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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義正牧師寫的書 
中文的書 

1.  舊約研讀講座   180 多頁 
2.  舊約神學講座 180 多頁 
3.  學希伯來文不難 130 多頁 
4.  創世紀獎座          200 多頁 
5.  以賽亞書講座 190 多頁 

6.  耶利米書講座 130 多頁 
7.  介紹五經講座 200 多頁 
8.  說明啟示錄 170 多頁 
9.  信仰 與課學 160 多頁 
10. 新舊約之間的關係 80多頁 

太文書
1.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2. Introduction to the Pentateuch  
3. Science and Religion  
4. Literature of Ancient Israel PT  
5. Exegesis of Psalms  
6. Exegesis of Isaiah  
7. Science and Religion 

8   Introduction to the 16 prophets 
10 The small prophets 
11.Exegeses of Jeremiah 
12.Important Hebrew words and 

their use 
 

英文 與 的文書 
 History of the Marburg Mission in 

Thailand.  Master Arbeit an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ummary in English  50 pages,  
Thesis in German 220 pages) 

The Yünnan-Mission in China. Die 
Arbeit des Deutschen Gemein-
schaftDiakonieverbandes in Asian 

bis 1953. Tectum publisher Mar-
burg 2007. 422 pages. 100 pages. 
(German) 

Getrieben von der Liebe Gottes. The 
history of the Marburg Mission in 
Taiwan. Francke Publisher 2003. 
(German) 

 
刊出來的文章 

1. The interdependence of he O.T 
and the N.T.  in: Payap 
University McGilvery Magazine 
(Thai) 

2.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and their influence to Theology. 
in: Payap University McGilvery 
Magazine (Thai) 

3. The prophecy of Immanuel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ai culture. A exegetical 
research on Isaiah 7:14-17 . 
Magazin of Lutheran Institute 
Bangkok. (Thai and English) 

 
 

你可以請夏牧師來你的教會 講道.  特別的主題在下面 
 

1.  傳福音的重要 
2.上帝的引導最好 
3. 教會是主耶穌寶貴的新娘 
4. 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  
5.  Nommensen 非常成功宣教士好的幫樣 



 

 
導論    舊約神學的目的與方法  

舊約神學與其它神學, [例如:系統神學, 新約, 舊約, 教會歷史, 實
用神學]  的研究 比較新. 只有 250 年的歷史. 開始的時候舊約神
學與新約神學在一起被稱為聖經神學. 250 年中間, 聖經神學與舊
約神學的目的與方法改變很多, 到今天神學家還不同意 到底舊約

神學應當用什麼系統,有什麼版本與目的. 
以前屬於屬靈復興的神學家, 建立聖經神學. 因為反對傳統的系
統神學並批評它太理論性且離聖經太遠. 這樣聖經神學知識緊密
於聖經的系統神學. 
今天關於舊約神學還有很多不一樣的看法, 例如: 

1. 舊約神學的責任與目的,是關於每個系統神學的主要研究
舊約的教導如何. 這樣發展沿考舊約的系統神學 

2. 其他的神學家強調舊約的歷史, 神啟示的真理有進步, 所
以每個時代舊約書的神學當然不一樣. 所以舊約神學的責
任與目的, 並不是找一個舊約的神學, 而是找每個時代的
舊約神學 

3. 其他強調每個舊約書的神學不一樣, 而舊約神學的目的就
是找每本書的神學 

4. 除了三組的問題以外, 還有其它的神學的問題,屬於舊約神
學.例如: 

a. 對基督徒舊約有那些責任？ 
b. 基督徒如何了解舊約? 用什麼樣的方法說明它？ 
c. 舊約對新約有怎樣的關係？ 
d. 等等 
 

這門課採用下面的方法： 
1. 第一章, 說明上面第 4 個組的問題’. 
2. 關於有的神學主題, 例如神論與人論採用第一個看法.  
3. 大部分用第二個看法, 就問每個時代的舊約書神學有如何

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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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帝的啟示與舊約 
1.1、聖經的啟示與權威  
1.1.1 神啟示自己 
按照聖經：神自己啟示給很多人,譬如以色列祖先亞伯拉
罕、 以撒、 雅各, 也有 摩西與先知, 最後神藉耶穌最深的
啟示, 啟示的意思就是神把真理解開讓人明白. 
但是很多現代的神學家, 不願意接受「神的啟示」, 因為他
們認為啟蒙運動的哲學比聖經的啟示更高. 啟蒙運動哲學
無法接受神可以啟示自己給人, 因為啟蒙運動的基本理論
就是： 

1. 人的理性最高,人理性的結果就是最高的真理. 倘若
有神的啟示, 神啟示的結果就是更高. 1. 倘若神真的
跟人傳達甚麼訊息, 這個訊息不是從人的理性來的, 
就是更高的真理. 所以人的理性不是最高的, 但是啟
蒙運動者, 都不願意接受這個可能性. 

2. 啟蒙運動認為每個活動必須按照自然所認識的規則, 
必須有清楚的原因, 人必須能十分了解而且說明它. 
倘若神傳達甚麼訊息給人, 這個訊息不是按照自然
的規則發生的, 沒有宇宙內的原因, 但是啟蒙運動不
願意接受這個可能性.  

 
所以啟蒙運動拒絕神啟示的能力, 拒絕神行神蹟的權柄.當
很多神學家接受這樣的看法, 非常影響他們舊約神學的結
果.  因為他們看舊約神學為人類進化的結果 ,而且人得到
最高的位置。 
但是聖經上說:人應當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  敬拜神 以
神為生活的中心, 因為人的目標就是事奉神,[ 忽略神]是
一種很重的罪. 啟蒙運動者相信自然性的宗教就是犯這
個罪, 因為不願意以神為中心, 而是以人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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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教導很清楚: 

1. 一定有神的啟示, 因為寫聖經的人都是得到神的
啟示而記錄下來的。 

2. 神的啟示是舊約與新約的出發點。 
3. 舊約神學的進步並不是人類的進化結果, 而是神

越多啟示真理給人. 
4. 信徒的神學, 並不是都越來越高. 但是古代時候有

的信徒,例如亞伯拉罕有很高的神學, 就是信唯一
真神. 所以並不是 [從巴比倫時候才開始有唯一神
論]. 而是每個時代都有相信唯一神論的人. 

 
1.1.2 舊約正典  
1.舊約的書 
基督徒舊約的 39卷書，是猶太人的聖經. 雖然猶太人也有
很多其它關於神的書, 但是神用猶太文士聚會選擇其中 39
卷書作為聖經. 在主耶穌誕生的時候, 這 39卷書被選擇了. 雖
然在主耶穌之後, 還有一次討論選擇問題的聚會, 就在
Jamnia 主後 90年. 但是這聚會還是決定了選擇同樣的 39
卷書作為聖經.1 
所以說：主耶穌用的聖經, 跟我們舊約的 39 卷書都完
全相同的.但是這個 39 卷書還沒合併為一本書, 還是分
開的 39 卷書. 除此以外,猶太人把這 39 卷書安排的前後
順序及分開, 稱四歸類, 和基督徒的分類方法不一樣.  

                                                 
1 因羅馬軍隊在主後70年毀滅了耶路撒冷  20年之後,舉行一個聚會再禱告考慮什麼卷書
作為聖經 ,但是沒有什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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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方法 基督徒的方法 
律法書 Thora 

創世記 
出埃及記 
利未記 
民數記 
申命記 

律法書 
創世記 
出埃及記 
利未記 
民數記 
申命記 

前面的先知書 
約書亞記 
士師記 
撒母耳記 上 
撒母耳記 下 
列王記 上  
列王記 下 
 

歷史書 
約書亞記 
士師記 
路德記 
撒母耳記    上 與下 
列王記      上 與下 
歷代志      上與下 
以斯拉記 
尼希米記 與 以斯帖記 

後面的先知書 
以賽亞書 
耶利米書 
以西結書 
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彌迦書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哈該書  與瑪拉基書 

文言文 或 詩歌體書 
[poetic literature] 

約伯記 
詩篇 
箴言 
傳道書 
雅歌 

Ketubim [書寫卷] 
詩篇 
箴言 
約伯記 
雅歌 
路得記 
耶利米哀歌 
傳道書 
以斯帖記 
但以理書 
以斯拉記 
尼希米記 
歷代志  上 
歷代志  下 

先知書 
以賽亞書 
耶利米書 與耶利米哀歌 
以西結書 
但以理書 
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彌迦書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哈該書   與  瑪拉基書 

但是猶太人聖經 39 本書,跟基督教舊約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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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約的內容 
聖經 
 
創 1-2 
 
 
 
創 3  
 
創 4 
 
創 6-8 
 
創 9-
10 
創 11 

事件 
 
神創造世界: 創造完美的世界[1], 
 創造第一對人 與給他們在伊甸樂園[2]   
 
第一對人犯罪: 亞當與夏娃犯罪吃了不可
以吃的果子，他們被從樂園趕出去而且被咒
詛. 所以從那以後,人因罪受很多的苦  
該隱 殺 他的弟弟 亞伯    
洪水: 因為幾乎每個人犯很多罪, 神藉著洪水
淹死他們, 只有挪亞與他的家人得救贖  
神跟挪亞立約   
巴別塔：因為人要跟神同樣, 他們要蓋一棟塔
達到天,神處罰他們, 於是使他們發展不同語言 

主前 
 
 
 
 
 
 
 
 
 
3500 
 
 
 
 

 
 
 
創 12-
25 
 
創 17 + 
21-26 + 
36 
 

 
他拉  L 

亞伯拉罕 神叫亞伯拉罕離開他家鄉, 他相信神

且聽從神. 神引導他到迦南, 也跟他立聖約. 神應許

他的後裔無數. 
   l           l         l   l   l  
以實瑪利  以撒是神選擇的兒子  米但 米甸 伊施巴   l 
阿拉伯人   
以掃     雅各 就是 以色列 有 12 個兒子  

 

2166-
1991 
[1800-
1700] 
 

2066-
1886 
 
2006-
1859 
[1700-
1600] 

創 37-
50, 歷代
志 2-9 

1 
呂
便 

 2 
西
緬 

3 
利
未

4
猶
大

5 
但

6 
拿
弗
他
利

7 
迦
得

 8 
亞
設

9
以
撒
迦

10
西
布
倫

11
約
瑟

12
便
雅
悯

 

   
          以

法
連

瑪
拿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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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 以色列人住在埃及: 從 70 個人發展

到 200 萬個人.最後的階段很受苦 

1730-1446 
[1580-1250] 

    
 摩西的時代 1446-

1406 
出 2-14 從埃及奴的釋放

是以色列人最重要的經驗 

1446 
[1280] 

出 15-34
立 立西乃山的聖約 

西乃的聖約包含十誡 

1445 

利未 妥拉的內容  

民數記 從西乃山到約旦河 1445-1407 

申命記 摩西最後的教導 1406 
約書亞

記 
約書亞的時代 

摩西上天堂之後，約書亞帶領以色列人進
入神所應許的土地，就是迦南。但是因以
色列不願意順服神。為那罪的緣故，無法
控制全部的土地只能控制一半；約書亞將
迦南地分給 12 支派。 

1406-
1366 

士師記 
與撒母

耳記 1-
7 

士師的時代 
約書亞去世之後，發展 12 次下面的事
情： 

1. 當以色列人平安無事，他們就忘記
離棄上帝且開使敬拜偶像 

2. 所以上帝停止祝福他們，將他們交
給仇敵。 以色列人受很大的苦。 

3.  當以色列人受苦，他們想到上帝並
且求祂來幫助他們 

4. 神選擇一位人當作士師來拯救以色
列人。 

5. 當以色列人再次平安無事時，就再
一次忘記上帝。 

12 個士師從 12 個不同的支派來的。 

1366-
1050 
 
 
 

亞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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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以色列王國的時代 
當撒母耳士師老的時候，以色列人求王 
時，實際上上帝是他們的王，但是上帝決
定給他們一位君王, 於是選擇掃羅。 

1050-
922 

 

撒母耳

上 8-31 
掃羅王 

掃羅王開始時很好，但是後來犯罪且不願
意承認罪，最後神離棄他。 

1050-
1010

 

撒母耳

下, 歷
代志 
上 

大衛王 
大衛王是以色列最好的王， 他非常順服上
帝。倘若犯了罪，他願意認罪。 
上帝非常祝福他，他就非常成功。 
1. 他成功合併 12 個支派,當作一個王國 
2. 他成功建立一個首都  
3. 他登基時按照摩西律法的獻禮來敬拜神 
4. 他成功建立一個好的管理王國的系統 
5. 他成功打敗所有鄰近的國家且擴展以色列

王國的版圖為大 
所以大衛王的時代是以色列國的黃金時代 

1010-
970 

亞 

歷代志 
下 1 

所羅門王 
所羅門王開始的時候，求神給他智慧。神
也給他非常多的智慧，但事後所羅門不專
注順服神。 
1. 他與不信上帝的人結婚且建築她們敬拜

偶像的廟；愈後來就跟隨她們敬拜她們
的偶像 

2. 他生活方式太豐富太奢華，例如抵擋摩
西的，買了非常多的馬，人民就必須付
太多的稅利。 

這些罪的結果就是，以色列王國分裂為兩
個王國。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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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王記

上 1-11 
兩個以色列王國的世代 
與只有猶大王國的世代 

922-
722 

 

列王

記上

2-25
下 10-
2,先知

書 

以色列的南部王國 
稱為猶太王國 

包含三個支派就是
猶太,利未與便雅憫

耶路撒冷是首都 
有 20 位王,都是大衛
王朝。有的很惡,有
的比較順服上帝,有
的重信耶和華的信
仰,最大的改革者是
約西亞王,但是沒有
比大衛王那麼成功

最後的 5 位王是： 
 

 

 以色列北部王國 也
稱以色列王國 
包含北部的 10 個
支派, 
從亞哈斯王以來，
撒馬利亞是首都 
有 17 位王,都不是
大衛王朝,而是分開
5 個不同樣的王朝,
常常有軍人殺君王
且作新的王, 
大部分的王都不順
服上帝，都很罪
惡。上帝用很多先
知勸告他們但是他
們都不聽勸。 
所以主前 722 上帝
將以色列北國交給
亞述王國。 

  
亞 
 
 
 
 
 
 
 
 
 
述 

 約
哈
斯
王 
[主
前 
609 
年] 

 約雅
敬王

[主前
609-
598
年] 

希西
家王
[主前 
597-
586]

 
 
 
上帝用很多先知勸
告猶太人們，但是
他們不聽。 
所以主前 586 年上帝

將猶大交給巴比倫

王國。 

 亞述人擄以色列北
部人到亞述而且擄
其他的人民到以色
列北部。 
這樣子發展就形成
撒馬利亞人。   
 
 

  
 
 
 
 
 
 
 
 
 
巴

比

倫

 

約西亞王 
[主前 640-609] 

約雅斤王 
[主前 598-5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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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被擄到巴比倫的時代

巴比倫毀滅耶路撒冷，主前 600
開始擄猶太人到巴比倫。 
巴比倫推出基大利當作猶太省的
省長，  
被擄到巴比倫的猶太人一部分的
信仰得更新發展猶太教。 

  586-539
(605-
539) 

巴 
 
比 
 
倫 

 猶太人第二次在迦南的時代   539-主後
70 年 

 

 波斯的時代 
主前 539 波斯王 Cyrus 打敗巴比
倫王國而且允許猶太人能回迦
南,所以有一部分猶太人慢慢的
返回迦南且重建耶路撒冷與聖
殿，主前 516 再開啟聖殿。 
主前 400 年舊約結束之後，沒有
出現先知,一直到主耶穌誕生的
時候。 

  539-333 波 
 
 
 
 
 
斯 

 希臘王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猶太人比照他們的
信仰進行，但是 170 年開始被安
東克斯(Antiochus)打破，猶太人
的馬加比(Makkabee)反對且勝過
希臘王。 

  333-65  
希 
臘 

 羅馬王國的時代 
這時代主耶穌誕生且代替我們的罪死

  65-主後
500 年
(1500 年)

羅

馬

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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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聖經的大的結構 
 
創世紀 1-2
上帝創造完

全美好的世

界 
 
人完全 
喜樂 

  主耶穌

誕生擔

當我們

的罪代

替我們

死 

 
        啟示錄 
        21-22 
新的世界 
才完美 

   創世紀 3 
  第一對人 
  犯罪 
 
 
 
 
 
     人墮落,當 
罪的奴隸  
 且受很多 
  苦 
 
 

   
 
 
 
   信主耶穌的人 
   得救贖，他們

的罪得赦免 

               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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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舊約由來的歷史 
我們舊約由來的歷史很長,且由很多階段組成的. 很多事情我們不
知道. 但最重要的是:上帝控制與引導聖經發生每個步驟. 所以我
們能說:舊約的 39 卷書,是上帝自己選擇的書,都是上帝的話語. 除
這個 39 卷書以外,還有很多從古代來的關於神的猶太文的書,但

是這些書不是神的話語且
不屬於神的聖經。 
為了給人聖經，神給很多
人神的啟示, 讓他們把這個
啟示告訴後輩.神用其他的
人寫下來。除此以外, 神用
很多方法, 從很多古代的書, 
選擇 39 卷屬於聖經的卷
書。下面的圖畫說明舊約
的由來： 
聖經每卷書從神的啟示來
的。神啟示祂的話語給很多
在不一樣時代的人.  
這些人把他得到的啟示
告訴後輩. 有的人也記
錄下來. 問題是有的沒
得到神啟示的人,也把他
的經驗告訴給後輩或寫
下來. 
因為書寫上的材料大部分
是動物皮或木片[Papyrus] 
只能用它差不多 50 年就壞
了。所以必須常常抄下
來。同時作者把很多故事
合在一起稱為一卷 . 這樣產
生很多關於神的書卷，神用
信徒與信徒的大聚會來選擇
39 卷, 完全是神的話語。 

神的啟示 

舊約的正典 

抄下來 

抄下來 

抄下來

寫下來 

告訴 



 

 

14
 
這樣到主耶穌誕生之前 200
年, 發生猶太人用 39 卷書組

成的經典.  
 
因為用書寫上的材料很快變

壞, 還是必須常要抄錄下來. 
除了把舊約的 39 卷抄下來

以外, 也把舊約翻譯成其他

的話語。 
差不多主耶穌誕生之前 200
年, 有以色列人翻譯成為希

臘文舊約, 名字叫 Septuagint 
就是七十人翻譯的聖經, 也
翻譯成敘利亞文。 
差不多在主耶穌誕生之後 
150 年, 把 Septuagint 翻譯成
為羅馬文的聖經名字叫 
Vulgata。是天主教會最尊敬
的聖經。 
大概到主耶穌之後 1000 年, 
希伯來文舊約只由子音組成
的, 沒有什麼母音。所以讀
希伯來文舊約很難。這個時
間有猶太一位神學家名字叫
Masoretic 人加入母音, 而且
加入章與節的數目。 

在主後 1520 年馬丁路德

把聖經翻譯為德文, 只包括

這個主後 1000 年抄下來的

Masoretic Text, 更老的希伯

來經文沒有。但是大概 1945
年在以色列的菎崙(Qumran) 

洞穴, 找到很老的希伯來經文, 是差不多主耶穌之前 100 年寫下

的, 而且還沒用母音的經文.  

舊約的正典 

抄下來 翻譯稱為希臘文

希伯來

文舊約 
Septua-ginta

抄下來 翻譯為敘利亞

文

翻譯為羅馬

Vul

-ga-

敘利

亞的

舊約

Mas
oreti
c  

翻譯為現代的話語

和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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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新舊兩約聖經的關係  
1.2.1 馬丁路得的看法  
說明與解釋舊約的方法 
馬丁路得以基督為舊約的中心 他以基督為中心說明舊約 
(chris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T.). 他說
明舊約的方法,對其他的神學家有很大的影響.  

當馬丁路德說明聖經,他用sola scriptura 的原則 (惟
獨聖經的原則). 他認為教會前輩的教導並不比聖經一樣
重要,但是只能叫我們自己看聖經,但是每個基督徒必須
用聖經來決定每個問題. 他說:Scriptura sui ipsius 
interpres 就是:[聖經說明自己].  

中古世代的時候,當天主教的神學家說明聖經,他們喜歡
找到暗藏的意義.他們大部分對原來的本義(literal 
meaning)不感興趣,但是對寓意[allegorical 意義]2得到
新的對其它事物有關的意義. 

馬丁路德學神學的時候,也是這樣學習. 但是主前1514年
他明白神公義真正的定義後, 他認為除了聖經,自己作比
喻以外. 我們不應該用比喻的方法說明一段經文. 所以不
可以用寓意的方法說明這個經文. 但是應該用原來的本意
來說明這段經文. 

對舊約來說:馬丁路德認為大部分的經文有兩個本意 就
是 

1. 猶太人說明的本意, 就是歷史上的本意 

2. 先知原來說明的本意, 就是預言主耶穌基督的本意.  

馬丁路德注意第二個意義, 是一從開始以來就有的
本意. 並不是主耶穌誕生之後, 基督徒加入的意義.
但是上帝從開始以來放在舊約內原來的意義,馬丁路

                                                 
2 就是 用一段經文 來作比喻,為了得到暗藏的特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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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認為,從開始以來,聖經的舊約有兩個對歷史有關的
意義: 

1. 舊約告訴我們:歷史上,上帝行了什麼作為 

2. 舊約告訴我們未來上帝,要在世界上有什麼作為 
 
新舊約的 個體 [unity] 與 差別 
馬丁路德認為兩個真理: 

1. 舊約與新約是一個個體,因為基督是兩本書的中心.  

他說:每個新約的經文,說到舊約而且舊約說預言到新
約的經文. 所以我們可以用舊約說明新約,且 用新約
說明舊約. 馬丁路德認為,新約是舊約的啟示. 舊約
好像一封說到基督的信, 但是主耶穌誕生之前這封信
尚未公開.所以還無法閱讀它的內容. 但是 新約好像
一個公開這封信的刀, 藉著這個刀的啟示 我們能了
解舊約真的內容. 

馬丁路德說:舊約先知的經文,大部分說到主耶穌. 除
了一個舊約的經文,清楚地說到其它的人物以外. 我
們必須說明:它所說到主耶穌的意義.  

馬丁路德認為,舊約用兩個方法說到主耶穌: 

1. 說到基督的預言 
例如,創造記 三:15, 四:1l, 二十八:18, 四十
九:10, 出埃及記三十三:18-19, 三十四:5ff, 申命
記 十八:15+18. 說到大衛王的預言也算說到基督.
例如, 撒母耳記下 二十三:1ff, 七:16也算是說到
基督的預言. 特別詩篇每篇都說到基督 

2. 神恩典的例子 
 例如,神愛以色列人的關係,說明神的恩典,神赦
免以色列先祖與王,也說到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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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約與新約有很大的差別 

馬丁路德認為,舊約的內容大部分是律法,但是新約的
內容大部分是福音. 雖然舊約內也有福音, 也有恩典
的應許. 但是舊約注意律法,而且讓人看到自己的罪. 
讓人知道應該作什麼. 雖然新約也有律法 但是大部
分的內容是恩典與平安與神赦免的宣告. 馬丁路德說: 

1. 舊約是一本叫人應該作什麼的律法書  

2. 新約是一本恩典書,而且給我們能力可以按
照律法進行. 

