumes God’s wrath for us

Ezekiel – Son of ManDaniel – the stranger in the fire with usHosea – faithful husband even when we run awayJoel – He is sending His Spirit to His peopleAmos – delivers justice to the oppressedObadiah – Judge of those who do evilJonah – the greatest missionary (3 days and 3 nights)Micah – He casts our sin into the sea of forgetfulnessNahum – proclaims future world peace we cannot even imagineHabakkuk – crushes injusticeZephaniah – the Warrior who savesHaggai – restores our worshipZechariah – prophesies a Messiah pierced for usMalachi – sun of righteousness/prepare the Lord’s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