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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新生活

                   四. 教会生活与服事 
1. 崇拜、团契小组 
2. 发掘属灵恩赐与服事 
3. 大诫命与大使命

一.  关于圣经 
1. 圣经介绍 
2. 圣经：旧约介绍 
3. 圣经：新约介绍

三. 关于生命成长 
1. 祷告和灵修 
2. 生命成长与见证 
3. 争战与得胜

二.   关于上帝 
1. 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 
2. 上帝的属性和救赎计划 
3. 基督：神与人的中保以及

救赎计划的中心



旧约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二.  旧约与新约有什么关系？ 

三.  旧约都有些什么内容？ 

四.  旧约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读旧约？



旧约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读旧约的挑战： 

1. 语言生涩，不好读 
2. 很多地名、人名，记不住 
3. 旧约的上帝似乎很残忍，是同一位神吗？ 
4. 不少过时的律法、规则，与我有什么相干？



旧约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读旧约的挑战： 

1. 语言生涩，不好读 
2. 很多地名、人名，记不住 
3. 旧约的上帝似乎很残忍，是同一位神吗？ 
4. 不少过时的律法、规则，与我有什么相干？

翻译本，和合本是一百多年前的译本 现代译本、新译本



旧约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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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参考书、主日学、查经、探讨



旧约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读旧约的挑战： 

1. 语言生涩，不好读 
2. 很多地名、人名，记不住 
3. 旧约的上帝似乎很残忍，是同一位神吗？ 
4. 不少过时的律法、规则，与我有什么相干？

旧约：审判中有慈爱；新约：慈爱中有审判。 
神从未改变，是慈爱怜悯、同时又是圣洁公义的神。

加深对圣经的了解和研读，会
发现那些表面看似有矛盾的经
文，其实内容是一致的。



旧约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读旧约的挑战： 

1. 语言生涩，不好读 
2. 很多地名、人名，记不住 
3. 旧约的上帝似乎很残忍，是同一位神吗？ 
4. 不少过时的律法、规则，与我有什么相干？

读圣经不只按字面理解，乃是
从字面看到精意：就是神的性
情、作为以及祂的心意。

圣经首先是写给第一读者的，第一读者需要具体的
律法来指引其生活。由此得知：上帝看中起百姓的
生活，并指引他们按着祂的心意生活。



旧约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二.  旧约与新约有什么关系？ 
•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来10:1】 

•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

律法 ——》旧约所指的献祭
将来美事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献上之祭所成就的救恩

影儿 ——》影像、幻影、前兆

献祭 

赦罪

律法和先知 ——》旧约

耶稣基督 ——》成就旧约的应许



圣经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二.  旧约与新约有什么关系？ 

旧约 新约

讲论基督 
传扬基督 
效法基督

预表/预言基督



旧约

旧约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二.  旧约与新约有什么关系？ 

三.  旧约都有些什么内容？ 
• 律法书 5卷 
• 历史书 12卷 
• 诗歌智慧书 5卷 
• 先知书 17卷 

• 大先知书 5卷 
• 小先知书 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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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 - 旧约
律法书(5卷)：又称摩西五经 
• 世界以及人类的起源 
• 始祖的堕落以及先祖的事迹 
• 神拣选一人——》一家——》一国 
• 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家进入应许地 
• 神给他们颁布律法、引导他们进入应许地后的新生活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上帝有一个藉着献祭的救

赎计划，这个计划藉着他

所创造、所拣选的人，以

立约的方式在进行着



圣经 - 旧约
历史书(12卷) 
• 以色列王国前 

• 以色列/犹大王国 

• 以色列/犹大亡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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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计划，藉着他所拣选的一国一

王，以立约的方式在进行着： 

神眼中看为正的…神眼中看为恶的…

B.C.586年  
犹大国灭亡  3rd被掳



圣经 - 旧约
诗歌智慧书(5卷) 
• 在人所知的世界之上有位掌权者 

• 人与神、神与人的对话 

• 平常人生哲理、格言 

• 反常人生的思考和应对 

• 预表人与神关系的爱情之歌

约伯记 

诗篇 

箴言 

传道书 

雅歌

神在掌权 

神是拯救、帮助、牧者，他在聆听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人生的总意是要敬畏神 

爱情，众水不能熄灭



圣经 - 旧约
先知书(17卷) 
• 神拣选代言人向百姓说话 
• 宣告神的计划，劝勉、警诫、鼓励及安慰百姓

大先知书(5卷)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哀歌 

以西结书 

但以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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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先知书(12卷)

神依然在执行他的计划、依然掌权： 

要听从先知的话，并采取行动作回应； 

将有弥赛亚要降临，要心存盼望



旧约介绍
一.  你读过旧约吗？读的过程有怎样的挑战？ 

二.  旧约与新约有什么关系？ 

三.  旧约都有些什么内容？ 

四.  旧约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读旧约？

律法书 

历史书 

诗歌智慧书 

先知书

耶稣基督既是献祭者，也是祭物

上帝是历史中行事的上帝

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他是以马内利的神

弥赛亚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我的救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