舊約的作用大部分是否定的, 就是它讓人知道.他無
法完全按照神的律法進行. 但是舊約也有積極的內容,
它說到基督且有很多寶貴的關於基督的應許.除此以
外, 舊約的五經[pentateuch]有很多以色列先祖相信
神的寶貴榜樣. 

馬丁路德批評基督徒不願意用舊約來傳道. 他認為主
耶穌與信徒叫我們尊敬舊約.因為舊約說到基督.  
馬丁路德也說舊約的律法與神的恩典都是基督的
工作如下: 

1. 律法是基督的opus alienum(衍生的工作) 

律法幫助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神的恩典 

2. 恩典是基督的opus proprium (真正的工
作) 

 
1.2.2 約翰喀爾文的看法  
1. 約翰喀爾文說明舊約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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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喀爾文的年齡比馬丁路德小 20 歲,而且他從馬丁路
德學了很多 .  

他跟馬丁路德同樣接受 sola gratia, sola fide, sola 
scriptura 的原則 (唯獨恩典, 唯獨信仰,唯獨聖經的
原則). 他也認為 : 

1. 聖經自己解釋  

2. 基督是聖經的中心 

3. 不應該用寓意 的方法 (用比喻來說明舊約) 
但是約翰喀爾文的神學比馬丁路德差別很多： 
 
 馬丁路德 約翰喀爾文 
注意 救恩 與 因信稱義 神的榮耀 與主權 

[sovereigngnty] 
在舊約裡特別
找尋 

基督 神的榮耀與主權 

說明舊約 大部分用兩個本意 大部分只用歷史
上的本意 

寓意的方法 認為必須小心大部分不
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是
有的時候 可以用. 

反對這種方法更
多 

 
為了說明解釋一段經文, 不論是舊約的或是新約
的約翰喀爾文, 用 下面的十個原則: 

1. 說明的方法應該清楚與簡單, 千萬不可以用寓意的方法
來說明舊約. 

2. 要問作者的目的是什麼 
3. 要用歷史上背景的前後關係 (historical context) 
4. 找到本義 
5. 要用經文的前後關係 (literal context) 
6. 對律法來說可以找比本意更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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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常舊約說到神的時候, 使用像人性的方法 (anthropo-
morphic speech) [例如: 神的眼睛看到我, 神的手幫助等等] 
這樣的話不可以用字意說明, 必須以比喻來說明 

8. 舊約說到基督 
9. 舊約與新約是一個個體, 裡面有一個約並不是兩個約  
10. 要用聖經全書的內容(context) 前後關係說明每段舊約

的經文 
 

2. 約翰喀爾文關於新舊約關係的看法 
約翰喀爾文認為舊約與新約是一個個體, 裡面有一個約, 

並不是兩個約. 上帝跟以色列祖先立的約與神藉著基督

跟我立的約, 都是一樣的約. 都是恩典的約. 雖然在管理

上有差別, 但是它們的本質, 種類與中心一樣.   約翰喀

爾文不願意接受跟馬丁路德的看法, 律法不只教我們看

到  我們需要恩典的罪人, 但是約翰喀爾文認為 律法也

有積極的用法, 因為律法也能教信徒看到神的本質. 而

且幫助信徒聽從神的話(就是律法第三個用法).   雖然約

翰喀爾文也認為舊約跟新約有一點差別如下, 但是在他

的神學上, 這個差別不太重要, 因為他很注意舊新約的

同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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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新約的差別 
 舊約 新約 
神 如 何
祝 福 信
徒 

大部分是在地球上生活的祝福 
例如: 身體很好, 很有錢, 長壽 

大部分是屬於靈的福 
例如:平安,快樂,聖靈
的恩賜 

怎麼樣說
到基督 

用比喻來說基督, 說到基督的話
還不太清楚, 好像只是基督的影
子 

直接的說到基督,而且
說到基督很清楚 

本質 是一封只用字母來寫的信 是一封屬於靈的信 
自由 注意被擄性(bondage) 注意自由 
神 說 給
誰 

原來神只說給一個民族, 就是
以色列人 

神把福音說給萬族子
民 

 
但是約翰喀爾文注意, 這些差別只是管理約上的差別, 

並不是本質上的差別. 他也注意到舊約的律法, 在新約

的時候還未結束. 只是神改變它的用法而已, 馬丁路德

已經了解到舊新約的差別比約翰喀爾文更清楚. 
 
1.2.3 凱撒[Christian Kaiser]的看法 
1. 神的應許是舊約與新約的中心 3 
凱撒認為神的應許是舊約與新約很主要的中心. 按照
使徒行傳二十六: 6-7 保羅的信仰靠者神的應許, 在新約
裡面有 40 多處參考舊約為應許的經文. 在舊約裡面的
應許計劃可以分為 5 個部分: 
 

1. 神把福音傳給外邦人      2. 神賜給聖靈的應許 
3. 死的人會再復活的應許   4. 赦免罪的應許 
5. 關於彌賽亞的應許 

按照新約,有很多舊約的應許, 未來與末日來完成. 除了
舊約自己說 [一個應許有時間上的限制] 以外, 我們還得
接受這個舊約經文現在還有意思.  所以按照凱撒的看法
舊約的應許,大部分也包括新約與末來. 凱撒認為 [神學家

                                                 
3 Chr. Kaiser. Towards Rediscovering The Old Testament, 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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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這樣注意舊新約的同樣性, 一定有很大的益處. 因為避免分
開舊約地上的祝福與新約屬靈的祝福.] 

2. 舊約說到彌賽亞耶穌基督 
凱撒 (Kaiser) 跟馬丁路德都是同意,神應許的計劃中心是彌賽亞

基督. 按照以色列的文士(Rabbi) 舊約裡面有 456 處經文說到彌賽

亞. 雖然很多以色列的文士錯誤的認為, 彌賽亞不是神的兒子, 而

只是大衛王的兒子, 就是大衛的後裔.4 但是以賽亞書九,5-6 與耶

利米書 二十三,5-6 證明彌賽亞也是神的兒子.  

   以賽亞九:6 告訴我們  因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這經文裡給彌賽亞 四個雙名字, 每個名字由兩詞組成, 如下: 

名字 1 2 3 4 
希伯來語 xuwy alp rwbg la du-yba mwl’-r’ 
發音 pälä joez el gibor abi-ad sar-shalom 
路德翻
譯 r 

Wunder-
Rat  
神蹟-策
士 

Gott-Held
神–英雄 
神-勇士 

Ewig-
Vater 
永在-父 

Friede-Fürst 
和平的君 

Wildberg
er 翻譯 

神蹟所預
備者 

強的神 永遠的父 和平的君 

和合本
翻譯 

奇妙策士 全能的 
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很像的
經文 

以賽亞  
二十八:29

以賽亞. 
十: 21 

  

特色 Joez 在舊  除這經文 這樣的所有

                                                 
4 在希伯來文上 兒子這個詞 也有 後裔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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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大部分
有 建議
者的意義

以外, 舊
約不用 
這 ad 詞 

格 的結構 在
舊約其他的
經文都沒有 

 

這經節對彌賽亞用的名字,特別是“全能的神＂ 與 

“永在的父＂清楚的證明他是真神 

耶利書二十三:5-6 說 

5 耶和華說:日子將到、 

    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 

        他必掌王權、行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行公平、和公義。 

6 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列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 我們的義。 

按照這個預言, 這個大衛後裔, 就是彌賽亞的名, 稱為 

“耶和華 我們的義＂證明彌賽亞是神 
 
雖然以色列的文士與自由神學家, 不願意接受耶穌基督

是這個彌賽亞, 因為彌賽亞的應許與預言, 大部分說: 彌

賽亞來的時候, 他建立平安與公義的國度與判斷毀滅惡

人而且耶穌基督誕生的時候, 沒有這樣的行為.  

但是新約清楚地說: 彌賽亞基督第二次來的時候, 這樣

做   第一次來的時候為罪人的救恩來的. 在舊約裡有一

個經文最清楚的說, 彌賽亞一定來到地球兩次,就是撒迦

利亞十二: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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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靈、澆灌大衛家、

和耶路撒冷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

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

苦、如喪長子” 

 

“他們所扎的＂說到彌賽亞第一次來而且猶太人叫羅馬人把基

督釘在十字架上受苦扎祂的手與腳. “為我悲哀、...、又為我

愁苦＂一定說明彌賽亞耶穌基督第二次來建立他的國度. 這個時

候以色列人明白他們所扎的耶穌, 真的是他們的彌賽亞, 而且他

們因為向彌賽亞犯罪的緣故很悲哀與愁苦. 所以這經節證明彌賽

亞最少來兩次. 

在舊約裡說到未來要來的彌賽亞 400 多次,但是大部分不用彌賽

亞這個詞. 舊約只有 39 次用這個詞. 中間只有 9 次 跟未來的彌賽

亞有關係. 但是舊約用很多其他的詞說到彌賽亞, 而且用這些詞

更多.  

例子 “ebed yahwe＂ (耶和華的僕人) 這個詞用得比較多, 連在以

賽亞書四十到六十六章用 39 次. 除此以外, 舊約用很多其他的詞 

提到彌賽亞, 例如大衛的兒子, 未來要來的王 跟摩西一樣的先知 

等等.   
 
馬丁路德跟凱撒(Kaiser)同樣都認為, 創世記三: 15 是第一個說到

彌賽亞的應許, 那裡神對蛇說: 

我又要叫你和女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女人的後裔、也彼此

為仇．女人的後裔要踩斷你的頭、你要咬他的腳

跟 ...。 
女人的後裔,按照希伯來文是一位後裔[單數],就是耶穌基督. 

蛇要咬女人後裔的腳跟說明魔鬼突然地要毀滅基督.  

 女人的後裔要踩斷蛇的頭、說明主耶穌打敗魔鬼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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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舊約裡與新約裡都有神的救恩計劃 (salvation 

plan) 
跟馬丁路德不一樣, 凱撒(Kaiser)認為舊約注意恩典與信
仰. 他認為因為恩典與信仰是舊約與新約的主要的中心, 
舊新約成為一個個體.  他認為希伯來文“haemin＂ (信
仰) 是舊約的最基本的詞. 他注意舊約信徒的信仰與新
約一樣.  除此以外, 他認為舊約的信徒都相信信徒能復
活的真理. 
按照凱撒(Kaiser)的看法, 舊約的律法現在還是生命的道. 
馬丁路德認為基督徒大部分不需要按照舊約的律法進
行. 只有新約再提到的部分 基督徒還是要聽從.  但是凱
撒(Kaiser) 跟約翰喀爾文同樣認為基督徒還是必須聽從
舊約的教導. 雖然他認為基督徒, 不必須按照律法的字
意進行. 但是他必須按照律法之後的意思進行. 

摘要: 馬丁路德注 雖然舊新約是一個個體, 但
是他也明白舊約與新約很大的差別. 約翰喀爾
文與凱撒常常忽視這個差別 

4. 以基督為中心說明舊約的方法 (The christocentric 
methode of OT Exegesis) 

凱撒 建議一個用以基督為中心說明舊約的方法, 這個
方法在路德的方法與喀爾文的中間.  
 與路德同樣這個方法的基礎是基督，也是新舊約的中
心, 而且是神的救恩歷史的中心. 
1. 救恩歷史上以基督為中心說明舊約的方法 5 
凱撒說:  

我們一定要傳講基督, 但是這個方法的意思並不是 
我們要忽視神全部的計劃, 神的全部教導, 律法與先

                                                 
5 Kaiser, Preaching Christ...,  1999, 22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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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但是我們要把這個全部重要的事務, 藉著基督的
光明看得更清楚與了解更多. 
除此以外, 我們並不要新約的真理, 放在舊約內. 因
為這個活動是 eisegesis (外面的真理使進入), 不是
exegesis(裡面的真理拿出來).  我們神學家一定必須
作 exegesis, 千萬不可以作 eisegesis. 但是我們要藉著
新約的光明說明舊約裡面暗藏的真理. 

 
凱撒建議用五個工具找到一段經文的意思 
 
a. 第一個工具用歷史上的前後關係了解這段經文. 

為了說明一段舊約經文, 我們必須先查看它在歷史上的
意思. 我們現要看以色列人了解它怎麼樣, 我們要學習
這個經文的前後關係, 它的歷史上的背景與它神學上跟
神的意義. 
 
b. 第二個工具用聖經全書與救贖歷史的前後關係了解這段經文. 

基督徒講到者不可以把舊約經文從聖經全書的背景分
開, 也不可以將他從救贖歷史分開. 所以基督徒的講到
不可以跟猶太人說法完全同樣. 特別倘若這個經文有說
到基督的預言或應許我們必須要看它在新約裡已經應
驗了沒有. 倘若舊約的經文裡有一位跟基督像的或是相
反的人物,  基督徒一定需要他跟基督比較. 特別倘若舊
約經文裡有一個新約繼續的主題, 基督徒一定要包括新
約的真理來講到. 
 
摘要  基督徒必須 問下面的問題 

- 這個舊約的經文在神救贖歷史上有什麼重要性, 有
什麼意思.  

- 這個經文裡有什麼對神有意義的真理.  
- 這個經文裡有什麼對基督有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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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文與新約有什麼關係, 是不是一段新約經文的
相反, 或是跟新約很像, 或是一個新約繼續的主題. 

- 新約提到這個舊約的經文, 說明它怎麼樣 

 

c. 第三個工具, 救贖歷史的進步 
為了把基督從舊約講到重要的基礎,就是救贖歷史的進
步. 神的救贖歷史有 4 個主要的部分: 

1. 創造世界 
2. 以色列的救贖, 發生為了以色列國跟列國作神的見證 
3. a.主耶穌的救贖給萬民機會, 得到救恩而且 

b. 復興神所創造的世界成為神的國度. 
4. 神 新創造的世界與天堂  

舊約的經文很像一個大的江河, 流到基督的救恩. 為了
說明一段舊約經文, 我們要查看這個經文在救贖進步的
河江裡有什麼位置與什麼任務. 
 

d. 預表論(Typology) 的方法 

預表論跟寓意都不一樣.  寓意跟歷史沒有關係, 但是預
表論的基礎是 [神是歷史的主]. 這個信仰用人為一個真
理的代表. 按照這樣的信仰認為神的歷史上, 有很多很
像的人物與活動, 都是一個真理或是一個方法的代表. 
特別在舊約的歷史有很多跟耶穌基督很像的人物. 例如:
約瑟, 摩西, 大衛王, 先知等等. 除此以外,跟耶穌基督工
作很像的事物, 例如: 安息日, 逾越節, 帳蓬, 獻羔羊, 等
等. 凱撒認為基督徒可以用預表論來說明舊約經文, 但
是必須小心不可以用得太過份,  主要是下面的規則:  
 用這個方法以前, 必須先用上面的方法 a, b, c   
 只能用預表論對經文,主要的真理與主題, 不可以用對很小
而詳細事物. 
 按照這預表論用來比喻的人物及事物, 必須在舊約時候, 很
有意思, 必須代表一個真理, 或是一個性質. 倘若還沒有, 禁
止用預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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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可以忽視舊約與新約的差別 
 不可以忘記或忽視原來的本意 
 不可以忘記大的目的, 就是用舊約經文來傳
講基督跟教會 

 
寓意與預表論差別的例子:  挪亞的故事 
Justin Martyr (100-165) 要繼續使徒的預表論方法,  藉著挪諾亞
故事 來傳講基督為中心 . 但是 它的方法是寓意,  他說 挪亞
故事裡他能找到三個代表基督的事物: 
 挪亞用木頭來建立方舟, 主耶穌的十字架是由木頭作
成的. 所以他認為挪亞的船代表十字架. 
 洪水的水代表洗禮 
 在方舟裡有八個人, 八這個數字代表一個禮拜第八
天 .就是星期天, 就是主耶穌復活昇天日子, 所以方舟
代表主耶穌復活. 

這個方法並不是很好的預表論, 但是這個寓意的用法很
不合適. 因為舊約時候, 挪亞故事裡的木頭, 水與八這個
數字, 並不是重要的主題. 
好的預表論用法必須問：挪亞故事有什麼重要的主
題？ 有甚麼是代表一個真理重要的人物與事物？ 
用這個方法找到下面的人物與事物: 
  除了神以外, 故事裡最重要的人物一定是挪亞, 舊約

裡挪亞代表 一個聽從神話語的人, 他跟基督很像, 因為
基督耶穌也完全聽從上帝的話語. 
 挪亞的方舟代表救贖, 所以可以比喻主耶穌的十字架.  

但是這個比喻的基礎, 並不是兩個事物由木頭組成的, 而是 
神用兩個事物來救贖相信他的人. 
 

e. 類似(Analogy) 的方法 
類似的方法,可以說明 一段經文. 凱撒認為因為舊新約
是一個個體, 能用這個方法. 他認為舊約的以色列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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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會成為同樣神的子民. 都可得到神的恩典是一樣的
信仰. 他的生活充滿了同樣的希望與愛. 
所以基督徒講道者應該問在舊約經文裡跟新約經文, 有
沒有一個重要的很像的活動與人物. 
 

f. 用經度主題的方法(longitudinal themes) 

用經度主題的方法跟神啟示的歷史很有關係. 關於很多
舊約的主題, 後來神的啟示越大,且越清楚. 例如, 救贖恩
典, 神的國度, 神的約, 神的存在, 神的愛. 所以, 倘若一
段舊約經文內有這樣的主題, 我們可以繼續這個主題來
說到新約的真理, 傳講基督. 
 
例子: 挪亞故事裡最重要的主題是不相信的罪人必被神
處罰.  但是相信與聽從神的人, 能得到神的救贖. 這兩個
真理能用來說明新約的真理, 就是每個不相信神的罪人
一定被神定罪.  末日一定被神處罰他們. 但是藉著主耶
穌替我們死, 每個相信祂的人, 能得到救恩. 主耶穌自己
用這個故事來說明這個真理. 
 

g. 用新約參考經文來說明一段舊約的經文 

很多新約參閱經節採用預論, 用經度主題的方法, 
(longitudinal themes) 或提到應許的應驗. 凱撒認為講到者
要小心, 但是可以採用這個方法將新約的參閱來說明舊
約經文. 
 
h. 用對照之差異的方法 

因神恩典與啟示歷史過程應驗的緣故, 可發現新約的真
理常是舊約經文的對照.  例如: 
 基督把舊約的律法成就了,使新約的信徒自由了. 
 因基督在十字架上奉獻自己, 所以舊約的奉獻禮

殺動物儀式結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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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 藉著基督神把恩典給萬民, 沒有只給以
色列的子民.   
 舊約的以牙還牙, 變為基督愛仇敵的命令. 很多詩

篇內信徒求神把仇敵毀滅, 但是耶穌基督教我們為仇
敵禱告而且祝福他們. 
 很多舊約的應許說: 末日神要把以色列國復興. 但

是新約說: 末日神要把完全創造的世界復興. 
講道者可以用這個舊新約的對照, 說明舊約更深的意思 ,
而且這樣用舊約經文傳講基督. 

5. 以基督為中心了解以賽亞書 7 章 
 
1 烏西雅的孫子約坦的兒子猶大王亞哈斯在位的時候、

亞蘭王利汛、和利瑪利的兒子以色列王比加
上來攻打耶路撒冷、卻不能攻取。 

2. 有人告訴大衛家說、亞蘭與以法蓮已經同盟‧   
      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動、 
       好像林中的樹被風吹動一樣。 
3. 耶和華對以賽亞說、你和你的兒子施亞雅述出去、 
  到上池的水溝頭、在漂布地的大路上、去迎接亞哈斯‧ 
4 對他說: 
你要謹慎安靜‧不要因亞蘭王利汛和利瑪利的兒子  
這兩個冒煙的火把頭所發的烈怒害怕、也不要心裏膽怯。 
5 因為亞蘭、和以法蓮、並利瑪利的兒子、設惡謀害你、 
6 說、我們可以上去、攻擊猶大、擾亂他、 
  攻破他、在其中立他比勒的兒子為王‧ 
7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說、 
  這所謀的必立不住、也不得成就。 
8 原來亞蘭的首城是大馬色、大馬色的首領是利汛‧ 

 六十五年之內、以法蓮必然破壞、不再成為國民‧ 

9以法蓮的首城是撒瑪利亞,  撒瑪利亞的首領是利瑪利的兒子 

  你們若是不信、定然不得立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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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耶和華又曉諭亞哈斯說、 

11 你向耶和華你的 神求一個兆頭‧ 

   或求顯在深處、或求顯在高處 
12。亞哈斯說、我不求、我不試探耶和華。 
13 以賽亞說、大　家阿、你們當聽‧ 
 你們使人厭煩豈算小事、還要使我的 神厭煩麼。 

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 
   hN}h!                  hm*l=u^h*        hr*h 
    (看哪) 必有   童女  懷孕          
                    *           td#l#y{w+ (而且)生           /B((((@

子) 
     tar*q*w+     omv=     nM*u!          la 
   給他起  名 叫  以馬內 利［神與我們同在］ 
15 到他曉得棄惡擇善的時候、他必喫奶油與蜂蜜。 
16因為在這孩子還不曉得棄惡擇善之先、 
   你所憎惡的那二王之地、必致見棄。 
17 耶和華必使亞述王攻擊你的日子臨到、 
  你和你的百姓、並你的父家、 
  自從以法蓮離開猶大以來、未曾有這樣的日子 
18 那時、耶和華要發絲聲、 
 使埃及江河源頭的蒼蠅、和亞述地的蜂子飛來。 
 都必飛來、落在荒涼的谷內、磐石的穴裏、 
  和一切荊棘籬笆中、並一切的草場上。 
 
了解說明這經文第一步了解歷史上的背景 
經文上說到下面的四個國度 
經文上的國度 首都 王 
猶大國度 耶路撒冷 約坦的兒子 亞哈斯735-

715年 
以色利北部國度 撒瑪利亞 利瑪利的兒子 比加 740-

732 
敘利亞國度 亞蘭 大馬色格 利汛  740-730  年 B.C. 
亞述帝國 亞述 Tiglat Philieser (Ph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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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727 B.C. 
在 735 年主耶穌誕生之前以色列北部王比加與敘利亞王

利汛,帶領他們的軍隊到耶路撒冷要抓猶大王亞哈斯,而

且要立他比勒的兒子為猶大王.為什麼? 

大衛王的時後, 亞述帝國開始伸出延長它的國度,主前第

9世紀第一次來打以色列地方的子民,但是那裡的十個 

子民一起反對而出現大的戰爭,這個戰爭沒有誰勝敗. 但

是亞述帝國的軍隊退後就不再來. 

但是差不多100年之後,亞述軍隊再來逼迫以色列地方的

子民,並付稅給他直到740年,以色列北部王米拿現

[Menahem,752-742年]與 Pekachja (742-740年) 願意付

稅,而且付得很多.造成人民太貧窮,但是從752年以來, 

在以色列東方山上有一黨反對, 此反對黨的主將是比加. 

740年比加打敗以色列王, 而且自己成為新王. 這個時

候, 以色列新的王比加與敘利亞國王利汛作聯盟反對亞

述.他們的計劃是以色列地方的子民都聯盟攻打亞述. 但

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猶大王亞哈斯不同意, 因為他要聽從

亞述. 

所以以色列王與敘利亞王, 決定打亞哈斯,而且推出另外

一個人當猶大王. 因亞哈斯很懼怕兩個國度軍隊的緣故, 

他想求亞述軍隊來幫助他. 但是神不同意,神用先知以賽

亞去禁止他不要求亞述軍隊來. 
 
第二步 經文的結構與前後關係 
以賽亞書六章 是以賽亞蒙神乎召他作先知的故事 
以賽亞書 七:18-25 由三個恐嚇經文組成的 
以賽亞書八章初 是以賽亞第二兒子出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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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賽亞書七:1 與 七:18 都有希伯來文 “ be yom”(那天 
就是那時) 的兩詞證明, 有新的一段文開始.  所以以賽亞
書七:1-17 是一個個體. 這個經文有下面的結構: 
以賽亞書七, 1-9 神藉著先知告誡亞哈斯 
以賽亞書七, 10-13 神給亞哈斯機會求記號 
以賽亞書七, 14-17 神控告恐赫亞哈斯 
 
第三步 歷史上的本意與 說到主耶穌的預言 
1 節 是 1-9 節的摘要, 而且是歷史背景的摘要. 
2 節  亞哈斯王屬於大衛的家, 是大衛的後裔. 應該跟大衛王 

一樣勇敢, 應該同樣聽從神的話語. 但是當兩國的軍隊來到
猶大, 他太懼怕而 不相信神能幫助他. 

3 節 神命先知以賽亞去到上池的水溝頭、去迎接亞哈
斯. 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是耶路撒冷水的泉源之地. 
亞哈斯王在那裡, 因為查看城市水的安全. 神命令以賽
亞帶者他的兒子到那裡, 兒子名字的意思是很小的數
目保留的人回來. 這個名字就是神審判的兆頭. 

4 節 神鼓勵亞哈斯不要怕, 因為兩個來打他王的權力很
有限制, 他的時間差不多完了. 

5 到 8 節  神應許兩個王的計劃一定不成功. 
9 節 兩個王不可以延長他們的國度, 不會打敗猶大.  但

是倘若亞哈斯不相信, 他也不存在. 所以最重要的事件
是他必須相信神的應許, 而且不要求亞述軍隊來幫助
他. 

10 到 11 節 因為亞哈斯不相信, 還是倚靠著亞述, 不倚靠著
神, 神命令他可以求一個兆頭. 

12 節 亞哈斯不願意求, 因為他決定了按照他的計劃求
亞述來幫助. 馬丁路德說:偽善者這樣子, 當神命令勇
敢的進步. 他們用聖經的話,來說明他們的惡念. 

13 節 亞哈斯不願意聽從神的命令, 讓神很累. 在希伯
來文上, 累這個詞的後面的部分, 跟兆頭有同樣的發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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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到 16 節 神給亞哈斯 一個兆頭,就是以馬內利的兆頭.  
關於這個兆頭的意思, 神學家不同意. 但是發生很大的
討論與爭戰. 因此這段經文是神學家最多討論的經文. 
現代很多神學家與自由的神學家, 認為這個兆頭只有
一個在以賽亞的時間裡面的意思. 他們認為這個兆頭
只說到一個那時結婚的女人, 生了一個兒子. 這個女人
並不是處女 .  可能是以賽亞的太太, 可能是王后. 這個
兒子還不到三歲, 兩個來打猶大的國家的權柄, 就被毀
滅了.  但是其他的神學家按照新約認為這個兆頭一定
說到主耶穌藉著處女的誕生. 
那一個看法對呢? 
答案是: 按照路德兩個本意的教導, 這個預言有兩個 
本意, 有歷史上的意思, 而且也說到彌賽亞耶穌的意思 
(就是路德第二個先知性的本意). 
所以這個預言一定說到彌賽亞耶穌. 這個看法有下面
的緣故: 
->  這個預言開始有希伯來文 的 [hine (看哪)] 這個詞. 
這個詞的用法大多是預言未來事的的開端. 
-> 按照希伯來文句字的結構, 一個兆頭的奇妙部分在 
預言的開始.   這個預言第一個句子就是 [ha alma haya.] 
這個句子能翻譯 [處女懷了孕] 或是 [小女人懷了孕].  
[alma] 的意思是年輕的女人. 在舊約上, 這個詞都有處
女的意思. 希臘文聖經 Septuaginta 就翻譯為 parthenos  
就是處女. 所以 ha alma haya 要翻譯[處女懷了孕]. 這樣
是一個奇妙的兆頭. 倘若翻譯一個少女懷了孕, 並不是
一個奇妙的兆頭.  
-> 兒子的名字 [以馬內利] , 在以賽亞 八: 11 是彌賽亞
的名字. 
按照 以賽亞 七: 15-16 這個預言, 同時也說到一個以賽
亞時的女人, 按照以賽亞 八: 3-4 應該是以賽亞的太太. 
這個孩子差不多 736-735 年出生. 按照這個預言, 這個
孩子不到 3 歲, 兩個國家的權柄已沒有了:  732 敘利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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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度被亞述毀滅,而且以色列北部被亞述拿走三分之二
的地方. 

17 節雖然敘利亞預言以色列的權力被毀滅, 這是因為亞
哈斯靠著亞述,不靠著神的緣故, 猶大與亞哈斯王也被
神審判. 因為亞哈斯請求亞述來幫助打仇敵, 產生一
個意想不到的副作用.就是亞述王逼迫猶大人,且關閉
聖殿, 禁止敬拜耶和華的活動.並就在聖殿門前, 建立
亞述神的偶像敬拜祂. 

 

第四步 用舊約經文內容傳講基督 
這個經文有很多真理能用傳講基督, 例如: 

1. 亞哈斯代表不聽從神話的人物, 就是基督的對照 
因為基督按照希伯來書. 完全聽從神的話. 

2. 雖然亞哈斯決定倚靠亞述, 但是神很耐心的勸告
亞哈斯, 而且用很多方法鼓勵他. 這是神的愛與恩
典的例子. 

3. 聽從神的人有大的應許, 不聽從神的人, 有大的處
罰. 因為亞哈斯不聽從神的命令, 而且請求亞述來 ,
他和猶大遇到大的問題, 這個經驗跟我們基督徒的
經驗很像. 

4. 神的救恩計劃太奇妙, 以賽亞 七: 14-17 是神跟亞
哈斯的控告話語, 是神的審判. 但是同時也是說到
耶穌奇妙的應許, 是一個很美好的應許. 因為彌賽
亞的名字是以馬內利,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就是彌
賽亞，是我們的救主. 

 
1.3 舊約的任務與重要性 
1.3.1 舊約的任務 
平衡的了解舊約的任務與重要是一個不容易的工作,因
為問題比較多.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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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舊約是神的話語,所以基督徒須不須按照每個舊
約裡面的規定與法律去做? 

- 倘若有規定基督徒不必按照規定去做,這種規定是
有意義或是沒有意義? 

- 當舊約是猶太教的聖經, 所以對基督徒有什麼意義? 
- 有的基督徒認為舊約對他們沒有太大的意義,不太

重要,只讀新約就夠了. 
- 有的基督徒認為基督徒必須按照每個舊約的規定

去做, 跟新約的規定完全一樣. 
兩個看法都很過份,但是平衡的看法比較中等.   
雖然有的舊約的規定.在新約裡面的基督徒,不必按照它

們進行;但是每個舊約的規定與部分,對基督徒有很大的

意義.可以教他重要靈性的真理.雖然舊約是猶太教的聖

經,但是沒學舊約的話,無法了解新約.舊約與新約都是對

基督徒重要的神的話語 
 
過份左邊 平衡的看法 過份右邊 
舊約對基督
徒沒有很大
的意義 

雖然有的舊約的規定，在新
約裡面的基督徒不必按照它
們進行。但是每個舊約的規
定與部分，對基督徒有很大
的意義 

基督徒必須按
照每個舊約的
規定進行 

 
所以舊約對基督徒很重要, 不可以忽視它, 每個基督徒一定
需要努力的讀舊約. 要不然無法了解新約, 因為 : 

1. 舊約每個部分是神的話語,對我們很有意義. 
2. 藉著舊約的歷史,神自己啟示給我們,讓我們知道 神是誰. 
3. 藉著舊約,我們能了解神的性情, 神的偉大,聖潔與愛.  
4. 舊約說明人的由來與需要救恩 
5. 舊約說到主耶穌誕生與替我們死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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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舊約每個規定教我們屬靈的真理.例如以純潔的羔羊代
替人的罪而被殺的規定,幫助我們了解為什麼主耶穌必
須替我們死.倘若不努力讀舊約,便無法了解這個真理. 

7. 舊約說明神的救贖計劃 
8. 神的應許包括舊約與新約,很多舊約的應許在新約應驗. 
9. 舊約是主耶穌所用的聖經. 
10. 舊約是使徒與第一世紀時代教會的聖經 
11. 舊約是主耶穌神學的背景,倘若不了解舊約的話,就無法

了解主耶穌的教導.  
12. 舊約清楚的說明真理,主耶穌大部分就不再說明,因為以

色列人知道了.倘若基督徒不願意讀舊約, 就不能了解
這些真理. 

13. 耶穌教導時,常引用舊約的詞與圖畫 
14. 舊約是新約作者的背景 
15. 新約作者用舊約的神學 
 

1. 有的基督徒看舊約的任務不重要 
聖經的新約與基督教的信徒, 都注意舊約的重要.  但是
很多神學家把聖經的舊約看太輕, 他們看不到它的重要.  
例子 : 
諾斯派[Gnostic]

6
 的神學家拒絕聖經的舊約. 他們錯誤認

為舊約與新約的神是不一樣, 因為他們認為新約的靈魂
的世界是真好的世界, 但是舊約物質世界一定是假的,不
好的世界. 他們所以認為新約的神比較高,是真的創造靈
魂世界的神, 但是舊約的神不好, 只是 一位假的創造者, 
諾斯派人叫祂希臘文名字Demiurg,就是 一半創造者或是
造物主而已. 他們認為舊約的神用新約的神所創造的屬
靈的材料, 來創造物質的假事物. 

 
馬克安[Marcion, 84-160 年] 也拒絕聖經的舊約, 錯誤的認為它沒

有什麼好處. 他也認為舊約的神只是 Demiurg跟新約神不一樣. 跟諾

                                                 
6就是傳說中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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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派人同樣馬克安認為靈性的世界好, 但舊約的物質
世界很不好. 所以他認為舊約裡面的創造物質世界的
神很不好. 除此以外,馬克安錯誤的認為舊約與新約的
神差別很多如下 : 
他錯誤的認為舊約的神 新約的神 
是法律的神 是恩典的神 
是憤怒 是愛 
是打架的神 是平安的神 

所以馬克安(Marcion)要把一切新約裡面採用舊約的部分
拋棄.  只有一些舊約的故事馬克安願意接受. 
 
德國神學家, 士來瑪赫赫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年)錯
誤的認為舊約不重要, 因為他太重視主觀與個人的感覺. 他不用
客觀的方法, 所以看舊約的歷史不重要.  他錯誤認為
舊約的神學是比基督教低.  所以他不要把舊約放在
新約前面, 而是放在新約後面, 因為他認為舊約只是
新約不重要的附加而已 
 
德國神學家 Harnack (1851-1930) 是自由神學很重要的代
表. 他拒絕聖經的舊約, 而且認為基督教會應當拋棄它. 
應當把舊約從聖經去掉. 
德國神學家 Rudolf Bultmann (1884-1976)不完全拒絕舊約, 
他接受舊約有教育基督徒的任務, 但是他太輕視舊約. 
他錯誤的認為舊約沒有對基督徒有意義的啟示, 而且不
是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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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部分的基督徒理論上接受舊約為神的話語, 但是
實用上很多基督徒也忽視舊約, 很少願意讀舊約.  一個
研究結果說,  星期天很多教會不喜歡用舊約來講道, 一
年內可能只有 12 個禮拜以下, 把舊約的經文用來講道. 

 
2. 有的基督徒看舊約的任務－太重 
一個讓基督徒輕視舊約的原因, 是從古代到今天有很多基
督教流行.用舊約可是方法不對, 而且忽視很多舊約的法
律是摩西約的規定，不再是基督新約的規定. 他們錯誤的
認為基督徒必須按照每個舊約的法律去做，例如：食物
的規定. 
這個不合適的用法，讓很多基督徒輕視舊約。 
例子： 耶和華見證人的宗派, 太重視舊約的食物規定, 還
是認為很多禁止的食物是會污染人的清潔。 
雖然摩西約的法律說，很多食物會污染人的清潔。但是
主耶穌清楚地說：物質的食物無法污染人的清潔。 
只有罪惡的念頭會污染人的清潔，保羅說倘若基督徒 沒
有懷疑, 所以能吃喝每個食物. 所以說：在每個人跟神立
的約內,有不一樣的規定如下 : 
 

第一個表格食物的規定 
 食物規定 豬肉沒

有血 
有血的
豬肉 

沒有血
的牛肉 

挪亞的約之前 人只可以吃植物 不可以
吃 

不可以
吃 

不可以
吃 

挪亞的約 也可以吃動物的肉 但
是禁止吃血 

可以吃 不可以
吃 

可以吃 

在西乃山定的摩
西約 

禁止吃豬肉與不潔動
物的肉而且禁止吃血 

不可以
吃 

不可以
吃 

可以吃 

主耶穌的新約 可以吃每種食物 可以吃 可以吃 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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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表格報仇離婚的規定 
 報仇的規定 離婚的規定 
摩西的約之前 沒有限制, 70倍也可

以 
 

在西乃山立摩西約 以牙還牙,只可報仇
一倍 

可以, 但是必須寫
離婚書 

主耶穌立的新約 不可以報仇 不可以離婚 

 
所以有很多舊約的規定, 基督徒不須按照它們去做.  
但是這種規定,還是有靈性的意義. 

 

1.3.2 舊約清楚的說明真理, 主耶穌大部分不再
說明 : 
因為主耶穌在地上教導的時候, 那些猶太的聽眾都認識
舊約的內容. 所以主耶穌不必須再教舊約的真理,  耶穌
大部分教的真理是上帝藉著耶穌啟示的真理. 
這個新的真理都繼續啟示舊約的真理. 我們可以說, 藉
這耶穌啟示的真理好像 一棟房間的二樓, 但是在舊約啟
示的真理是這棟房間的一樓與它的基本. 
 
 
  
             要了解新約的真理, 必先了解舊約的真理 
 
                  舊約的真理 是新約的基楚 
 
 
倘若基督徒不願意查看學習舊約的內容, 一定無法了解
主耶穌的教導.下面有兩個重要的例子: 
 
神的偉大性與聖潔性 
主耶穌跟天父的關係很親密,祂把上帝叫阿爸.主耶穌
也給信徒權利叫上帝爸爸或是天父.倘若基督徒不願意
學習舊約的啟示,很容易錯誤的認為,這個權利是很平常
的事情. 但是絕對不是如此,我們稱上帝為爸爸的權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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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革命.聽耶穌第一次這樣說的猶太人與門徒,必定
很驚訝,因為關於這個教導是一個大的革命.在舊約很清
楚的啟示:上帝是非常偉大與聖潔.人無法靠近祂,每個靠
近神的人一定要死.舊約上有很多故事與教導,很清楚的
說明這個真理.例如:  

- 摩西與以賽亞,蒙神召他的故事 
- 除了大祭司能進聖殿的最聖潔的聖壇以外,沒有人

能進,而且連大祭司每年只能進入一天. 
主耶穌之前, 沒有人能跟神有那麼親密的關係.所以當主耶
穌給信徒這樣的權利, 就是非常特別的恩典,真的是福音.但
是我們基督徒不可以忘記這個權利並不是平常的事,為了了
解這偉大的恩典,我們必須好好的查看舊約.這樣就能了解
神的偉大與聖潔. 
 

因人的罪他們應當被處罰 
主耶穌教導時,常常不說人犯罪的事實,大部分不說罪人應
當得到什麼處罰.因為聽耶穌說話的猶太人都知道了.只有
當耶穌跟法利賽人說話,他說到他們的罪, 因為法利賽人錯
誤認為,他們是好人.但是其他的人, 特別是稅吏、姦淫的婦
女等等.都知道他們應當得到嚴格的處罰. 所以主耶穌重視
他們,神願意赦免他們的罪. 
倘若基督徒不願意讀舊約, 他們容易錯誤的認為神願意赦
免我們的罪是一個平常的事. 但是並不是這樣子. 赦免
罪人的罪的福音,也是一個大革命, 是偉大的恩典, 是
真的福音.難怪聽主耶穌這樣教導的法利賽人,就發
怒非常生氣. 
基督徒必須好好學習舊約, 為了明白這個大恩典, 為了
明白赦免人的罪, 是最難做到的事.必須主耶穌替罪人受
很大的痛苦, 必須替罪人受判死刑. 不認識舊約的神學
家錯誤認為耶穌在十字架上死是一個歷史上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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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並不了解耶穌在十字架上死, 是一個必須發生的事.

要不然, 我們的罪無法得赦免. 

 
1.3.3  耶穌常常用舊約的詞與圖畫 
耶穌教導時,用舊約的 39 卷為聖經. 所以當然, 常常用舊
約的詞與圖畫. 為了了解主耶穌的教導,基督徒必須了解
舊約的教導. 要不然很容易對這些從舊約來的詞與圖畫
產生錯誤的了解.因為這些詞在希臘文與在希臘文化上
的意義 跟在舊約裡的意義差很多.所以為了解這詞的真
正意義, 必須好好的研究舊約裡面的意義.這裡只能提到
一些最重要的例子. 
 

神的僕人 
常常使徒叫自己 dou=lo$ [doulos, 奴隸] 例子 羅馬書一，1 上保羅

叫自己   
1 Pau=lo$ dou=lo$ Xristou=  )Ihsou=, klhto\$ a)po/stolo$,  
          保羅          基督 耶穌 的 奴隸   ,    蒙照的  使徒 
          a)fwrisme/no$ ei)$       eu)agge/lion qeou=, 
          被分別出來  為傳        神的福音 
在彼得下書一,1 彼得叫自己 
1 Sumew\n Pe/tro$ dou=lo$ kai\ a)po/stolo$  )Ihsou= Xristou=  
  西門   彼得          奴隸    而      耶穌基督的使徒 
在雅各書一,1 雅各自己叫 
1  )Ia/kwbo$ qeou=   kai\   kuri/ou  )Ihsou= Xristou= dou=lo$ 
     雅各      神       與       主          耶穌基督的      奴隸 =| 
所以很重要分解  [dou=lo$, doulos, 奴隸] 這個字的意思. 在希臘文

與希臘文化上  [ doulos, 奴隸]  沒有什麼權力, 被主人買來 也而被

主人完全地控制.   
大部分跟主人沒有深的關係.  大部分 很恨他的主人 因為被他 逼
迫很多. 但是這個意思 並不是使徒的用法.  但是 使徒用的 [神的

dou=lo$, doulos, 奴隸] 或是 [基督的 dou=lo$, doulos, 奴隸] 都有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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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w`hy dba ebed yahwe 耶和華的僕人]  的意思. 在舊約的希伯來

文化上   [ebed 僕人] 這個字 有跟 doulos 不一樣的意思. 雖然 ebed 
也屬於主人 也必須聽從主人的話 但是跟 doulos 不一樣.  
ebed 與他的主人有很深的關係: 彼此信靠, 彼此相愛. 在希伯來文

化上大部分算 ebed 也是家人: 也可以當後裔, 可能得到比較高的

位子.  

例子 當亞伯拉罕 還沒孩子的時候 他說, 他的 ebed 
elieser 會得到他的財產.除此以外 當亞伯拉罕的兒

子 以撒 長大了 亞伯拉罕 差遣 他的 ebed elieser 到
哈蘭 那裡去找一好婦人 作為以撒的妻子. 這個時

候 僕人 ebed elieser 得到很寶貴的東西 為訂婚禮

物. 這個證明 亞伯拉罕完全能信靠他的僕人 ebed 
elieser 不怕 他會帶著寶貴的東西跑走. 

 
[hw`hy dba ebed yahwe 耶和華的僕人]  在舊約上 有更深的意思 
就是 他是一個完全愛神的人, 也是 一位完全願意聽從神的人.  常
常神叫 先知為 [hw`hy dba ebed yahwe 耶和華的僕人] , 常常叫 以色

列子民 這樣 還有 叫 彌賽亞 這樣. 
所以 在 新約上[神的 dou=lo$, doulos, 奴隸] 或是 [基督的 dou=lo$, 
doulos, 奴隸] 有下面的意思 

1. 是神的好僕人 不斷地事奉耶和華 不斷地聽耶和華的話而
順從祂. 

2. 跟神有深的關係 而蒙神給他特別重要的任務 
3. 他很愛神 也跟神有很深的關係  

 神的羔羊 
在新約上 特別在約翰福音 與啟示錄上 常常說 耶穌是神的羔羊. 
為了正確了解 羔羊 的意思, 必須好好地查考舊約 要不然無法了
解.  
在 舊約上 羔羊有很特別的意思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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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羔羊能用作 赦免奉獻禮的動物: 當一個人犯了罪時 有兩個方
法. 倘若罪很大 譬如 特意殺人, 褻瀆神, 做法術, 淫亂 等等, 罪
人就必須死. 但是 倘若他的罪不那麼大, 神給罪喔人特別的機
會, 就是  罪人能藉殺動物奉獻給神 得到赦免. 他必須這樣進行:  

a.他要買一隻沒有疾病的動物 譬如 羔羊  
b. 要把這隻羔羊帶到聖殿的祭司祀那裡去  
c.要按他的手這隻羔羊頭上 說 你替我擔當我的罪 

我的罪在你身上. 
d.要用刀子割斷羔羊的脖子血管 殺了牠 因為這是

罪應當得到的的判死刑. 
e. 祭祀用碗 取血 把血奉獻給神 證明 有誰替罪死了. 

2. 除此以外  羔羊也有更高的任務  就是  
     羔羊是逾越節裡最重要的中心.  
以色列人從埃及出去 最後的那天 神說 最後的夜裡 每個埃及人家的
長子必須死, 因為一位天使 經過埃及而殺每個家的長子. 所以以色
列每個家要 殺一隻羔羊 而把羔羊血塗在門框與門楣上. 當殺長子的
天使看見門框與門楣的血 他就越過這個家而不殺長子.7 這時家人
在房屋內吃羔羊的肉 

當新約說 耶穌是 神的羔羊 也有這個兩個意思 就是 
1. 主耶穌替我們的罪受苦而死. 藉著主耶穌的寶血 基督徒得

到 神的赦免. 
約翰福音 一,29 次日、約翰看見耶穌來到他那裏、就說、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世人罪孽的 
 
啟示錄 五,6 我又看見寶座與四活物並長老之中、有羔羊站

立、像是被殺過的 9. 他們唱新歌、說、你配拿書卷、配
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殺、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
各國中買了人來、叫他們歸於 神. 11 我又看見、...有
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數目有千千萬萬．12 大聲說、 

曾被殺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
力、尊貴、榮耀、頌讚的。 

 

                                                 
7所以希伯來文上叫逾越節 Passah 番以除來是 [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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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藉著主耶穌的寶血 基督徒得到保護 與成就的能力.  啟示

錄說 基督徒 藉著神羔羊的寶血擊敗魔鬼 而 成就. 
啟示錄 十二,9. 大龍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

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10 我聽見在天上有大聲音說、 
我 神的救恩、能力、國度、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

都來到了．因為那在我們 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
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了。 

11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見證的道．
他們雖至於死、也不愛惜性命。 

所以兩個下面的活動 並不是偶然的 
1. 主耶穌星期五在十字架 從 早上 9 點 到 下午 3 

點 剛好是 猶太人預備殺逾越禮羔羊的時間. 
主耶穌替我們死 的時 就 是 15 點 就是猶太人
殺他們的羔羊的時間. 

2. 主耶穌上十字架 之前一天 就是 星期四 祂命
令他的門徒預備 逾越禮.  但是因為能殺逾越
禮 羔羊的時間 就是星期五時間 還不到, 那天
無法殺逾越節羔羊. 門徒可能很奇怪 沒有羔羊 
主耶穌怎麼進行逾越禮呢. 但是當到吃羔羊肉
的時候, 主耶穌拿起餅來 說 這是我所為你們
破碎的身體   

 
申命記 十六,1 你要注

意亞筆月、向耶和
華你的 神守逾越
節 2、因為耶和華
你的 神在亞筆月
夜間、領你出埃
及。你當在耶和華
所選擇要立為他名
的居所、從牛　羊
　中、將逾越節的

路加福音二十二,14 時候到
了、耶穌坐席、使徒也和
他同坐 15 耶穌對他們
說、 

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 
和你們吃這逾越節的筵

席。 
16 我告訴你們、我不再吃這筵

席、直到成就在 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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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牲獻給耶和華你
的 神．3. 你吃
這祭牲不可吃有酵
的餅、 

6 只當在耶和華你 神
所選擇要立為他名
的居所、晚上日落
的時候、乃是你出
埃及的時候、獻逾
越節的祭 

7。當在耶和華你 神

所選擇的地方、把肉

烤或作煮了吃 

裏...。 
19 又拿起餅來祝謝了、 
 就擘開遞給他們、說、 

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的． 

你們也應當如此行、 
為的是記念我。 
20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來、說、 

這杯是用我血所立的新
約、是為你們流出
來的 

 
 這個經文證明 對基督徒而言  

主耶穌有逾越禮羔羊的任務, 
是 神的羔羊. 

  

耶穌的血 
新約常常很注意耶穌寶血的重要性. 例如 

1. 羅馬書三,23 因為世人都犯了罪、虧缺了 神的
榮耀。24 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

贖、就白白的稱義。25  神設立耶穌作挽回
祭、是憑　耶穌的血 

2. 羅馬書 五, 9 9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
稱義、就更要藉著他免去 神的忿怒 

3. 歌羅西一,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  
               流的血、成就了和平、 

4. 彼得前書 一, 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
分散在本都、加拉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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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2 就是照父 神的先見被揀選、藉著聖
靈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
所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
們 ... 
18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流虛妄的行

為、不是憑著能壞的金銀等物．19乃是憑著基督
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5. 希伯來書 十, 29 何況人踐踏 神的兒
子、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又
褻慢施恩的聖靈、你們想、他要受的刑罰該
怎樣加重呢 

6. 啟示錄 一, 5B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
們脫離罪惡 

7. 啟示錄五,9 他們唱新歌、說、你配拿書
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殺、用自己的
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了人來、
叫他們歸於 神 

8. 啟示錄 十二,11 弟兄勝過魔鬼、是因羔羊的
血 

 
不認識舊約教導的人無法了解這些真理 可能會討厭這個教導. 實
事上有很多有名的人反對所有關於耶穌的血的教導.8 但是主耶

穌自己與他的使徒都說明耶穌的血的重要性. 為了正確地了解 基
督徒要查看舊約的背景. 舊約上寫有很特別的重要性  

血是生命的代表 

在赦罪禮上 奉獻動物的血證明 牠替人的罪判

了死刑 所以在這赦罪禮上 祭司要取血奉

獻給神  證明有誰替罪人判了死刑. 除了

                                                 
8 例如德國作者Goethe 說 他討厭十字架與耶穌的血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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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被殺動物的赦罪禮血 否則無法得到罪的

赦免 無法得到清潔. 所以每個跟赦罪或是

清潔有關係的禮 一定要用血. 當摩西帶著

以色列人到西奈山時 為了立神約 摩西把

動物的奉獻禮的血灑在每個以色列人的身

上 這樣清潔他們. 要不然 他們無法進入

跟神有關係的約. 希伯來書九, 19-22 說 

19 因為摩西當日照著律法、將各樣誡命傳給眾百姓、

就拿朱紅色絨和牛膝草、 

把牛犢山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 

又灑在眾百姓身上、說、『 

20這血就是 神與你們立約的憑據。』 

21 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皿上。 

22 按著律法、凡物差不多都是用血潔淨的、 

     若不流血、罪就不得赦免了。 
出埃及記二十四, 4-8 說 
4 。摩西將耶和華的命令都寫上、清早起來、在山下

築一座壇、按以色列十二支派、立十二根柱子 

5 。又打發以色列人中的少年人去獻燔祭、 

       又向耶和華獻牛為平安祭。 

6 摩西將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灑在壇上 

7 。又將約書念給百姓聽、他們說: e耶和華所吩咐

的、我們都必遵行d 

8 。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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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你看、這是立約的血、 

 是耶和華按這一切話與你們立約的憑據d。 
 
在新約上 主耶穌的寶血代替奉獻動物的血 因為主耶穌血的能力

很大.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自己奉獻為赦罪禮之前 信徒必須不斷的

奉獻動物.   
但是主耶穌只要一次奉獻自己 

每個過去的 
並且每個未來的罪都能赦免. 

所以對基督徒而言 動物的血沒有特別的重要性了  
但是只要耶穌的寶血 就能得到每個罪的赦免  

能清潔每個相信的人. 
主耶穌立聖餐時說 
馬太福音二十六,26 他們吃的時候、 

 耶穌拿起餅來、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說、 

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 

27 又拿起杯來、祝謝了、遞給他們、說、 

      你們都喝這個．28 因為   
      這是我立新約的血、  
      為多人流出來、使罪得赦 
 
這是耶穌特意用摩西在立西奈山約時所說的 句話  

e這是立約的血d 
只有加入 [我] 與 [新] 這兩個字 9 
這句話證明 只有藉著耶穌的寶血 

信徒能得到 清潔與 罪的赦免 
只有藉著耶穌的血一個人能進入耶穌的新約 

                                                 
9 按照馬太福音主耶穌加了[我], 按照 路加福音主耶穌加了[新]. 所以路得翻譯成  e
這是我立新約的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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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藉著耶穌的寶血 
每個基督徒有權力能靠近聖潔的神進入神的聖所. 

 
希伯來書 十章, 19 節說 19 。弟兄們、 
  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了一條又新又活的路從幔子經過、這幔子

就是他的身體． 
21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理 神的家 
22．並我們心中天良的虧欠已經灑去、 
                     身體用清水洗淨了、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 

                  來到 神面前． 
。 

神的日子 
新約的作者說到末日 常常用 [神的日子] 這個詞. 
例子 

1. 使徒行傳 二,20  
2. 哥林多前書 五. 5 
3. 哥林多後書 一, 14 
4. 帖撒羅尼迦前書五, 2 
5. 彼得後書三,10 

為什麼用 [神的日子] 這個詞呢. 這個詞是舊約的 [ hwhy my  yom 
yahwe  神的日子] 的翻譯.  
在 舊約上[ hwhy my  yom yahwe  神的日子] 有很深刻的意思如下 
1. 大衛王之前  [ hwhy my  yom yahwe ] 是神來幫助以色列人 而毀

滅仇敵的日子. 
2. 在先知書上[ hwhy my  yom yahwe ] 是神來審判罪人的日子 也

審判以色列人. 
阿摩司五,18-20 說 18 想望耶和華日子來到的、有禍

了‧你們為何想望耶和華的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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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黑暗沒有光明‧ 
19 景　好像人躲避獅子又遇見熊‧ 

  或是進房屋以手靠牆、就被蛇咬。 

  20 耶和華的日子、不是黑暗沒有光明麼 

      ‧不是幽暗毫無光輝麼。 

3. 在先知書上[ hwhy my  yom yahwe ]  也是最後的末日 是神
審判人類的日子 也是神毀滅地球 而 創造新世界的日子. 

約珥書二, 10-11 說 10 他們一來、地震天動、 

  日月昏暗、星宿無光。 

11 耶和華在他軍旅前發聲‧他的隊伍甚大‧ 

 成就他命的、是強盛者‧ 

 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 

    以賽亞 24 很清楚的描述神的日自 

悔改 
按照馬可福音一:15, 主耶穌教導最重要的內容是: 

Peplh/rwtai o( kairo\$   成熟了 / 時機 
kai\ h&ggiken h( basilei/a tou= qeou=: 且近了上帝的國度 

metanoei=te kai\ pisteu/ete e)n tw=| eu)aggeli/w|. 
你們要悔改   並        信       於       福音 

按照馬太福音四:17 摘要出主耶穌這樣的教導: 
 

Metanoei=te, (你們要悔改) 
h&ggiken ga\r h( basilei/a tw=n ou)ranw=n. 近了  天的國度  . 

這個摘要跟在馬太福音三: 2 施洗約翰的教導完全相同. 不論是馬

可或是馬太的摘要, 最重要的詞都是：     [Metanoei=te 
metanoeite 悔改].  
這個詞是舊約先知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詞. 先知用的希伯來文是    
cWb      shub  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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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Metanoei=te metanoeite 與 cWb  shub 的定義差很多.  
1. 希臘文上 Metanoei=te metanoeite 的定義是改變想法.

所以很多基督徒錯誤地認為「悔改」大部分只有改

變想法的意思。所以,為了一個人能成為好的基督徒,
最重要的是改變他的想法,對生活沒有很大的影響. 

2. 但是希伯來文上的「悔改」有更深的意思就是完全

改變生活的方向.離開罪惡的道路,向神轉回而且走正

確方向. 因為主耶穌與祂的聽眾的背景都是舊約的教

導. 在主耶穌教導「悔改」這個詞一定有第二個意思. 
當使徒用[Metanoei=te metanoeite] 這個詞時,也有完全

改變生活方向的意思. 所以基督徒要接受 
新舊約的「悔改」不是只有改變想法的意思,而是改變生活方向
的意思. 所以悔改也包括 : 

      改變 基督徒用錢的方法   

      改變 基督徒用時間的方法 

      改變 基督徒跟仇敵的關係 

      改變 基督徒 對待部屬的方法 等等 
 

人子 
主耶穌對自己用最多的詞,就是[人子]. 除了最後的時間以外,耶穌

不用 [神的兒子]這個字,要不然無法傳三年的道. 所以主耶穌用 
[人子] 這個詞. [人子] 是舊約常用的字.在舊約上有三個不一樣的

意思: 
1. 從創世記到耶利米書都有人的意思 

例子:詩篇八: 4,耶利米書 四十九:18 、33  
2. 在何西阿書上,神稱呼先知,大都用 [人子] 這個字.例

如：何西阿書 二：8. 
3. 在但以理書中特別有跟神的兒子同樣的意思,如下: 

但以理書七：9-14 說: 
9 我觀看、見有寶座設立、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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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 
      寶座乃火燄、其輪乃烈火 
10 ‧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侍立的有萬萬‧ 
     他坐著要行審判、 案卷都展開了。 
11那時我觀看、見那獸因小角說誇大話的聲音被殺、 
      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 
12 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 
    生命卻仍存留、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日期 
13。我在夜間的異象中觀看、 
   見有一位像人子的、 
   駕著天雲而來、被領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14 得了權柄、榮耀、國度、 
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 
他的權柄是永遠的、不能廢去、 
 他的國必不敗壞。 
 
但以理先知看到的一位像人子的, 並不只是一個人. 祂得了
權柄、榮耀、國度而且他的國度是永遠的. 所以祂一定是神
的兒子是主耶穌. 

當主耶穌 用 [人子] 這個詞, 也有神的意思 
沒有 [神的兒子]  那麼危險, 

因為舊約上有三個不一樣的用法. 
 

摩西的蛇 
除了用舊約的詞以外, 主耶穌也常用舊約的圖畫與例子來說
明新的新約真理。一個重要的例子在約翰福音 三：14-16： 
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 
      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來． 
15 叫一切信他的都得永生。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切信他的，不至滅亡，反得永生。 
 
[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來] 說到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
什麼主耶穌被釘十字架, 拿來跟摩西在曠野舉蛇作比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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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主耶穌知道,未來基督徒對十字架會很容易產生錯誤的了解.
有的偏左派錯誤認為：因耶穌在十字架上替人類的罪死的緣故, 
每個人就得救了. 不需要傳福音給他們, 因為他們不認識主耶穌
沒關係,他們都已經得救了. 
其他的偏右派錯誤的認為：主耶穌只替基督徒的罪死而已.主耶
穌用蛇的比喻來說明「十字架真的意思」, 就是主耶穌替人類全
部的罪受苦而死, 但是每一個人需要相信 [因耶穌替他死的緣故
而得赦免]. 但還不相信的人, 就沒得救贖. 為了清楚說明這個真理, 
主耶穌選擇一個很特別舊約的例子, 就是民數記四：4-9: 
4 他們從何珥山起行、往紅海那條路走、要繞過以東地 
   ．百姓因這路難行、心中甚是煩躁． 
5 就怨讟 神和摩西 說: 
   你們為什麼把我們從埃及領出來、使我們死在曠野呢？  
   這裏沒有糧、沒有水、我們的心厭惡這淡薄的食物 
6 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 
      蛇就咬他們、以色列人中死了許多。 
7  百姓到摩西那裏說：我們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了 
 ，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離開我們． 
       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 
8  耶和華對摩西說： 
         你製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 
           EWvN`h^ÁlK*               ha*r*w+ ota)         yj*w` 
         凡被咬的、      一望這蛇、      就必得活 
9 。摩西便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 
    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了 
當神用毒蛇處罰以色列人的罪, 他們承認他們的罪而且求神
把蛇拿掉. 但是這時神不把蛇拿掉, 而是用新的方法來救他
們, 就應許他們   
   凡被咬的 一望這蛇、 就必得活.  
這樣子每個以色列人都有機會得救,但是每一個人需要
相信神的應許.因為當蛇咬的時候,按照神的應許不動的
站著仰望銅蛇, 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情. 不相信神應許
的人一定要為保護自己去打蛇. 這樣無法仰望神的蛇.只
有相信神應許的人,不用保護自己只要站著仰望神的蛇,
就夠了. 所以每個人有機會得救, 但是只有相信的人才
得到救恩,不相信的人得不到拯救. 



 

 

54

 
同樣因為主耶穌在十字架替我們的罪死，所以每個人都有機會
得救.但是只有相信祂而仰望主耶穌十字架的人能得到救恩. 
 
所以主耶穌用蛇的例子, 來說明這個真理。很可惜當基督徒
不願意查看舊約時, 很容易有偏差. 
 
偏左的說法 聖經教的真理 偏右的說法 
因為耶穌在
十字架替我
們死 , 每個
人得到救恩 

耶穌在十字架替每個人的罪死,每個
人都有機會得救.但是只有相信祂而
仰望主耶穌十字架的人才得到救恩.

耶 穌 在 十 字
架 死 只 有 替
基 督 徒 的 罪
死  

除蛇的例子以外,主耶穌還選擇很多從舊約來的比喻
與圖畫來說明重要的真理.例如： 

- 神是我們的好牧人                    詩篇二十三篇 
- 神免費賜給我們生活的水        以賽亞五十五章 
- 信神的人,像果樹應當開花結果    以賽亞書五章 
- 約拿在魚肚子裡三天 
- 洪水的故事 
- 所羅門的智慧  

1.3.4 舊約與新約是一個個體  
舊約與新約不可以分開, 因為兩個約是一個個體. 舊約的神學是
新約主題的背景. 新約繼續很多舊約的主題. 所以很多聖經的主
題, 包括舊約與新約。 

 1. 舊約說到主耶穌誕生的重要與目的  
有的神學家錯誤的認為, 主耶穌的任務只是教育人. 祂死在十字
架, 沒有大的意義.只是歷史上的意外. 他們錯誤的認為,沒有耶穌
誕生沒關係, 還有其他宗教的老師.  

但是舊約清楚的說明彌賽亞耶穌必須誕生， 
並且必須替人類的罪受苦而死. 

 
a 舊約證明每個人有罪 
自由的神學家錯誤的認為人心是好的。倘若一個人犯了罪都是
因為環境的影響；所以只要好好的教育人, 他們就會成為善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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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需要耶穌的幫助。在俄國與中國共產黨按照這個看法進行, 但
是不成功，發現人無法叫人成為善人. 
舊約清楚的說：人的心滿了罪, 滿了惡念頭, 不願意聽從神的話. 從亞
當與夏娃開始, 人犯的罪越犯越多. 
洪水的時候, 人類因罪的緣故而死。只有世界上最好的人諾
亞與他家人得救。但是連挪亞與他家人得救之後還是犯
罪，他的後裔也很多犯罪。例如建築巴別塔。所以神選擇
世界上相信祂的人,亞伯拉罕就是個好的榜樣。 但是連他也
犯了罪。他的後裔就是以色列人也犯很多罪。雖然神用很
多先知勸他們悔改, 但是他們還是犯更多的罪。 
連比較好的以色列人, 例如以賽亞靠近神的光時, 看見和承
認自己有大的罪。 
所以舊約證明了, 連比較好的人都會犯罪,都是罪人. 
 
b 舊約證明因人的罪他必須死亡 
舊約很清楚的證明,每個人犯了罪應當判死刑. 因為在聖潔的神面
前每個罪, 應當得到嚴格的處罰.連在人的看法比較小的罪,在神
面前也應當受很大的處罰. 除此以外,舊約證明判死刑不是一個理
論上的事.而是罪人真的被判死刑. 例如: 

1. 挪亞時代,除了挪亞家裡的八個人以外,其他的人都被判了
死刑 

2. 在西乃山立約之後, 以色列人犯了罪而敬拜金牛犢. 因罪
的緣故, 以色列人的神要殺他們,只因摩西為他們代禱 ,神
就不殺他們了. [出埃及記 三十二： 1-34.] 

3. 摩西時, 以色列人在曠野 40 年 常常犯罪 而很
多人也被判死刑. 下面有一些民數記的例子 
經文 犯什麼罪 得什麼處罰 
民數記 十一 發牢騷 很多人生病而死 

民數記十六 可拉 Korah 與 250 人
跟摩西發牢騷 

都死了 

民數記十七 以色列人跟摩西發牢騷 14.700 個人死了 
民數二十

一,4-9 
發牢騷 很多人被毒蛇

咬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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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數記 二十

五 
跟 Moab 人淫亂而且

敬拜他們的偶象  
24 000 個人因

病而死 
 
4. 約書亞時, 打敗耶利哥之後,一個以色列人亞干犯了罪, 偷拿奉

獻給神的金子與寶貴的衣服. 因這罪的緣故,亞干與他的家人
都被判死刑.而且有 36 個以色列人也因此而死. 

 
5. 士師時,常常以色列人忘記神而敬拜偶像.所以神把他們交

在仇敵的手裡,造成很多以色列人死了. 
 
6. 以色列兩個王國時代,神用很多先知控告北部與南部人的

罪,就是 
a. 忘記神,違背他們跟神所立的約 
b. 敬拜偶像   c. 對貧窮人不公義 等等 
藉著先知神告訴他們,他們必須悔改, 要不然他們的國家一
定會被毀滅,而且很多人被殺或被擄到他國. 發現以色列
人,不論北部或是南部, 無法悔改變成善的人.他們全都在
罪中. 
所以主耶穌之前 722 年,以色列北部真的被毀滅,而且很多
人被殺或被擄到外國 
所以主耶穌之前 586 年,以色列南部就是猶太國也被仇敵
打敗, 耶路撒冷與神的聖殿被毀滅,而且很多人被殺或被擄
到外國. 

 
7. 連以色列最好的人,在神面前,他們自己看見,他們也有重罪,

也應當得判死刑. 因為在聖潔神面前, 每個罪應當判死刑.
例如： 
a. 以賽亞雖然是以色列的比較好的人在神面前,他看見自
己也有重罪,他也必須死  [以賽亞書六=章, 5] 
b. 當以色列最聖潔的大祭司約書亞, 在神面前發現有污染
的衣服, 就是有很多罪, 應當死。[撒迦利亞書第 3 章 1 到
10 節] 

所以聖經舊約, 很清楚地說明與證明：  
           每個人都是罪人應當被判死刑. 
新約也說明這個真理,但是比較少而大部分用舊約的經文與例
子。例如：新約最清楚地經文就是羅馬書 三：9-23， 保羅說明
每個人都是罪人，而無法避免神的審判, 他都引用舊約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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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比較證明 新舊約深刻關係 
 
 
詩篇十四章  1 愚頑人心裏說、沒

有 神。他們都是邪惡、 
行了可憎惡的事 沒有一個人行善。 
2 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要  看

有明白的沒有有尋求 神的沒

有。 
3 他們都偏離正路、一同變為污穢‧ 
   並沒有行善的、連一個也沒有。 
  
詩篇五章,9  因為他們的口中沒有誠

實‧他們的心裏滿有邪惡‧他
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
們用舌頭諂媚人。 

140,章,3. 他們使舌頭尖利如
蛇‧嘴裏有虺蛇的毒氣 

7 他滿口是咒　、詭詐、欺壓‧
舌底是毒害奸惡 

   
以賽亞 五十九章 7 他們的　奔

跑行惡、他們急速流無辜人

的血‧意念都是罪孽‧所經

過的路都荒涼毀滅。8 平安

的路、他們不知道‧所行的

事、沒有公平‧他們為自己

修彎曲的路‧凡行此路的、

都不知道平安 
 
詩篇十六章 2. 惡人的罪過、

在他心裏說、我眼中不怕 

神。 

羅馬書三章, 
9... ．因我們已經證明、猶

太人和希利尼人都在
罪惡之下．10 就如經
上所記、 

『沒有義人、連一個也沒
有．11沒有明白的 沒有
尋求 神的  12 都是偏離
正路、一同變為無用．
沒有行善的、連一個也
沒有。 

 
13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 
      墳墓． 
他們用舌頭弄詭詐． 
 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 
14 滿口是咒　苦毒． 
 
15 殺人流血 
        他們的　飛跑． 
16 所經過的路、 
     便行殘害暴虐的事． 
17平安的路、 
       他們未曾知道． 
 
18 他們眼中不怕 神。』 
.... 23 因為世人都犯了罪、 
           虧缺了 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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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舊約說明彌賽亞耶穌的重要性與任務 
新約的大主題就是主耶穌的使命, 他的教導與他的受苦, 福
音 4 本書都特別說明耶穌在十字架替我們受苦. 例如在約翰
福音裡面, 一半多的經文都提到:主耶穌被釘十字架那一
週。在馬太與馬可福音裡面提到, 這一週也包括了 30%. 
有的神學家不明白, 為甚麼十字架那麼重要。而誤認十字架
的意思, 只是耶穌跟受苦的人同樣而已. 
但是舊約很清楚地說明, 為什麼主耶穌替我們受苦而死. 
 
3. 舊約證明人需要 彌賽亞來幫助 
按照上面舊約描述證明了兩個重要的真理： 

1. 每個人都犯了罪, 是罪人 
2. 沒有人能自己改善成為善人 
3. 每個人而應當判死刑 
4. 因為神是聖潔與公義, 祂必須審判每個罪人 

倘若舊約的教導只有這四個真理, 我們人必須死亡。但是感
謝神, 舊約也啟示了下面的真理： 

1. 神還是愛人的, 還是照新的方法幫助人 
2. 因為人無法自己幫助改善, 人需要彌賽亞來幫助 
3. 神決定了差遣彌賽亞來幫助人 

2a 舊約說明彌賽亞的任務 

馬丁路德說 主耶穌是新約與舊約的中心. 主耶穌也自己說 舊約

說到祂. 事實上 舊約裡有很多說明彌賽亞的任務的預言. 很多預

言 主耶穌誕生的時候成就了 而且新約注意這些舊約的預言藉著

主耶穌.成就了. 其他的預言 新約注意 在主耶穌第二次來 會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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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表格 把舊約說到彌賽亞的預言 與 新約的參考經文 來比

較 10 
 
主題 舊約說到彌賽亞的預言 新約的參考經文 

彌

賽 
創世紀 三, 15 婦人的一位後

裔未來會勝過魔鬼 
加拉太四, 4 

亞

的 
創世紀 十二, 3 藉著亞伯拉罕

一位後裔 萬民得祝福 
馬太 一,1, 加拉

太 三, 8 
誕

生 
創世紀 十七, 19 未來神會跟

以撒的後裔 立永遠的約 
路加 三, 34, 加拉

太四, 28. 
 民數記 二十四, 17 雅格的後

裔一位 當作永遠的王 
馬太一,2. 

 創世紀 四十九, 10 猶太的後

裔 一位 當作永遠的王 
路加三, 33 

 以賽亞 九,7 大衛王的一位後

裔 當作永遠的王 而且帶來平

安與公平 

路加一, 32-33 

 彌迦 五, 2 彌賽亞在伯利恆 誕
生 

路加 二, 4-7 

 但以理 九, 25 耶路撒冷 在復

興時 彌賽亞誕生 
約翰 一, 41 與 
四, 25. 

 以賽亞 七, 14 彌賽亞藉著處

女出生  
路加一, 26-31 

 以賽亞 七, 14 彌賽亞的名字 媽太一, 23. 

                                                 
10 大部分按照  Thomans, Nelson Publ, Messianic Prophecies fullfilled in Jesus 
Christ. 



 

 

60

是以馬內利 
 耶利米 三十一, 15 彌賽亞誕

生時  以色列北部的很多孩子

被殺 

馬太二, 16-18. 

 何西阿 十一,1 彌賽亞誕生時 
他要逃跑到埃及 

馬太二, 14-15 

 [士師記 十三, 5 彌賽亞在拿撒勒長大] 馬太二,23. 
預備 瑪拉基三,1 神用一位預備彌

賽亞道路的使者 
路加, 七,24+27 

道路 瑪拉基 四, 5. 這個使者當作

以利亞的事工 
路加一, 17 
 

的人 以賽亞 四十, 3-5 這個使者 
在曠野傳道  

馬可 一, 2-3 

彌賽 詩篇 二, 7 神 宣告 彌賽亞是

祂愛的兒子 
馬太 三, 17, 馬克

九, 7. 
亞 以賽亞 十一,2  彌賽亞未來得

聖靈 
馬太 三, 16. 

的事 以賽亞 四十二, 1 神 對彌賽

亞很滿足 
馬可一, 11 

工 詩篇 九十一, 11 天使保護祂 馬太 四, 6 
 以賽亞 九, 1-2 彌賽亞未來把所

在黑暗中的加利利人 看見光 
馬太四, 13-16. 

 詩篇 二十二, 22 祂把猶太人

宣傳福音 
馬太四,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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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十八, 15 彌賽亞是一

位跟摩西很像的先知 
使徒行傳 三, 20-
22. 

 以賽亞 六十一, 1 彌賽亞醫治
生病的人 

路加四, 18-19. 

 以賽亞 二十九, 18 祂醫好 瞎
的, 聾的 與 麻木的人 

馬太 11, 4-5 
 

 以賽亞 五十三,3 猶太人不接
受彌賽亞 

約翰 一, 11 

 以賽亞 二十九 :9-13 偽善的
人反對彌賽亞 

馬可 七, 6-8 

 詩篇 二, 2 有的王也反對彌賽亞 馬可三, 6 
 彌迦 七, 6 因祂的教導的緣故

很多家庭會分開 
馬太 十, 35-36 
 

 詩篇 七十八, 2 彌賽亞用比喻

來教導 
馬太 十三, 35. 

 詩篇 一百十, 4   彌賽亞是一

位跟 Melchizedek 很像的祭

司 

希伯來 五, 5-6. 

 詩篇 一百十八, 22  彌賽亞 當
作基石 

馬太二十一, 42.

受苦 撒迦利亞 九,9 彌賽亞騎上驢駒 馬可十一, 7-11 
之前

五天 
詩篇 一百十八, 25-26 他們對

彌賽亞說 奉耶和華的名來的

是應當稱頌的 

馬太二十一,4 

 詩篇八, 2 孩子們未來稱頌祂 馬太 二十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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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拉基 三,1 潔淨聖殿 馬太二十一, 12-13 
 詩篇四十一,9 被朋友出賣. 路加二十二, 47-48 
 撒加利亞 十一, 12 以 30 塊錢

被出賣 
馬太二十六, 15 
 

 以賽亞 五十五, 5 按照神的旨意進
行 

馬太二十六, 42 

彌 撒迦利亞 十三, 7 信徒離棄祂 馬太二十六, 31 
賽 詩篇三十五,11 假的見證控告祂 馬可十四, 57-58 
亞 以賽亞五十三,7 不回答控告的人 馬可 十五,4-5 
替 以賽亞 五十, 6 被打 馬太 二十六, 67
罪 以賽亞 五十三, 5 被遭到鞭打 馬太二十七, 26 
人 以賽亞 五十, 6 被笑與被吐 馬太二十七, 29-30
受 彌迦 五,1 被打到面上. 馬可十五, 19 
苦 詩篇 六十九, 4 無故的被恨 約翰十五, 24-25 
而 以賽亞 五十三, 5 替我們被打 羅馬 五,6+8 
死 以賽亞 五十三, 10 以彌賽亞

生命買贖很多人 
馬太 二十,28, 使
徒行傳二,24 

 以賽亞 五十三, 12 彌賽亞跟
罪人被處罰 

馬可十五,27-28 

 撒迦利亞 十二,10 手與腳被打

破 
約翰二十, 27 

 詩篇 二十二, 7-8  彌賽亞被

笑與辱罵 
路加 二十三,35 

 詩篇一百九, 25 看到的人搖

頭 
馬太二十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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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六十九, 21 他們給彌賽

亞 醋與膽汁 
馬太二十七, 34 
 

 詩篇一百九,4 受苦時 彌賽亞

為了仇敵禱告 
路加 二十三, 34

 詩篇 二十二,17-18 彌賽亞的

肋骨露出來. 軍人為衣服抽籤

馬太 二十七, 35-
36 

 詩篇 三十四,20 骨頭沒被割

斷 
約翰十九, 32-36 

 撒迦利亞十二, 10 身體被打

傷 
約翰 十九, 34 

 詩篇二十二,1 被神離棄 馬太二十七, 46 
 以賽亞 五十三,9 跟財主一起

被埋葬 
馬太二十七, 57-
60 

復 
活 

詩篇十六, 10 彌賽亞死與復

活 
馬可十六, 6-7, 使
徒行傳 二,27, 十
三, 35-37 

 何西阿 六,2 三天內復活 約翰二十,1 哥林

多前書十五,1 
 詩篇 六十八, 18 升天 馬可十六,19. 
彌 
賽 

但以理 七,13 見有一位像人子的、   

駕著天雲而來 
馬可十三, 26, 路
加二十一, 27 

亞 
第 

撒迦利亞 十二, 10 彌賽亞第

二次來時  以色列人為祂哭 
馬太 二十四,30 
啟示錄 一,7 

二 以賽亞 十一, 1-10 彌賽亞 處罰 啟示錄 二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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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罪人 把世界帶來公平 與 平安 
來 以賽亞 六十三, 1-6 彌賽亞處

罰萬民 
啟示錄 六-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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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舊約證明神的 彌賽亞必須替人受苦

而死的意思 
從開始以來 主耶穌替罪人受苦而死 是教會大的主題. 上面說明了 在
四本福音裡 提到主耶穌的受苦罪多. 但是福音裡說明主耶穌受苦的

意思比較少.  新約其他的書雖然說到主耶穌受苦而死的意思好幾次 
但是每次說得不多 而且都用舊約的話與比喻. 為什麼呢? 
因為舊約非常清楚得說明 為什麼彌賽亞必須替人受苦而死. 第一個

時代的教會提到這個主題 都用舊約的經文. 他們的信徒都查驗在舊

約裡面的教導. 所以新約的作者大當然不必再寫長的經文說明 為什

麼彌賽亞必須替人受苦而死. 只提到關主耶穌替人受苦而死舊約的`
經文而已. 
但是現代發生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 很多神學家 歧視舊約  而認

識舊約的教導不夠 所以發生錯誤地了解 如下 

a.錯誤認為 主耶穌受苦而死 沒有特別的意思 耶穌不

小心 發現意外,被抓而判死刑 

b.錯誤認為 主耶穌受苦而死 只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c.錯誤認為 主耶穌受苦而死的意思只是 耶穌要跟受

苦的人 同樣 而已 

d.錯誤認為 主耶穌受苦而死 的意思是 耶穌是失敗的人. 
但是舊約太清楚說明 

a. 主耶穌特意 離開天堂誕生 為了 替罪人受苦而死. 他的
受苦並不是一個意外 但是 是 神計劃的 成就. 因為主耶
穌誕生之前幾百年 舊約先知說預言 未來彌賽亞會受苦而
死 證明祂的受苦神的遠的計劃 

b. 主耶穌 必須 替我們受苦 要不然人無法得赦罪 無法得救
贖. 因為每個人犯了罪 犯重的罪 而每個罪必須得判死
刑. 倘若彌賽亞不願意替我們的罪受苦而死 我們鬥必須
判死刑就是永遠進入地獄. 

上面說明了很多舊約的證明. 這裡只再說明 更祥細兩個最重要

的舊約經文 就是 以賽亞書 五十三 章 與 詩篇 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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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五十二,13 到五十三,12 
這個經文說到 神僕人的施工 是一個神僕人的詩歌. 這個詩歌

裡 神僕人無故受苦. 神僕人都沒有罪 但是受苦而死. 這個經

文 的結構是  
首段 [以賽亞 五十二, 
13-15] 與 終段 [以賽亞
書 五十三,11-12] 

神說明祂的僕人的性質 

中段 [以賽亞書 五十三, 

1-10] 
有人說到 神的僕人 常常

說 神的僕人替我們的罪受

苦 
 

以賽亞書 五十二章    首段 
13. 我的僕人行事必有智慧,［或作行事通達］ 
      必被高舉上升、且成為至高。 
14 許多人因他 驚奇 

 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15 這樣、他必洗淨［或作鼓動］許多國民‧ 
  君王要向他閉口‧因所未曾傳與他們的, 
   他們必看見‧未曾聽見的、他們要明白 

以賽亞書五十三 章   中段 
1 我們所傳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有誰信呢‧ 

 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露呢。 
2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 

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 
 我們看見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 
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不看的一樣‧我們也不尊重
他。 

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 神擊打苦待了。 

5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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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
治。 

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行己路‧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
上。 

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不開口［或作他受欺壓卻自卑不
開口］ 
他像羊羔被牽到宰殺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不開口‧ 

8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 
  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9 他雖然未行強暴、口中也沒有詭詐、 
 人還使他與惡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10 耶和華卻定意［或作喜悅］將他壓傷、 
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或作他獻本身為贖罪
祭］ 
他必看見後裔、並且延長年日。 
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終段 
11 他必看見自己勞苦的功效, 便心滿意足‧有許多人、 

因認識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
孽。 

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 與強盛的均分擄物‧ 
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列在罪犯之
中‧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重要的問題就是 

a. 到底 替我們數苦的神僕人是誰 

b. 到底 中段裡 所說的 [我們] 是誰 
從開始以來 主耶穌, 使徒 與 教會信徒 都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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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這個詩歌裡所無故受苦的僕人 一定是主耶穌 

b. 中段裡裡 所說的 [我們]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這經
文 的意思就是主穌穌 替人類的罪 受苦而死 

雖然猶太家教 與自由神學家不願意解受這個看法. 自由神學家

一個的錯誤源測就是 先知的話 並不是神啟示的預言 但是是先

知好好地查看環境的活動的結果. 
 

聖經於先知的看法 

神的啟示  

神把預言的

內容啟示給

先知 

 

        先知 

 

先知預言說

給聽眾 

 

     先知的聽眾 

 

自由學關的話的看法 

先知藉著理性查看環境 

先支用祂經

驗與智慧思

想 

 

        先知 

 

 

先知把他的

話語告訴聽

眾 

 

     先知的聽眾 

 

按照自由學的原則 以賽亞無法說到主耶穌的預言 但是 他說對

受苦的僕人 必須是一位在以賽亞的時間的人物 或是一群人. 

因為他們認為 以賽亞書 四十 到五十五章 的作者 是一個在巴

比倫時代的先知 他們錯誤認為 以賽亞五十三章說到的受苦的

僕人 一定是 那時受苦的人 就是 被擄到巴比倫的猶太人. 猶

太教學家的看法,大部分很像. 
 
下面的表格把三個關於以賽亞五十三章的看法作一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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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學的看

法 

猶太人的看

法 

新約的看法 

受 苦 得 僕

人是誰 

被擄到巴比

倫的猶太人

從巴比倫回

到猶大的猶

太人 

主耶穌 

中 段 所 說

的是誰 

外邦的王 外邦的王 特

別是巴比倫

王 

把以賽亞 當

作人類的代

表 

僕人受什麼苦 被擄到巴比倫 被擄到巴比

倫 

釘在十字架上 

為 什 麼 受

苦 

因外邦人罪

的緣故 

因巴比倫罪

的緣故 

因為人類罪

的緣故 
 
自由學 與 猶太人的看法 有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 跟以賽亞書的

神學有大的衝突 就是 

按照以賽亞全書 神把猶太人交給巴比倫國 因為猶太人 犯了太

多罪 而不聽神的話語. 所以 猶太人並不無故的受苦 而是因他

們罪的緣故受苦. 所以猶太人不可以視同以以賽亞五十三章無

故受苦的僕人.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清楚地說 這位受苦神的僕人 沒犯過罪 所以

這聖潔的僕人 並不是 猶太人. 也不是從巴比倫回到猶太的人 

但是 一定是主耶穌.其他的人都有罪 只有主耶穌 沒有罪 
 
以賽亞五十三章的特殊 是 

a. 很清楚地說明 彌賽亞的受苦 

b. 也很清楚地說明彌賽亞受苦而死的意思 
 

詩篇二十二章 



 

 

70

在復活節時 第一時代教會都念以賽亞書五十三章與詩篇二十二章, 因
為 都很清楚地說明 主耶穌的受苦. 詩篇二十二章的特殊 是 由兩部分

組成的 
a. 第一個部分說明 主耶穌 的受苦 

b. 第二個部分說明 主耶穌的復活與大勝 

這裡只看第一個部分 
 

詩篇二十二, 1-20 
1 我的 神、我的 神、為甚麼離棄我 [馬太27,16, 馬可 15.34] 
             為甚麼遠離不救我、不聽我唉哼的言語。 
2 我的 神阿、我白日呼求、你不應允‧ 

                     夜間呼求、並不住聲。 
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列的讚美為寶座的 
4.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便解救他們。 
5 他們哀求你、便蒙解救‧他們倚靠你、就不羞愧。 
6 但我是蟲不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7 凡看見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說 [馬太27,29, 馬可15,29] 
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罷‧ 
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罷。 [馬太27, 43] 
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懷裏、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10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裏‧ 
  從我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 神。 
11 求你不要遠離我‧因為急難臨近了、沒有人幫助我。 
12 有許多公牛圍繞我‧ 巴珊大力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13他們向我張口、  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 
14 我如水被倒出來‧  我的骨頭都脫了節‧ 
  我心在我裏面如蠟鎔化‧ 
15 我的精力枯乾、如同瓦片‧ 
  我的舌頭貼在我牙　上‧[約翰 19,26] 
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16 犬類圍我‧惡黨環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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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扎了我的手,我的腳　[約翰 20,25]。 
17 我的骨頭、我都能數過‧  他們瞪　眼看我。 
18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鬮。 
          [馬太22,35, 馬可15,24, 約翰 19,23-24] 
19 耶和華阿、求你不要遠離我‧ 
  我的救主阿、求你快來幫助我。 
20 求你救我的靈魂脫離刀劍、 
  救我的生命脫離犬類、［生命原文作獨一者］ 

1.3.5 很多聖經的主題包括舊約與新約 

神的救贖歷史包括舊約與新約 
新約的大主題與它的中心 就是 主耶穌的救贖 是罪人從罪的奴隸

釋放. 上面說明了這個主題 也是舊約的大主題 因為從創世紀以

來 有非常多說明主耶穌救贖的預言. 
除此以外在舊約裡充滿 很多救贖故事例如.  

- 挪亞的救贖 
- 埃及奴隸的救贖 
- 士師時從仇敵迫害的救贖 
- 巴比侖擄到的救贖 

這些救贖故事都代表神的救恩 與主耶穌的救贖.  
 
救贖故事中 有一個對猶太人最重要的故事 就是  

                    埃及奴隸的救贖 
對猶太人而言 從埃及奴隸的救贖 

是他們信仰的中心. 
事實上埃及奴隸的救贖是猶太教信仰的基本. 所以舊約當然說到

這個救贖非常多 
- 十誡的前言說到埃及奴隸的救贖 

[出埃及記二十,1-2: 神吩咐這一切的事說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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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 你的 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領出
來   所以 除了我以外, 你不可有別的神...’] 

- 在出埃及記 與 申命記非常多說明從埃及奴隸的
釋放 

- 詩篇說到埃及奴隸釋放非常 多次例如 
詩篇 八十一,6,  一百零五,38, 一百零六,7-39, 一
百十四, 全章, 一百三十五, 8-9,一百三十六, 10-
15,. 

- 先知說到從埃及奴釋放非常 多次例如 
以賽亞書 十,24, 何西亞書 二,17, 十一,1, 師
二,10, 

 
舊約非常多提到埃及奴隸釋放 這個事情證明 從埃及地的救贖是

舊約大主題 而且對猶太人來說 是最大的主題.  
神特意安排這個主題在舊約的中心 因為從埃及地的救贖 非常清

楚代表主耶穌釋放罪人. 下面的表格說明 兩個救贖的的關係 
 
 舊約 新約 

大的主題是神

的救贖 
神釋放在埃及作奴隸的

以色列人 
神釋放在罪裡作奴隸的

人 
紀念禮 逾越禮 Passah 主耶穌的聖餐 
救贖之後立

的約 
在西乃山藉著奉獻動物

的血立約 
在十字架上藉著主耶穌

的寶血立約 
 
摘要: 主耶穌的救贖是新舊約的中心與最大的主題 

 神的應許 
凱撒注意 新舊約是一個個體 因為非常多的應許都包括新舊約. 
上面說明了舊約有非常多應許說到彌賽亞耶穌. 這些應許都包括

新舊約 因為這些舊約的應許 在新約都成就 或是再繼續提到. 
除了彌賽亞的應許以外 也有很多其他舊約的應許包括新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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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只能說到亞伯拉罕的應許. 凱撒注意 神給亞伯拉罕的應許 
在新約都繼續運用 所以這些應許包含新舊約 也包含現代. 
 
1. 未來亞伯拉罕有非常多的後裔的應許 
按照新約這個應許的成就有兩個部分 

- 藉著人的血 到今天亞伯拉罕有非常多的後裔 就是以色列人, 
阿拉伯人 等等 一共有幾億個後裔 

- 藉著主耶穌的寶血與信仰 每個基督徒也是亞伯拉罕的屬靈
的後裔 一共也有幾億個信徒. 

 
2. 亞伯拉罕有的後裔會建立以色列國的應許 
有的基督徒認為 從新約時代以來, 這個應許結束了 所以基督徒

只能了解這個土地的應許, 用屬靈的方法. 但是凱撒認為 到今天

神給亞伯拉罕土地的應許 一直沒結束. 使徒行傳七,7-16 司提反

Stefanus 傳道時 說到神把以色列國給以色列人的應許. 他的說法

證明 他信這個應許還有作用 而不會結束. 
事實上主耶穌升到天堂之後的 四十年 以色列人失去以色列國 被
羅馬人趕出去 要住在其他的國家. 但是神給以色列人的應許沒結

束. 舊約裡有很多預言說. 因為罪的緣故, 以色列人被擄到其他國

家 然後神赦免他們的罪 而帶領他們再回到以色列國. 這些應許

一部分 在主耶穌之前前 539 年 已成就了 但是第二個部分 在 主
後 1945 年 成就. 這時 聯合國 決定 分開以色列國成為兩個部份.  
其中把一部分給以色列人 
 
3. 亞伯拉罕的後裔要得到大的祝福的應許 
舊約裡有很多應許說 亞伯拉罕的後裔 會得到大的祝福. 這些應

許一部分所說到一位後裔. 就是主耶穌. 但是一部分 說到亞伯拉

罕很多的後裔 就是 以色列人 與基督徒. 所以 新約說神給信徒大

的祝福繼續神給亞伯拉罕的應許. 
所以有的基督徒認為 神給以色列人大祝福的應許結束了 只有屬

靈的意思而已. 但是 很多舊約的預言說 在末日神再給以色列人

大的祝福. 羅馬書十一章 非常清楚地說 基督徒 不可歧視以色列

人 因為末日時 神還有一個對以色列人美好的計劃 就是 神再要

給他們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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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羅馬書以外 也有其他新約經文說明 神給以色列人大祝福的

應許還沒結束 例如  路加 一, 55+72-73, 十三, 16, 十九,9,  
 

 神的約定 
舊約裡 神常常跟人立約 這是舊約的大主題. 凱撒注意, 這些約 也
包含新約時代 而且到今天還沒結束.下面表格 說明有的重要的例

子 
 
約 今天對誰有用 結束嗎
挪亞的約 每個人 還沒 
亞伯拉罕的約 以色列人 與每個基督徒 還沒 
西乃山約 [舊約] 以色列人 還沒 
大衛的約 每個基督徒 還沒 
 

新的耶路撒冷 
在舊約中 耶路撒冷 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對以色列人來說  耶路撒

冷是特別重要的地方. 
- 是以色列國的首都 [然後是猶大的首都] 
- 聖殿在那裡 只有那裡 才能奉獻動物 只有那裡 

才能行赦罪禮 等等 
- 在耶路撒冷以色列人行很快樂的慶賀活動. 
- 耶路撒冷是以色列人的避難所. 以賽亞的時候

仇敵勝過了以色列國 只剩耶路撒冷而已  神保
護耶路撒冷  仇敵就無法進入 所以以色列人相
信耶路撒冷 永遠是他們安全的避難所. 

- 對以色列人而言耶路撒冷 是世界上的最美好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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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當主耶穌之前 586 年  巴比侖人 毀滅 耶路撒冷 以色列人的信仰 
被試探 非常多. 主後 70年 羅馬人第二次毀滅耶路撒冷 對以色列人而

言這 是一個更大的試探. 
但是舊約的很多預言說 末日耶路撒冷 會再復興. 新約最後的兩章說 
末日 新的 耶路撒冷從天堂下來 當作信徒的美好住的地方. 所以可以

說 新約的新耶路撒冷 有跟 舊約的耶路撒冷很像的任務. 其中的差別

是  
- 舊約的耶路撒冷只是以色列人的美好避難所  
- 但是 新的新耶路撒冷是萬民信徒的美好避難所. 

1.3.6. 舊約的神學是新約作者與第一世紀的教會的背景 
新約的作者大部分都是猶太人 當然他們的聖經是舊約的 39 卷. 
他們寫下新約的 27 卷書時 他們當然用舊約的神學. 雖然路加不

是猶太人 但是他也很好的認識舊約. 除此以外 舊約的 39 卷 也是

第一個世紀的聖經 因為新約的 27 卷書 在那時還沒寫完. 
所以舊約很清楚說明的真理 新約大部分 不再說 或是說得不多. 
因這個緣故 基督徒只讀新約 是不夠的, 因為這樣 缺少 重要的真

理. 一定得好好查看舊約. 
下面有重要的主題 在新約中很少說到, 因為 舊約已經清楚地說

明了: 
1. 神的性質 例如  

a. 神的偉大性.  
b. 神的聖潔性,  
c. 神的可畏性 
d. 神的無限權柄與行神蹟的能力,  
e. 神的智慧,  
f. 神的對人的目的 
g. 神教育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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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神的忍耐 
等等 

2. 人的性質 例如  
a. 人心的不穩定 例如立約之後 違約.  
b. 人心對神的話的硬性 
c. 人是罪人 容易犯罪.  
d. 因人的罪 他必須死 
等等 
i. 人的由來  
j. 世界問題的由來 
k. 人需要 神的 彌賽亞 所以主耶穌必須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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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論 
2.1 神啟示給人的媒體 
上面說明了, 從開始以來上帝啟示自己給人;例如給以色列祖
先, 給摩西, 先知等等. 啟示的時候 ,上帝用很多方法. 例如: 說
話給人聽 [AUDITION] 或是給人看異象 [VISION]. 有時祂藉著
天使說話; 有時用特別的媒體. 下面說到上帝啟示的名字, 之後
說明重要的啟示的媒體. 
 

2.1.1 上帝的聖名 
舊約說到上帝的聖名用兩個字非常多  
1. El 或是 Elohim 
El 翻譯出來是 神, 也能用在對其他的神. 
Elohim 是 El 的複數，特別用在對真神 
 

2. JHWH   hwhy 
JHWH 是神關於聖約的名字, 特別在對以色列說話用的. 
這個名字的意義是 [存在者], [真實存在的神], 就是[不斷的
存在, 過去存在, 未來也永遠存在的真神] 
這個神的聖名我們不知道祂的發音, 只知道祂的子音, 不
認識祂的母音. 這個問題有三個緣故: 
1. 在主前希伯來文寫下來, 只有子音, 沒寫母音. JAKOB

只寫是 JKB,  YRSLM 就是耶路撒冷. 神的名字寫 
JHWH. [Tetragramm]  

2. 因為以色列人最尊敬這約的名字, 他們不敢念讀祂.唸
讀經文的時候, 當讀道 JHWH 他們唸讀 Adonai 代替聖
名. [Adonai 的意思, 就是主, Lord] 

3. 主耶穌之後 800-1000 年, 有猶太神學家, 名叫 Masoretic 
此人抄錄下聖經時掺加母音, 但是在神的約中的名字
JHWH 不掺加這名字原來的母音, 因為  
a. 沒有人知道怎麼念, 因為沒有人唸讀約有 2000 年 
b. 他認為不應當唸讀神的聖名, 但是應當唸讀 Adonai
來代替 JHWH. 
所以他們在 J H W H 之下掺加 Adonai 音 a o ai: 
                         a o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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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代的時候, 基督徒的神學家不了解他們的意思, 產生
誤會,而他們錯誤的念讀 JaHoWa(i), 也在發出 Jahovah, 或
是 Jehovah ,一個古代時後神學家義意相對的詞. 
到底 JHWH 是發什麼母音子音, 這後代的人不知道, 但是
有很高的可能性, 比較標準的說法是 Jahwe. 
 
除了這兩個字以外 聖經用下面神的名字 
El Shaddai 就是 [有權柄的神] [創 17:1, 28:3, 35:11] 
El Yon     就是 [最高的神, 上帝] [創 14:18,19,20,22] 
El Olam    就是  [永遠的神]  [創 21:33] 
El Bet El  就是  [Bet El 的神] [創 31:13, 35:9] 
 
2.1.2 耶和華的使者 
舊約時, JHWH常常用天使來啟示自己. 天使們中間有一
位很特別的天使, 叫 MAL AK YHWH [JHWE 的使者] 祂並
不是普通的天使, 而是作上帝的代表, 能得到人給JHWH
的敬拜,[JHWH第一次用祂的 MAL AK YHWH 就是當時啟示
給夏甲的那位 
有時 MAL AK YHWH 帶來救贖,有時報告處罰. 
例子:創 16:7-14: 7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的水泉旁邊，就是在到書
珥路上的水旁邊，遇到了她， 8就問她：“撒萊的婢女夏甲啊，你從哪裡
來？要到哪裡去？”夏甲回答：“我從我的主母撒萊面前逃出來。” 9耶和
華的使者對她說：“回到你主母那裡去，服在她的手下！” 10耶和華的使
者又對她說：“我必使你的後裔人丁興旺，多到不可勝數。” 11耶和華的
使者再對她說：“看哪，你已經懷了孕，你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
叫以實瑪利，因為耶和華聽見了你的苦情。 
 
士師2:1-4: 耶和華的使者從吉甲上到波金來，說：“我曾經把你們
從埃及領上來，帶你們到我向你們列祖起誓應許的地方；我曾說過：‘我
永不廢棄我與你們所立的約；4 耶和華的使者對以色列眾人說這些話的時
候，眾人就放聲大哭。 
 
士師 6:20-23: 20 神的使者對基甸說：“把肉和無酵餅拿出來，擺在
這塊磐石上，把湯倒出來。”他就這樣行了。 21耶和華的使者伸出手中的
杖，杖頭一觸著肉和無酵餅，就有火從磐石中上來，把肉和無酵餅都燒
盡了；耶和華的使者就從基甸的眼前消失了。 22基甸看出他是耶和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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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就說：“哀哉，我主耶和華啊，因為我面對面看見了耶和華的使
者。” 23耶和華對他說：“你放心好了，不要怕，你必不會死。” 
 

出 32:34: 34現在你去吧，領這人民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看哪，我的
使者必在你前面引路；只是在我追討的日子，我必追討他們的罪。” 
 

撒母耳下 24:16: 16當天使向耶路撒冷伸手，要毀滅耶路撒冷的時
候，耶和華就後悔降這災禍，就對那毀滅眾民的天使說：“夠了，現在住
手吧！”那時，耶和華的天使在耶布斯人亞勞拿的打禾場那裡。 
 
2.1.3 神的臉 
神的臉代表 JHWE 的存在  
例如, 出 33:20: 19耶和華說：“我要使我的一切美善都在你面前經
過，並且要把我的名字耶和華在你面前宣告出來；我要恩待誰，
就恩待誰；我要憐憫誰，就憐憫誰。” 20他又說：“你不能看我的
臉，因為沒有人看見了我還能活著。” 21耶和華說：“看哪，我這裡
有個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22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要把你
放在磐石隙中，我要用我的手掌遮蓋你，直到我過去了。 23然
後，我要收回我的手掌，你就會看見我的背後，卻不能看見
我的臉。” 
民數記 6:25:2耶和華對摩西說： 23“你要告訴亞倫和他的兒子說：
‘你們要這樣為以色列人祝福，對他們說：  
24願耶和華賜福你，保護你； 25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
你，賜恩給你； 26願耶和華仰臉垂顧你，賜你平安。’ 27

他們要這樣奉我的名為以色列人祝福，我也要為他們祝福。” 
 
神的臉離人暗藏 的意思 就是 神不祝福了, 不幫助, 不
引導  
例如  詩篇13:1: 大衛的詩，交給詩班長。 
1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你掩面不顧
我，要到幾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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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神的 Kabod [重,重要,GLORY, 榮耀] 
[Kabod]原來的意思就是 [重], [重性], [重要]. 關於神有特別的
意思, 就是[榮耀], [GLORY] [偉大性]. 舊約裡面  Kabod 常常
是神啟示給人聖潔, 常常代表 JHWH 的存在. 
例子, 西乃山上神的 Kabod 代表祂的存在: 出 24:16 
  16耶和華的榮耀停在西乃山上，雲彩把山遮蓋了六天；第七
天，耶和華從雲彩中呼喚摩西。 17耶和華榮耀的景象，在以色
列人眼前，好像在山頂上出現烈火。 
當會幕滿了 JHWE 的聖潔(Kabod) , 沒有人能進入:  
出 40:34-35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會幕（民9:15~23）34當時，有雲彩遮蓋會幕，
耶和華的榮耀充滿了帳幕。 35摩西不能進入會幕，因為雲彩停在會
幕上面，並且耶和華的榮耀充滿著帳幕。 
 
2.1.5 Anthropomorphism 擬人化 
Anthropomorphism 擬人化 不是神啟示的媒體, 卻是舊約常
用的說法: 常常舊約說到神 用人性的話, 例如是神伸出祂
的手, 神開祂的眼睛,  神聽見, 神有臉有心等等. 
 

2.2  神的存在, 神的屬性與作為 
舊約不認識無神論, 所以不要證明神的存在. 也沒有神的
定義. 
2.2.1 神有位格 
因為神啟示自己的名字, 祂是有位格的, 並不是一個原子, 
或是力量而已. 除此以外, 神有旨意, 有計劃, 啟示自己給
人. 最主要 祂是活著的神, 是按照祂的旨意與計劃進行的
神, 是愛與捨己的神. 這些品質都證明神是活著的人物. 
 
2.2.2 神是聖靈 
這個真理在舊約說到不多, 但是好幾次說到神的靈,  
例如,以賽亞 61:1,1主耶和華的靈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膏了我，叫
我傳福音給困苦的人；差遣我去醫治傷心的人，向被擄的宣告自
由，向被囚的宣告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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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神是唯一的神 
從以色列祖先叫 JHWH 最高的神, 而且敬拜祂. 他們認為
其他的神沒有或是其他的神不主要, 我們不知道, 因為創
世記還沒說到此問題. 
摩西的時代,JHWH 很清楚啟示[只有獨一位神], 就是 
JHWH. 最清楚說明這真理是在申命記  6:4-7  
[以色列的承認信仰] 
 

  
4“你要聽,以色列啊， 
   耶和華我們的 神是 

ECHAD [獨一的,是一個個體的] 耶和華； 
 5你要全心、全性、全力愛耶和華你的 神。 
 6我今日吩咐你的這些話，都要記在你的心上； 7你要把這些話不
斷地教訓你的兒女，無論你坐在家裡，或行在路上，或躺下，或
起來的時候，都要談論。 8你也要把這些話繫在手上作記號，戴在
額上作頭帶。 9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柱上和城門上 
 
士師時代以色列人忘記這個真理,去敬拜假神. 
先知很強調 [獨一神的真理,] 最清楚且最強是在以賽亞書
第二個階段 (40-55 章) 
 例子, 以賽亞 44: 9 製造雕刻偶像的盡都虛空； 
他們所喜悅的都無益處； 
他們的見證無所看見，無所知曉， 
他們便覺羞愧。 
10 誰製造神像，鑄造無益的偶像？ 
11 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 
工匠也不過是人，任他們聚會， 
任他們站立，都必懼怕，一同羞愧。 
12 鐵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熱， 
用鎚打鐵器，用他有力的膀臂錘成； 
他飢餓而無力，不喝水而發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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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1:29 看哪！他們都是無有，他們所作的都是虛無；他們所鑄的
偶像都是風，都是虛空。 
   
2.3 神的本質與作為 
2.3.1 神的權柄 
舊約很強調 JHWH 無限的權柄.  以色列最大的經驗就是
[從埃及奴隸的釋放]  證明神的極大的權柄. 很多時代以色
列經驗神的全能並能救贖他們及保護他們. 除此以外, 神
創造世界也證明祂的大能. 神的權柄也能處罰罪人, 而且
很可怕. 倘若信徒敬拜別的神, JHWH 的處罰是非常可怕. 
祂也能處罰偉大的國家,例如亞述,. 巴比倫等等. 所有的國
家的未來與所有自然的權利在 JHWH 的統治之下 
例子,  
詩篇 89:9 你管轄海洋的狂濤，波浪翻騰的時候，你使它們平息。 
 
詩篇 104: 1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耶和華我的 神啊！ 
    你真偉大；你以尊榮和威嚴為衣服。 
  2你披上亮光好像披上外袍；展開諸天好像鋪張帳幔。  
 3你在水上立起你樓閣的棟梁； 
  你以雲彩為戰車；乘駕風的翅膀而行。 
  4你用風作你的使者，用火燄作你的僕役。 
  5你把大地堅立在根基上，使地永永遠遠不動搖。 
 6你用深水像衣服一般覆蓋大地，使眾水高過群山。 
 7因你的斥責，水就退去；因你的雷聲，水就奔逃。 
 8眾水流經群山，向下流往眾谷，流到你為它們指定的地方。  
 9你定了界限，使眾水不能越過；它們不再轉回掩蓋大地。  
10你使泉源在山谷中湧流，流經群山中間。  
11使野地所有的走獸有水喝，野驢得以解渴。 
 12天上的飛鳥在水邊住宿，在樹枝上鳴叫。  
13你從自己的樓閣中澆灌群山， 
因你所作的事的果效，大地就豐足。 
 14你為了牲畜使青草滋生，為了人的需用使蔬菜生長， 
使糧食從地裡生出； 
 15又有酒使人心歡喜， 
    有油使人容光煥發， 
    有糧加添人的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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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神的聖潔 
舊約很強調 JHWH (耶和華) 是 KADOSH. 這個詞 原來的
意思就是分開, 隔離,為了特別用,  KADOSH, 特別對 
JHWH 用的 ,而且跟祂揀選所用的工具與人而用. 舊約裡
面 KADOSH 的意思很深且廣, 包含聖潔, 獨一的, 非常可
敬畏可怕, 無像貌, 非常特別, 非常極大,  等等..  
因為 YHWH KADOSH, 無法不處罰罪惡, 每個罪必得死刑. 
舊約裡面的人常常強調 JHWH 的 kadosh, 例如, 摩西與以
賽亞, 當神呼召他們. 常常稱神是以色列的Kadosh聖者. 
以賽亞 6:1-7 烏西雅王去世那年，我看見主坐在高高的寶座
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滿聖殿。 2在他上面有撒拉弗侍立，各有六
個翅膀；用兩個翅膀遮臉，兩個翅膀遮腳，兩個翅膀飛翔。 3他們
彼此高呼著說：“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
滿全地。” 4因呼叫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撼，殿也充滿了煙
雲。 5那時我說：“我有禍了，我滅亡了！因為我是個嘴唇不潔的
人，又住在嘴唇不潔的人民中間，又因為我親眼看見了大君王萬
軍之耶和華。” 6有一個撒拉弗飛到我面前，手裡拿著燒紅的炭，
是用火鉗從祭壇上取來的。 7他用炭沾我的口，說：“看哪！這炭
沾了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惡就赦免了。” 
 
因為 JHWH  KADOSH, 祂的百姓也必聖潔

(KADOSH). 出 22:31 [你們要歸我作聖潔的人.] 所以
跟以色列立約的時候, 必用奉獻動物的血來潔淨他們 

  
2.3.3 神是公義 
舊約很強調 JHWH 是完全公義且要求祂的百姓也要完全
公義的. 希伯來文用這兩個詞為公義: 
1. MISHPAT 就是順服律法的公義, 也能翻譯為審判 
2. SEDEKA 就是保留彼此好的關係的公義. 
在摩西的詩歌說 [申命 32:4] 他是磐石，他的作為完全，因為
他一切所行的全都 MISHPAT 公平,他是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
又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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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神的極大智慧 
舊約非常強調 神的智慧極大 比人能了解還大. 
 
約伯 12: 16 他有大能與智謀，受騙的與騙人的，都是屬他的。 
以賽亞 55:8 耶和華說：“我的意念不是你們的意念，你們的道路
也不是我的道路。 9 天怎樣高過地，我的道路也怎樣高過你們的
道路，我的意念也怎樣高過你們的意念。 
 
舊約也強調 神是所有智慧的來源. 舊約常用的詞就是 
HOKMA11, 並不是在學校能學的智慧 而是跟隨順服神
得到的智慧. 這個 HOKMA 最寶貴 比所有的寶貴. 
 
約伯 28: 28 他對人說：‘敬畏主就是智慧，遠離邪惡就是聰明。’”  
箴言1: 1大衛的兒子以色列王所羅門的箴言： 2要使人曉得智慧

和教訓，了解充滿哲理的言語； 3使人領受明慧的教訓，就是公

義、公正和正直； 4使愚蒙人變成精明，使少年人獲得知識和明

辨的能力； 5使智慧人聽了，可以增長學問，使聰明人聽了，可

以獲得智謀； 6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詞和他們

的隱語。 7敬畏耶和華是知識的開端，但愚妄人藐視智慧和教

訓。 
詩篇 111:  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是這樣行的都是明智

的。耶和華該受讚美，直到永遠。  
 
2.3.5 神是恩典與慈愛 
舊約常常強調  JHWH 是大的 HESED12. HESED 的
翻譯是為憐憫, 慈愛, 約的愛, 穩定的愛, 永遠的愛  
kindness; favour, good deedliness, kindly, (loving-) 
kindness, merciful (kindness), mercy, pity, 
例子, 
詩篇 6:4 4耶和華啊！求你回轉搭救我，因你慈愛的緣故拯救我 
詩篇 13:5:至於我，我倚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必因你的救恩歡呼。 

                                                 
11 聲音就是  CHOKMAH 
12 聲音就是  CHE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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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45:17 耶和華在他一切所行的事上，都是公義的，他對他一
切所造的，都存著慈愛的心。 
 
在舊約最深刻的啟示神的 hesed 在何西阿書 11:1-9 
 
 1“以色列年幼的時候，我就愛他。我從埃及召我的兒子出來。 2可
是我越發呼喚他們，他們越發走開；他們給巴力獻祭，向偶像燒
香。 3然而是我教導以法蓮走路的；我用雙臂抱他們，他們卻不知
道是我醫治了他們。 4我用慈繩愛索牽引他們，我待他們像人拉高
牛的軛在兩顎之上，又向他們俯身，餵養他們。 5“他們必返回埃
及地，亞述要作他們的王；因為他們不肯回來歸我。 6刀劍必在他
們的城中飛舞，毀壞他們的門閂，因著他們自己的計謀，吞滅他
們。 
 7我的子民決要背道離開我，他們因著所負的軛而呼求，卻沒有人
給他們卸下。 8“以法蓮啊，我怎能捨棄你！以色列啊，我怎能把
你交出來！我怎能對你如同押瑪，待你好像洗扁呢！ 
我的心腸翻轉，我的憐憫發動。  
9 我必不讓我的烈怒發作，必不再毀滅以法蓮；
因為我是 神，不是世人； 

我是你們中間的聖者，必不會含怒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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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造與墮落 

3.1   創造萬物的上帝  
舊約認為還沒有世界,還沒有天堂之前, 上帝就存在
了；因為 JHWH 是永遠, 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舊約
不是要證明 JHWE 的存在 , 因為當然有上帝, 祂創造
的世界證明了是有一位創造者. 而且 JHWH 就是所有
的事情的來源。 
 費英高牧師說    

[舊約聖經第一句話就是：「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在甚麼都
還沒有存在時，上帝就有。聖經沒有任何「神的由來說」
（theogony）。詩人說「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
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詩 90:2）。在以賽亞書 43:10 說：
「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我以後也沒有。」]  
3.2、上帝創造世界的工作   
舊約描述上帝創造世界的工作,  特別在四卷書裡面
提到, 就是創世記 , 約伯記, 詩篇與以賽亞書. 最細密
的報告就是在 創世記 1:1-2:4 
 
3.2.1 創世記上帝創造世界的報告 
1 1 be reschit  

    起初 
         bara Elohim
        創造   神 
 
et ha shamajim  
     天      
        we et ha arez 
     與    地。 

1. Be reschit  起初 的的意義, 並不是在第一個
小時，而是在我們的時間之前。 
2. bara 特別描述上帝的活動，就是沒用什麼
材料來創造新的事情 [creatio ex nihilo]13 
3. shamajim [天] 在舊約上有四個意義 
a. 白天看到的有雲的天 [sky] 
b. 夜裡看到的宇宙 
c. 我們眼睛看不到的靈與使者居住的地方 
d. 上帝居住的地方 [heaven] 
這裡 shamajim 包含第一到第三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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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2 we ha arez 地 

    hajeta 
是 或是  變成] 
   tohu wa bohu 
  空虛混沌[chaos]

2a 希伯來文能翻譯兩個方法就是： 
倘若翻譯 [是] 一節是這文章的摘要。倘
若翻譯 [變成] 就是神在一節創造的世界
被毀滅了， 在 3 節神第二次開始創造世
界。 第二個翻譯的處理是能解決科學跟
聖經關於世界年齡的矛盾。因為能說所
有的很古老的骨頭，從毀滅的世界來的
tohu wa bohu 的意義，就是完完全是空
虛混沌(chaos), 沒做什麼秩序, 所以神必
須安排秩序 

2b  Tehom 淵面黑暗 
 

Tehom 的意思應當是： 
１. 很深刻的海  ２. 原來的水 

2c ruach elohim mirachefet 
靈    神的    運行 
 al fene hajim 
 在水面上 

Ruach 有四個意思就是風，氣， 靈，
聖靈. 這裡能翻譯[聖靈] 
mirachefet 也能描述鳥孵蛋的活動。 

3 神說：要有 光，   
就有了光 

[要有…就有..] 強調神的話語有權柄，
才能發展新的事情。神只要說話,事情
就發展了.創世記用這句子有好幾次。 

4a 神看光是好的， [神看…是好的] 創世記第一章, 常
常用這句子，強調神創造的世界，
以前是完全美好。 

4b 就把光暗分開了 神創造世界的時候，常常[分開]某
某事情，就安排好，為了發現好的
秩序。 

5a 神 稱光 為晝、 
   稱暗為夜． 

神 [稱]的意義就是神是主,且有權力並
決定。  

5b 有晚上、有早晨、 
這是頭一 yom 日 

希伯來文的 [yom] 能翻譯為 24 小時的
天 [day], 也能翻譯 一個時間的階段 

6-
7 
 

神說、諸水之間要有
rakia 空氣 將水分為上
下 ，神就造出 rakia 將
rakia 空氣以下的水、
rakia 空氣以上的水分
開了．事就這樣成了 

Rakia 是英文的 firmament, 按照古
代人的想法是一個強的、穩定的 
[firm] 且在雲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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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神稱空氣為天．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參考第 5 節 

9 神說、天下的水要聚
在一處 
使旱地露出來． 
事就這樣成了 

神使水與地分開,為了發現更好
的 秩序(order) 

10 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
處為海．神看　是好的 

參考第 4 與 5 節 

11-
13 

神說：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
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
各從其類、 
果子都包核．事就這樣成了 
12 於是地發生了青草、和結
種子的菜蔬、各從其類、並
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類、
果子都包核。 
13  神看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這三個經節很強調 
a. 生物發展是按照神的命
令，並不是按照古代人尊敬
的[地神] 
b. 神創造植物是按照它的種
類 

14-
19 

神說、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
晝夜、作記號、定節令、
日子、年歲 

15 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
地上．事就這樣成了。 

16 於是神造了兩個大光、 
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

星。 
17 就把這些光擺列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18 管理晝夜、分別明暗． 
   神看是好的． 
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
日。 

因為古代人很尊敬太陽, 月亮
為大神，這經文特意不用 [太
陽] 或 [月亮] 這字，但是特意
叫它們 [給光的工具] 為了強調
它們 只是上帝的工具而已。 
有一個問題是：按照科學， 太陽與
月亮 的年齡比植物更老。 
1. 猶太人認為神第一天創造太陽，但
是第四天才安排它的任務。 
2.這文章是一個以地球為出發點
的異象。所以看這異象的人第四
天開始看到太陽，但是第四天之
前就有了。 
3. 神特意創造太陽是第四天， 是
因為強調它並不是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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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3 

神說、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
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
上、天空之中。 
21 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
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
從其類． 
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類 
  神看是好的。 
22 神就賜福給這一切、說、
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水． 
 飛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 
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第 5 天神創造海的動物與鳥
而且祝福它們，使它們
變多。  

神不祝福植物，卻是祝福動
物。 
 

24-
25 

24 神說、地要生出活物
來、各從其類．牲畜、 
昆蟲、野獸、各從其類，
事就這樣成了。 
25 於是 神造出野獸、 
各從其類.牲畜,各從其
類．地上一切昆蟲、各從
其類．神看是好的。 

第 6 天, 神首先創造能走的
動物，特別創造哺乳的動物. 
這裡也特別強調神創造動
物，都是按照牠的種類。好
像神特意反對進化論。 

 
創造世界報告主要神學的主題 
 
1. 上帝的話語，有無限的權柄，神說什麼都成就。 
2. 神藉著祂的話語，勝過混亂,安排秩序。  
    [新約說：神不是混亂的神而是平安的神] 
3.上帝創造的世界,原來完美. . 在人還沒犯罪之前，物質

世界是完全美好的，是聖潔的。 
4.  神的權柄無限，比人的權力高很多，神是完全至高

無上的統治者(absolute sovereign)。路德說：「連魔鬼
只不過是神的玩具 14。」 

5. 神清楚的分開光與黑暗，善與惡等等。聖經的看法並不
是一元論(monistic)，但是強調光與黑暗都有, 善與惡都有, 

                                                 
14 Spielze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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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帝,也有魔鬼，必須分開的好，且是神統治全部，魔
鬼只是神的工具而已。 

 
一元論(monistic) 聖經的二元論

(dualism) 
希臘哲學的二元論 
(dualism) 

萬有的都是一個個體 
無法分開善與惡， 
無法分開神與魔鬼。

神與自然是分開
的，神與魔鬼是分
開的，且是上帝統
治所有的。 

要分開善與惡，
神與魔鬼，兩邊
大概都一樣大。 

 
3.2.2 約伯記上帝的創造世界的報告 
 
除了創世記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經文說到上帝創造是
世界的工作. 約伯記 38 章很清楚描述上帝創造世界的
能力, 也注重是因著上帝偉大的力量是全能存在。 
約伯記 38 章, 神啟示給約伯而叫他人不可以批評上帝. 
上帝用問問題的方法教他, 而且在質問題時, 也描述祂
創造世界與保留是祂的大能 
 
4 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裡呢？ 

你若有聰明，就只管說吧。 
5 你一定曉得是誰定大地的尺度，是誰把準繩拉在大地之上？  
6 地的基礎奠在哪裡，                  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  
7 那時晨星一起歌唱，                    神的眾子也都歡呼。 
8 海水沖出如嬰孩出母胎，           那時誰用門把海水關閉呢？  
9 是我以雲彩當作海的衣服，       以幽暗當作包裹海的布； 
10 我為海定界限，                       又安置門閂和門戶， 11 說： 
‘你只可到這裡，不可越過，     你狂傲的波浪要在這裡止住。’  
12

自你有生以來你何曾吩咐過晨光照耀,使黎明的曙光知道自己的本位 
13 叫這光照遍大地的四極，      把惡人從那裡抖掉呢？  
14 因著這光，地面改變如在泥上蓋上印，萬象顯出如衣服一樣。 
15 惡人必得不到亮光，  高舉的膀臂必被折斷。  
16 你曾到過海的泉源， 在深淵的底處行走過嗎？  
17 死亡的門曾向你顯露嗎？ 死蔭的門你曾見過嗎？  
18 地的廣闊，你明白嗎？ 你若完全知道，就只管說吧.  
19 哪條是到光明居所的道路？ 黑暗的本位在哪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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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把光與暗帶到它們的境地嗎？你曉得通到它們居所的路嗎？  
21 你是知道的，因為那時你已經出生了，你一生的日數也很多。 
22 你曾入過雪庫， 或見過雹倉嗎？  
23

這些雪雹是我為降患難的時候， 為打仗和爭戰的日子所存留的。  
24 光從哪條路散開， 東風從哪裡分散在地上？  
25 誰為大雨分水道， 誰為雷電定道路？  
26 使雨降在無人之地， 落在無人居住的曠野，  
27 使荒廢之地得著滋潤， 使青草在乾旱之地得以長起來呢？ 
28 雨有父親嗎？ 露珠是誰生的呢？  
29 冰出自誰的胎？ 天上的霜是誰所生的呢？  
30 眾水堅硬如石頭， 深淵的表面凍結成冰。  
31 你能繫住昴星的結嗎？ 你能解開參星的帶嗎？  
32

你能按時領出瑪查魯夫星系嗎？ 你能引導北斗和隨從它的眾星嗎？ 
33 你曉得天的定例嗎？ 你能在地上建立天的權威嗎？ 
34 你能向密雲揚聲嗎？ 你能使洪水淹沒你嗎？  
35 你能差派閃電，閃電就發出，並且對你說：‘我們在這裡’嗎？ 
36 誰把智慧放在懷裡， 或把聰明賜於人的心中？  
37 塵土融合成團， 土塊黏結在一起的時候，  
38 誰能憑智慧數算雲天呢？ 誰能把天上的水袋傾倒呢？  
 
3.2.3 以賽亞書裡面, 上帝的創造世界的報告 
特別在以賽亞書第二個階段,強調上帝創造世界. 
常常同時說上帝救贖以色列, 因為以賽亞第二階
段大的主題就是主的救贖 
例子： 
以賽亞 42:5 5 那創造諸天，展開穹蒼，鋪張大地和大地所出的一
切，賜氣息給地上的眾人，又賜靈性給在地上行的人的耶和華 
神這樣說：我耶和華憑著公義呼召了你；我必緊拉著你的手… 
 
以賽亞 44:24  你的救贖主，就是那在母胎中就造了你的耶和華
這樣說：“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我是獨自展開諸天，鋪張大
地的。 25 我使說假話者的兆頭失效，使占卜者都變成愚昧人；
我使有智慧的人後退，使他們的知識變為愚拙。 
 
以賽亞 45:12 等  12 我造了地，又造了人在地上；我親手展開了
諸天，又命定了天上的萬象。 13 我憑著公義興起了古列，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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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平他的一切道路；他必建造我的城，釋放我被擄的子民，不
必用工價，也不用賞賜，這是萬軍之耶和華說的。” 14 
 
以賽亞 51:9-13 9耶和華的膀臂啊，醒來吧！醒來吧！ 
穿上能力吧！像古時的日子，像上古的世代一樣醒來吧！ 
從前砍碎了拉哈伯[故代的恐龍, 代表混亂 與 埃及]， 

刺透了海龍的，不是你嗎？  
10 使海，就是大淵的水乾涸， 

使海的深處變為蒙救贖的人經過之路的，不是你嗎？  
11 耶和華所贖的人必歸回；他們必歡呼著進入錫安； 
永遠的快樂要臨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必得著歡喜快樂，憂愁歎息都必逃避。  
12“我，我耶和華是安慰你們的；你是誰，竟怕那會死的人， 
怕那被造如草的世人呢？  
13 你忘記了造你的耶和華, 就是那展開諸天, 奠定大地的根基的；
又因那欺壓者準備行毀滅的時候所發的烈怒， 
你就終日不住懼怕呢？其實那欺壓者的烈怒在哪裡呢？  
 
3.2.4 其他卷書裡面上帝的創造世界的報告 
 
詩篇與耶利米書也提到上帝創造世界, 也常常提及敘述
神的救贖。 
 
詩篇 74:12-17 12 神自古以來就是我的君王，在地上施行拯救。 
13 你曾用你的大能分開大海，把海中怪獸的頭都打碎了。  
14 你砸碎了利未亞坦（“利未亞坦”為原文音譯詞，或譯：“海怪”
［伯 3:8］或“鱷魚”［伯 41:1］）的頭，把牠給住在曠野的人作
食物。 15 你曾開闢泉源和溪流，又使長流不息的江河乾涸。  
16 白晝是你的，黑夜也是你的，月亮和太陽，都是你設立的。 17

地上的一切疆界都是你立定的，夏天和冬天都是你制定的。 
 
詩篇 77:17- 20 密雲傾降雨水，天空發出響聲， 
                                                         你的箭閃射四方。  
18 你的雷聲在旋風中響起來，閃電照亮了世界，大地戰抖震動。 
19 你的道路經過海洋，你的路徑穿過大水， 
                                        但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20 你曾藉著摩西和亞倫的手，帶領你的子民如同帶領羊群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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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27: 4 等  4 你要吩咐使臣對他們的王說：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列的 神這樣說： 
   你們要這樣對你們的王說： 
5 是我用大能和伸出來的膀臂創造了大地， 

以及地面上的人和獸；我看給誰適合，就把地給誰。 
 6 現在我已經親自把這一切國家都交在我僕人巴比倫王尼布甲尼
撒的手中，連田野的走獸，我也交給他，供他奴役。  
7 列國都要服事他和他的兒子、孫子，直到他本國遭報的時候來
到；那時，許多國家和大君王都要奴役他。 
 
3.3、上帝所造人的工作   
3.3.1. 上帝照自己的形像造人  
 
創世記 1:1-2:4 創造世界的報告, 當神要創造人時, 特別
尊敬,特別預備, 因為跟其它的事情差很多，上帝要創造
人是按照祂的形像造的。 
 
26 26 

神說：我們要 

照著  我們的 demut
形像、按著 我們
的 zelem 樣式 

造人、 
使他們管理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切昆蟲 

神特別尊敬人 
1.創造人之前神對自己考慮 
2.神創造人按照祂的 demut 形

像 與 zelem 樣式。  
創造的人就有跟神一些相同的

地方，它的意思並不是人
的身體與神的很相像, 而
是人有一些跟神很像的能
力與性質, 原來就是 

1.人也是聖潔 
2. 人有靈魂 
3. 人有自由意志能決定 
4. 人得到權利能管理其他的萬
物。神給他任務，當作神的管
理保護世界。     

27
a 

神就照著 
自己的形像造人、 

bara 造人、Bara 強調神創造
完全新的人物 

27
b 

乃是照他的形像 
   造男造女。 

按照這經節，神創造男人與
女人不一樣，卻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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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8 神就賜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說、要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治理這地． 
也要管理海裏的魚、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行動的活物 

神特別祝福人, 而且設立人
當作祂的管理來治理地且
保護地。  
所以人得到很高的地位， 
除了神的地位以外,是最高
的地位。 

29-
30 

29 神說、看哪、 
我將遍地上一切結種子的菜蔬
和一切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
  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30 至於地上的走獸、 
 和空中的飛鳥、 
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 
事就這樣成了。 

神使植物給人作為食物，還
沒將肉作為人的食物。這個
原來的世界是動物也都吃植
物的， 還沒有吃肉食。 

31 神看這一切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六日 

神所有創造的都是完全美
好。 

創
二: 
1-3 

1 天地萬物都造齊了。 
2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 
就在第七日歇了他一切的工
 安息了。 
3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
日、因為在這日，神歇了他一切
創造的工、  就安息了。 

神命令人要每一個第七天
休息。對猶太人而言，第
七天就是禮拜六，因為禮
拜天是他們的禮拜一，對
基督徒而言是禮拜天。 

   
 
這經文非常清楚說明神學上主要的真理： 
1. 人還沒犯罪之前，他完全美好的，是聖潔的. 他

的身體也聖潔的, 丈夫與太太的愛情也是聖潔的，
聖經很反對希臘哲學的看法 [希臘哲學視物質的世
界是邪惡，只有靈魂的世界是好，也認為愛情都
是邪惡的。] 

2. 除了上帝以外，人得到最高的地位。人應當不敬拜
動物，植物或是太陽，月亮等等。神的秩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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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人  
                                     使者 
                                    動物 
                                     植物 
                              沒有生命的事物 
 
 

聖經反對古代人的看法，且很強調動物，植物與
沒有生命的事物, 比人低，不能得人的敬拜。 

3 人並不是偶然的發生，而是每個人按照上帝美好
的計劃發生。所以每個人屬於神，應當感謝祂且
尊敬祂。 

4. 人不可以殺人，是因為每個人按照上帝的形像造
的， 有 imago dei.  

 
被按照神的形像造的 [人的 imago dei] 

 自然的部分 屬靈的部分 
人能決定，自由, 統治，
用理性, 管理, 

是完全聖潔，沒有罪, 有活
著的靈魂, 跟神有親密的關
係 

墮落之後怎麼樣  
有很多看法, 被毀滅一半 
或是都毀滅， 

大部份的人看完全被毀 

 
3.3.2. 創世記 2 章創造人的報告   
 
創 2:4-15 是亞當故事的前言，而預備人墮落的故事。
此前言也強調上帝給人非常高的地位。賜給他權柄統
治所有創造的。也強調男人與婦女很大的差別。亞當
在創 2 的故事特別強調：人是由很容易變壞的物質組
成的 15。  
                                                 
15 G. Archer, A Survey of OT Introduction 198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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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創造天地的[toledot] 來歷 很可能是創 1;:1-2:4A 的結論 
4b 神造天地的日子、 

        乃是這樣 
很可能是創 2:4b–25 的前言 

5-6 5 野地還沒有草木、 
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起來、 
因為耶和華 神 
 還沒有降雨在地上 
 、也沒有人耕地。 
6 但有霧氣從地上騰、   
滋潤遍地 

5 節描述還沒創造生物之前的
情況，那時還沒什麼秩序，到
處都還是混亂。 
 
6 節描述神預備植物需要的環
境。 

 
7 耶和華[JHWH]  

       神[Elohim] 
 
 
 
 用土地[adama]上的 
  塵土[afar] 

造 人[adam]、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 
 他就成為 nephesh [生
活,靈魂] haya [活著]、
 
名叫亞當[adam]。 

這裡用耶和華[JHWH]神
[Elohim]，兩個神的名字第一
次在一起，它的意思是創造世
界的[Elohim] 要跟人有親密的
關係，就同時用神聖約的名字
JHWH 
神用地[adama]上的塵土[afar]
來創造人[adam]. 它的意思是
神用沒有價格材料來創造寶貴
的人. 人的特殊並不是身體的
物質，但神給他神的生命氣
息，這樣人變成[nephesh haya] 
就是有活的靈魂.Adam 亞當的
意思就是 [人] 

8 耶和華 神在東方的伊甸
立了一個園子、 
把所造的人 安置在那裏 

伊甸的意思就是深刻的喜
樂，所以為了給人大的喜
樂，神預備這伊甸樂園。 

9  耶和華 神 
 使各樣的樹從地裏 
   長出來、 
可以悅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 
 、和分別善惡的樹。 

9 節 介紹 兩個在 3 章重要的樹
木就是 
生命樹 與 分別善惡的樹, 
聖經常常說到生命樹，例如 
啟示錄 19:10-14 與 22:1 還有
箴言 3:18, 13:2 與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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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4 

10 有河從伊甸流出來滋
潤那園子、從那裏分為四
道。 
11 第一道名叫比遜、 
就是環繞哈腓拉全地的．
在那裏有金子、12 並且
那地的金子是好的．在那
裏又有珍珠和紅瑪瑙。 

第三個與第四個江河，現在還
存在的就是伊拉克的兩條大
河，所以 有人 認為 這個伊甸
樂園在伊拉克的北部，而去那
裡尋找； 
但是事實上，伊甸樂園並不
在我們三度空間裡，而是在
我們無法到的三度之外的地
方，是無法尋找。 當然清楚
的這四個江河的模型跟現在
三度空間 

 13 第二道河名叫基訓、
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 
14 第三道河名叫希底
結、流在亞述的東邊。 
第四道河就是伯拉河。 

內面的地圖差很多，這並不
是矛盾，我們必須接受。我
們看到的三度空間的世界, 只
是一個更大的真實少的部
分。 

15 耶和華 神將那人 
 安置在伊甸園、 
   使他修理看守。 

神給人主要的責任就是修理
看守樂園 。 
所以樂園裡有做工作,而工
作不是罪的結果。 

16-
17 

耶和華 神吩咐他說、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 
17 只是分別善惡樹上 
  的果子、 
        你不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給人非常大的自由，  
他能吃所有的水果，只有
一種樹木不可以吃它的果
子，就是分別善惡樹上的
果子。所以那時沒有十
誡，只有一誡，人應當容
易可以順服，因為能吃的
水果很多。 

18 耶和華 神說、 
那人獨居不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  
[EZER]配偶幫助他 

人並不是一個可以 [獨居] 
的人，他需要有好朋友，
需要愛他的人。[EZER] 的
意思就是配偶，幫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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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配偶，幫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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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19 耶和華 神用土 
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

和空中各樣飛鳥、 
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 
 叫甚麼． 
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20 那人便給一切牲畜、
和空中飛鳥、 
野地走獸都起了名． 
只是那人沒有遇見配偶幫助他

神給人權力將所有的動物
命名字，這活動的意思就
是神給人權利控制與管理
所有的動物。 
所以人得到高的地位， 比
動物高很多， 
動物無法成為他的配偶角
色來幫助他，因為動物地
位太低 

21 耶和華 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了． 
於是取下他的一條肋骨、
又把肉合起來。 

[沉睡] 的意思就是人睡覺
好像使忘了, 無法做神創
造婦女的見證 

22 耶和華 神就用 
 那人身上所取的肋骨、 
 造成一個女人、 
 領他到那人跟前。 

這裡強調婦女的來源是男
人，所以婦女的地位跟男人
的同樣。雖然婦女的責任差
很多，但是她的地位與價值
是同樣 

23 那人說、 
這是我骨中 的骨、 
      肉中  的肉、 
可以稱 他為 [isha]女人
因為他是 從 
[ish]男人身上 取出來的

男人讚美婦女，而用 4 行的詩
歌體文，第一行與第二行
說：婦女從他的骨肉來的，
就擁有同樣性，第三行強調
他是從 [ish] 來的[isha]。此字 
跟男生[ish]只有多一個 [a]，也
強調婦女跟男人的同樣性。 

24 因此、人要離開父母、 
  與 妻子連合、 
  二人成為一體 

強調丈夫與太太是一個非常
親密無法分開的的個體。  
注意: 很多宗教錯誤認為愛
情的交通都跟罪有關係，但
是聖經說：當用這個恩賜按
照神的秩序是完全聖潔的恩
賜，人在樂園還沒犯罪時，
神賜給人這個恩賜了。 

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露
羞恥

因為他們還沒吃分善惡樹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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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並不羞恥 子 [赤身露體] 對人還不是問體 
 

這經文教導神學上主要的主題 

 
1. 神創造人而給他們很高的地位，比動物高很多 
2. 神給人有權利控制與管理所創造的生物與事物. 
3. 神創造人，有男有女， 男人與女人雖然有很

大的差別, 但是墮落之前有同樣的地位. 
4. 人是物質,也是心[感覺], 也是靈魂, 物質的

身體, 心[感覺] 與靈魂都是一個個體.不應當
分開 [希臘哲學分開是 [trichotomy] 或是 
[dichotomy] 

5. 人得到大的自由, 但是濫用這自由卻是錯誤的方
法. 

 
3.4. 人類墮落 [創世記 3]  
 
創世記 2-3 章報告罪惡的活動, 就是: 

神給人住在美好的樂園, 但是人違背上帝 
所以從樂園被趕出去,世界被咒詛  

 
結果是罪惡進入而控制世界, 所以亞當的老大該隱繼續
犯罪，殺了他的弟弟。所以該隱必須離開亞當。因神
的恩典，祂給亞當與夏娃生了塞特成為應許的兒子。16 
1a 耶和華 神 

所造的、 
惟有蛇比田野 

1 節介紹這故事的角色就是蛇，到
底蛇是誰? 一邊蛇是一個神創造的
動物，同時又是魔鬼利用的工具，

                                                 
。 
16 Keil and Delitsch, Commentary on the O.T., Vol. I, 1989, 46-48. 
16 G. Archer, A Survey of OT Introduction 1985, 80. 
16 希伯來書 11:6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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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的活物更狡
猾 

動物，同時又是魔鬼利用的工具，
這裡沒有說明魔鬼的來源，不說明
蛇為什麼被魔鬼使用。 

1
b 

蛇對女人說、  

神[afki]豈是真說

不許你們吃園中 

  所有樹上的果

子嗎? 

1. 蛇開始說話用 [afki], 翻譯出來
是 [真的嗎], [豈是真的], 目的是笑
罵神的話語, 為了使婦女懷疑神的話
語。 
2. 蛇提到神的命令，而同時改變祂的
話, 過分的說神禁止吃所有的果子. 
到今天魔鬼還是用這危險的方法, 使
基督徒懷疑神的話語，而改變祂的意
思. 

 
  3. 蛇用 [elohim]為神的名

字],因為跟神沒有好的關係. 
4.古代人敬拜[蛇]為[生命的
神] 與[醫治的神] ,這裡蛇
並不是生命的代表, 而是魔
鬼的工具與死亡的代表. 

2-3 女人對蛇說、 
園中樹上的果子 
 我們可以吃． 
3 惟有園當中 
 那棵樹上的果子、 
神曾說,你們不可吃 
也不可摸,免得你們死 

夏娃雖然回應蛇欺騙過分的
話, 但是夏娃的答案還是一
點過分,就是她錯誤的說: 
不可以摸這樹木 

4-5 4 蛇對女人說、 
你們不一定死、 
5 因為 神知道、 
你們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亮了、 
你們便如 神 
能知道善惡。 

魔鬼繼續試探夏娃，進行用
兩個新的方法： 
1.使夏娃懷疑犯罪而隔斷神
的命令，可能沒有什麼處
罰。[今天還是使基督徒常懷
疑神的話] 
2.蛇建議：人容易會提高他
的地位與能力與神一樣，這
個建議對人非常危險，因為
是人的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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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於是女人見那棵樹 

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悅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愛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來吃了 
．又給他丈夫、 
他丈夫也吃了。 

神給人很高的地位,可以自
由選擇 [順服神]或是[不順
服]. 那時夏娃與亞當選擇
[不順服神] ,做神嚴格禁止
的事情，這樣他們都壞破神
給他們的範圍。這樣他們隔
斷原來跟神很親密的關係； 
到今天還是這樣. 

7 他們二人的眼睛 
就明亮了、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露體 
便拿無花果樹的葉子、

為自己編作裙子。 

犯罪之後他們發現,並沒有成為

神, 卻明白他們缺少很多, 也發

現缺少衣服. 

  
8-
10 

8 天起了涼風、 
耶和華 神在園中行走 
那人和他妻子聽見 神的聲音 
、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 
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 
9 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 
對他說,你在那裏.10 他說 
我在園中聽見你的聲音 
我就害怕, 因為我赤身露體, 

我便藏了。 

這裡描述:人跟神隔斷的關
係,以前人很喜歡在神面前,
現在他們都懼怕, 以前的喜
樂變成懼怕及難過. 

11
-
13 

11 耶和華說、 
誰告訴你赤身露體呢、 
莫非你吃了我吩咐你不吃
的那樹上的果子麼。 
12 那人說、你所賜給我 
與我同居的女人、 
他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 
我就喫了。 
13 耶和華 神對女人說 
你作的是甚麼事呢。 
女人說、 
那蛇引誘我、我就喫了 

神先問亞當,因為他應當保護
夏娃, 所以他的罪特別重. 很
可惜男人不願意承認他犯的
罪, 而是定太太的罪,怪她也
怪神說: 神給他的夏娃是犯罪
的原因, 且誘使他吃不可以吃
的果子. 事實上是亞當自由意
志決定吃, 所以完全是他的
罪. 同樣婦女也不願意承認她
的罪而控告神,是神創造的蛇
使她吃禁果. 

14 14 耶和華 神對蛇說、 
你既作了這事,就必受詛咒 
比一切的牲畜野獸更甚、 
你必用肚子行走, 終身吃土 

神開始處罰蛇,並詛咒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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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我又要叫你 
   和女人彼此  為仇、 
你的後裔 
和女人的後裔、 
          也彼此為仇． 
      女人的 
一位後裔要傷你的
頭、 
    你要傷他的腳

跟。 

15 節有特別深刻的意思 
1. 原來的意思就是蛇與人彼
此不喜歡，彼此當仇敵。 
2. 屬靈的意思就是：  
女人的後裔，按照希伯來文是一
位後裔[單數]，就是耶穌基督勝
過魔鬼.蛇就是魔鬼的代表要[咬
女人這一位後裔的腳跟]的意思
是魔鬼要毀滅基督.女人的這位
後裔要踩斷蛇的頭、說明主耶穌
完全打敗勝過魔鬼   
所以 創 3:15 是第一個說
到主耶穌福音救恩的預言,
叫 [proto evangelium]. 

 
16 又對女人說、 

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 
、你生產兒女必多受苦楚． 
你必戀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轄你。 

婦女的處罰 並不是生
兒女 而是出生時必有
極大的痛苦. 除此以
外,神給他 在丈夫的管
理以下 [還沒犯罪之前
還不是這樣] 

17 又對亞當說、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 
吃了我所吩咐你不可吃的那樹
上的果子、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詛咒． 
你必終身勞苦, 才能從地裏得吃的

18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 
來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19 你必汗流滿面才得餬口、直到
你歸了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 
你本是塵土 仍要歸於塵土 

1.作工作並不是男人的
處罰, 但是做工作時的
問題會有攔阻與痛苦就
是處罰. 
2.因人的罪的緣故,大
自然也被咒詛；到今天
大自然也受大的苦難, 
等候神的釋放. 
3. 罪的結果是死亡, 
就是人[Adam]才必變成
沒有生活的 Adama 

20 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hava]夏
娃、因為他是眾生之母 

夏娃[hava] 的意思是 
[所有生活的母親]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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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活的母親] 這
名字是希望名字 

21 耶和華 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
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因為人犯罪的緣故, 第
一次一隻動物必須死 

22 耶和華 神說、 
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 
能知道善惡． 
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 生命樹
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 

神定罪就是因為人犯罪 
失去能吃生命樹果子的
權利、而失去有永遠活
的機會. 

 
23
-
24 

23．耶和華 神便打發 
他出伊甸園去、 
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24 於是把他趕出去了． 
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KERUB]

基路伯、和四面轉動發火
燄的劍、 

要把守生命樹的道路 

因罪的原因, 人被從伊
甸樂園趕出去. 上帝用
帶火刀的天使,保護伊
甸樂園 ;使人無法回
來.現在這樂園在我們
三度空間之外, 我們當
然無法到那裡. 

 
神學上較大討論的問題就是： 
 
因著人的墮落，這個 imago dei 被毀或是還有 

什麼部分被毀滅？什麼部分保存？ 

 
神學家回答不同： 
a. Karl Bart 巴特與改革的神學家說：[imago dei]

完全被毀滅，沒有什麼部分保存. 
b. 路德的看法很像，他說[imago dei]幾乎都被毀滅 
c. 天主教徒說：只有一少部分被毀滅,一個大部份被保存 
d. 啟蒙運動者與自由神學家，錯誤認為幾乎都還存在 

按照聖經藉著罪[imago dei] 幾乎都被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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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被毀滅的部分包含人的聖潔, 人原來的自由,人
靈魂的完全, 人跟神進深的關係等等。人理性原來的能
力，分開惡善，也大部分被毀滅。因為之後人的理性 
被罪控制, 理性失去能力，平衡的分開善惡. 所以墮落
包含: 
 
人的聖潔被毀滅     
跟神親密的關係被隔斷 
人的喜樂與平安被毀滅 
人被按照神的形像創造的[imago dei] 已被毀滅. 
人必須受苦而死 
 
 
亞當雖然不順服神，但是感謝神，有第二個亞當成就第一個亞

當失敗的事情，就是第二個亞當完全順服神，他就是主耶穌。 
  
 第一個亞當 第二個亞當 
原來的情況 聖潔的人 是神 
行為 被魔鬼勝，人被打

敗而犯罪 
勝過魔鬼，成就完全順

服神直到十字架 
結果 1.罪控制世界 

2.按照神的形像被創

造 [imago dei]被毀滅 

1.替我們的罪得處罰 
2.相信基督的人第二次

被按照神的像創造 [new 
creature] 

 
3.5 耶和華上帝為人的計畫   
在前言說明了從創造世界以來, 神有救贖的計劃. 特
別凱撒很注重, 這個恩典的計劃包含舊約與新約. 因
為人無法勝過罪的試探, 神的恩典計劃的目的, 就是:  
1. 差派他的兒子主耶穌為了替人得到罪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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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立新的約 
3. 更新人的心, 為了成為一個能聽從順服神的心 
4. 更新全世界 造新的耶路撒冷 
 
耶利米 31:31 說到這新的約 
31“看哪！日子快到（這是耶和華的宣告）， 

我要與以色列家和猶大家訂立新的約。  
32這新約不像從前我拉他們祖先的手， 

領他們出埃及地的日子，與他們所立的約； 
我雖然是他們的丈夫，他們卻違背了我的約。 
”這是耶和華的宣告。 33“但那些日子以後， 
我要與以色列家所立的約是這樣（這是耶和華的宣告）： 
我要把我的律法放在他們裡面，寫在他們的心裡。 
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34他們各人必不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同胞，說： 
‘你們要認識耶和華.’因為所有的人, 從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認識我 
 
Ez. 11:19 說到更新的應許 
19“我要把一顆心賜給他們，把新的靈放在他們裡面； 
我要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20使他們遵從我的律例，謹守遵行我的典章， 
這樣，他們就必作我的子民，我必作他們的 神。 
 21至於那些心中隨從可厭的偶像和可憎之物的人 
我要把他們所行的，報應在他們的頭上。 

”這是主耶和華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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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論 
 
很可惜大部分的舊約神學書 ,只重視創世記第 3 章裡人
的部分. 就是創造與墮落, 但是很少說明人的存在,以及 
人的時間與人的社會的概念. 德國神學家 Hans Walter 
Wolff 以舊約三個主題,寫一本很好的書. 就是舊約的人
論. 在本章大部分依據 Hans 的第 3 章寫這本章: 
 
4.1 人的存在與性質 
 
當舊約說到人, 用特別的詞. 最多用的就是 NEPHES 
[喉嚨, 頭頸, 需要性, 氣,魂, 生活, 人物], BASAR [肉, 
肉體], RUACH [靈] 與 LEBAB [心, 感覺]. 因為很多
聖經的讀者, 不認識希伯來文發展兩個大的問題. 
1. 因為這 4 個詞有很豐富的內容與意思, 它們很難翻譯. 

所以很多基督徒不了解它的真正的概念. 
2. 因為希臘文的新約用好像類似的詞, 發現誤會希伯來

文的概念跟希臘文的同樣意思. 但是有偉大的差別 就
是 希臘哲學, 分開人為兩個部分 [身體與靈魂] 或是
三個部分 [SOMA 身體, PSYCHE, SOUL, 氣魂,感覺]  
與 PNEUMA 靈], 而且認為最好的將靈從身體分開. 
這概念並不是聖經的概念, 因為不是舊約概念. 舊約
很清楚認為人是一個個體不應當身體, 氣與靈魂分開. 
舊約教導並不是 [人有身體] [人有 靈魂], 而是 

  [人是身體], [人是 氣],  [人是魂], [人是靈 等等] 
下面的階段說明, 舊約對人用的特詞, 到底有何豐
富的意思. 這樣也可以了解新約 SOMA, PSYCHE 與 
PNEUMA 的用法. 
 
4.1.1 Nephes: 需要與依賴很多事情的人 
NEPHES 有很豐富的意思, 就是喉嚨, 頭頸, 需要性, 氣,魂, 
生活, 人物. 舊約用這個字 NEPHES 755 次, 
七十譯本 600 次翻譯為 PSYCHE [SOUL, 魂]. 這個翻譯大
部分不太正確. 
創世記 2:7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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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成人形， 
把生活的氣吹進他的鼻孔裡， 
那人就成了一個有生命的 NEPHES， 
名叫亞當。 

這裡 NEPHES 到底有什麼意思呢? 和合本與新意本翻譯[活人], 英
文聖經的翻譯不太好 [SOUL], 因為這裡 NEPHES 代表全
人與跟他的氣有關係.下面研究 NEPHES 的概念. 
 
1. NEPHES 的原來的意思, 就是 [喉嚨] 
舊約用 NEPHES 很多次,這原來的意思很清楚: 
A. 以賽亞 5:14A  14故此，陰間擴張它的 NEPHES [ 咽喉]， 

張大它的口，沒有限量；  
這裡 NEPHES 與[口]同義平性, 代表要吃東西為飽的 
B. 
哈巴谷 2:5 5 迦 勒 底 人 因 酒 詭 詐 ， 狂 傲 ， 不 住 在 家 中 ， 

大 開 他的 NEPHES  好 像 陰 間 。 
 他 如 死   不 能 知 足 ， 
 聚 集 萬 國 ， 堆 積 萬 民 都 歸 自 己 。 

兩個經節裡 NEPHES 是能吃飽的器官.  
除了餓以外也以為 NEPHES 也是能呼吸氣的器官. 
耶 2:24: 24 又像慣在曠野的野驢， 

因著它 NEPHES 的慾, 它喘氣 
，牠春情發動，誰能抑制牠呢？ 

希伯來文的動詞 NAPHAS 的意思, 是 [喘,呼吸, 氣喘] 
創 35:18 18 拉結快要死了，正她的 NEPHES 要斷的時候， 

她給她兒子起名叫便．俄尼； 
他的父親卻叫他便雅憫。 

這經文內 NEPHES 的意思, 是氣, 也是有氣息. 
 
2. NEPHES 也是頭頸. 
除了喉嚨的意思 NEPHES 也代表外面的頭頸. 
詩篇 105:18: 人用腳鐐弄傷     他的腳， 

進入鐵鍊鎖     他的NEPHES [頸項]，。  
撒母耳上 28:9 9那女人回答他： 

“你是知道掃羅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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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把交鬼的和行巫術的，都從國中剪除了， 
你為甚麼要用羅網 BIND 我的 NEPHES，    
使我死呢？” 

 
3. NEPHES 也代表 貪慾,驕傲與渴慕 
喉嚨不斷的貪慾食物與飲料. 希伯來文內喉嚨與提升的頭
頸能代表貪慾, 驕傲 
何西阿 4:8 8 他們藉著我的子民犯罪來養活自己， 

到罪孽他們提升他們的 NEPHES  
詩篇 42:2 2 我的 NEPHES [心] 渴想神，就是永活的 神； 

我甚麼時候可以來朝見 神的面呢？ 
撒母耳上 1:15 15 哈拿回答：“我主啊，不是的 

。我是個心靈愁苦的婦人 
，淡酒烈酒都沒有喝， 

只不過在耶和華面前傾吐我的 NEPHES[心意]。 
 
4. NEPHES 也代表人感覺的中心 [HEART, PSYCHE,心] 
有的經文 NEPHES 有更廣的意思, 而代表人所有的感覺. 
約伯 19:2 你們叫我的 NEPHES 受苦要到幾時呢？ 

用話壓碎我要到幾時呢？  
約伯 30:2525 艱難過日的，我不是為他哀哭； 

貧窮的， 我 NEPHES 不是為他憂愁嗎？ 
 
5. NEPHES 也代表 人的完全的生命 
很多希伯來詩歌體內, 用 NEPHES 為生命的同義與死亡的
反義. 
箴言 8:35 35因為找到我的，就找到生命， 

他也必得著耶和華的恩惠。 
 36得罪我的，是傷害他的 NEPHES[自己]； 

凡是恨惡我的，就是喜愛死亡。”  
利未記 17:11 因為動物的NEPHES[生命] 是在血裡， 

我指定這祭壇上的血代替你們的NEPHES[生命]， 
因為血裡有NEPHES[生命]， 
所以能代贖NEPHES[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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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EPHES 也代表 完全的人 
很多經文用 NEPHES 代替人, 所以必須說 ： 

人是 NEPHES {當說人有 NEPHES 不對} 
箴言 3:22 22 這樣，它們就必 作你 NEPHES  的生命， 

作你  頸上     的華飾。 
因為說 NEPHES 得到生命, NEPHES 的意義不只是生命  
而是 [人] 
利未記 17:10 “以色列家的任何人， 

或是在你們中間寄居的外人，如果吃了任何血， 
我必向那吃血的 NEPHES[人]變臉， 
把他從自己的族人中剪除。 

當舊約用 NEPHES 為 [人] 強調人的需要性, 他的渴慕性, 
他的感覺, 他的軟弱與他的依賴性. 關於這樣的 NEPHES 
的概念, 動物的 NEPHES 很類似. 
 
STRONG 說明 NEPHES 的意思, 如下: 
5315  a breathing creature, -any, appetite, beast, body, breath, creature, desire, 
(dis-) contented, ghost, + greedy, he, heart(-y),life ,lust, man, me, mind, mortally, 
one, own, person, pleasure,  (her-, him-, my-, thy-)self, them (your)-selves, soul,  
they, thing,  
NEPHES 從動詞 5314  naphash 來的: to breathe; to be breathed upon,refreshed 
(as if by a current of air):--(be) refresh selves (-ed).  
 
4.1.2 Basar: 軟弱容易死亡的人 
BASAR 原來是 [肉]  也代表身體,  親戚的關係與人的軟弱. 
舊約用 BASAR  273 次, 中間 107 次關於動物, 沒有用關於 
上帝 [ NEPHES ]而用關於神大概有 20 次, 關於其他的比
較少. 
1. BASAR 是 肉 
舊約常常用 BASAR 為肉, 人的肉與動物的肉 
以賽亞 22:13  看哪！人還是歡喜快樂，宰牛殺羊 ， 

吃 BASAR[肉]喝酒， 
說：“我們吃喝吧！因為明天我們就要死了。”    
 

EZ 37:5  5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這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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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必使 RUAH[氣息]進入你們裡面， 
你們就活過來了。 
6 我必使你們生筋長 BASAR[肉]， 

給你們包上皮， 
又把 RUAH[氣息]放入你們裡面， 
你們必活過來；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2. BASAR 也 代表全身體 
很多經節裡面 BASAR 代表全身體 
NUM 8:7 7 你潔淨他們當這樣行： 

要把除罪水灑在他們身上， 
又叫他們用剃刀剃全 BASAR[身]； 
把衣服洗淨 

創世  2:24 因此人要離開父母，和妻子連合， 
二人成為一 BASAR[身體]。 

 
3. BASAR 也代表 人中間的關係 與 親戚性 
創世記 37:27  27 我們不如把他賣給以實瑪利人， 

不要下手害他， 
因為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 BASAR[骨肉]。” 
眾兄弟就聽從了他。 

 
4. BASAR 也代表軟弱的生命 與 軟弱的人 
詩篇 56:4  4靠著 神，我要讚美他的話； 

我倚靠 神，就必不懼怕， 
BASAR[軟弱的人] 能把我怎麼樣呢？ 

BASAR 也代表容易犯罪的人 
詩篇 65:3 2 聽禱告的主啊！ 

所有的 BASAR[人] 都要到你面前來。 
 3 罪孽勝過了我， 
但我們的過犯，你都必赦免。 
 

STRONG 說明 BASAR 的意思如下: 
1320  flesh; by extension, body, person; also (by euphem.) the pudenda of a man:--
body, (fat, lean) flesh(-ed), kin, (man-)kind,  nakedness, self,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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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Ruah: 得權利的人 
RUAH 的意思很多, 就是風,氣,活氣,靈, 鬼,神的氣, 神

的靈, 心情, 意志力與人的靈. RUAH 的用法比 NEFPHES 
與 BASAR 的差別很多. BASAR 沒用關於神, NEPHES 對
神用的部分只有 3%.  但是 RUAH 對神用的比對人更多. 
舊約用 RUAH 這詞 389 次, 對神 136 次, 對 人 129 次, 對自

然 113 次.利未記都沒用 RUAH, 但是用 BASAR 最多 
 
1. RUAH 為 風 
對自然而言用 RUAH 是被動的空氣, 是風, 是小也是大力
量的風, 以及代表神大的力量. 
出埃及記 10:13 13 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整整的一日一夜， 

耶和華把東 RUAH 吹在地上； 
到了早晨，東 RUAH 把蝗蟲吹來了。 

出埃及記 14: 21 21 摩西向海伸手， 
耶和華就用極強的東 RUAH， 

一夜之間使海水退去；他使海變成乾地， 
海水也分開了。 
 

2. RUAH 為 呼吸的氣 [氣息] 
常常舊約用 RUAH 跟 NESAMA [呼吸的氣] 為同義. 有的
地方神學家翻譯不同, 有的翻譯為氣, 其他的為靈. 
以賽亞 42:5 5那創造諸天，展開穹蒼， 

鋪張大地和大地所出的一切， 
賜 NESAMA [氣息] 給地上的眾人， 
又賜 RUAH[呼吸的氣,靈性] 給 

在地上行的人的耶和華 神這樣說： 
 

耶 10:14  14 人人都是頑梗無知； 
所有的金匠都因偶像羞愧， 
因為他們鑄造的像都是虛假 
、沒有 RUAH [氣息]的。 
 

當 RUAH {氣息}離開一個人, 他就死亡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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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34:14等  14他若對人決心這樣作， 
他若把RUAH 與NESAMA[氣]收歸自己， 
 15所有 BASAR[有血肉生命]的就死亡， 
世人都歸回塵土。  

 
3. RUAH 為生活的力量與神的聖靈 
當用 RUAH 為氣息, 常常有更深刻的意思. 就是代表生活
的力量, 在詩篇 34:6 代表神創造的力量. 
詩篇 33:6   6 諸天藉著耶和華    的話 而造， 

天上的萬象藉著 他口中的 RUAH[氣]  而成。     
這裡 [話] 與 [RUAH] 是平行, 因為都從嘴出來的. 都是創
造所有的力量. 
出埃及 15:8 8 你鼻孔中的 RUAH[氣]一發， 

海水就堆聚起來； 
水流直立像堤壩，深淵凝結於海心。 

 
神的 RUAH 給士師大的力量與能力 
士師 14:6  耶和華的 RUAH[靈]大大感動參孫， 

他雖然手裡沒有武器，竟把獅子撕裂， 
像人撕裂山羊羔一樣； 
他沒有把他所作的這事告訴他的父母。 
 

創世記 41:38 38 於是法老對臣僕說： 
“像這樣的人，有 神的 RUAH[靈]在他裡面， 

我們怎能找得著呢？” 
 

以西結 11:5 5 耶和華的 RUAH [靈]降在我身上，他對我說： 
“你要說：‘耶和華這樣說： 
以色列家啊！你們口裡所說、 
心中所想的，我都知道。 
 

以賽亞 42:1 看哪！這是我的僕人，我扶持他； 
我所揀選的，我的心喜悅他 
我已經把我的 RUAH 賜給他， 
他必把公理帶給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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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UAH 為 鬼與邪靈 
有的地方 RUAH 代表一個神用欺騙人的邪靈 [並不是聖
靈] 
列王紀下 19:7 看哪，我要使他的心放一個 

RUAH[靈]在他裡面”， 
他將聽見消息，就退回自己的地方去； 
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國土倒在刀下。’” 
 

5. 人的 RUAH 為氣息與心情 
當舊約用 RUAH 為人的 RUAH 有很多的意思, 例如: 氣息, 
心情, 意志力與靈.  這裡先研究前面的意思. 常常說 他的 
RUAH [氣息]停, 就是那麼驚奇直到氣息停止。 
列王紀上 10:5 5桌上的食物、臣僕的座位、 

僕人的侍候、他們的服飾、 
王的酒政和王在耶和華的殿獻上的燔祭， 
就他的 RUAH 停[驚奇得] 而不知所措。 
 

但常常 RUAH 的意思是心情, 憤怒與生氣的性情 
約伯 15:13 13 以致你的 RUAH[心靈 或 憤怒]轉過來抗拒 神， 

從你的口中竟發出這樣的話？ 
士師8:3  神已經把米甸人的兩個首領： 

俄立和西伊伯，交在你們的手裡了； 
我所行的怎能與你們相比呢？” 
基甸說了這話， 
他們的RUAH [心情, 怒氣] 就平息了。  

[長的 RUAH] 是 耐心, [短的 RUAH] 是沒有耐心, [提高的 RUAH] 是
驕傲  
傳道 7:8  8事情的結局勝於開端， 

存(長的) RUAH[心忍耐]的， 
勝過居 (提高的)RUAH[心驕傲]的。 

箴言 18:14   14 人的 RUAH[心靈]能忍受疾病， 
破碎的 RUAH [心靈 憂鬱]，誰能承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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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的 RUAH 為意志力與靈 
以斯拉 1:5  5於是，猶大和便雅憫的族長、祭司、 

利未人和所有被 神激動了 RUAH[心靈]的人， 
都起來要上去，重建在耶路撒冷耶和華的殿。 

以賽亞29:24 23因為他看見了他的子孫在他中間， 
就是我手所作的。 
他們必尊我的名為聖，必尊雅各的聖者為聖， 
也必敬畏以色列的 神。 
 24那些RUAH[心, 靈] 中迷惑的，必明白真理， 
那些發怨言的，必接受教訓。”  

以賽亞 19:3 3埃及人的 RUAH [靈 或 意志] 必消沉， 
我要破壞他們的計謀； 
他們必求問偶像、念咒的、交鬼的和行巫術的。 

舊約比較少用 RUAH 來作為人的靈。 
 
4.1.4 LEB 與 LeBab: 心, 有理性的人 
LEB 與 LEBAB 有很多意思, 就是心,感覺, 願望, 理性, 意志
力的決定, 神的心. LEBAB 代表有理性的人. 舊約用 LEB 
598 次 與 LEBAB 252 次. 但以賽亞書用亞蘭話的 LEB 1 次 
與 LEBAB 7 次, 一共用這詞 858 次, LEBAB 幾乎每次用關
於人, 只有 5 次用在對動物. 有 26 次說到神的心, 11 次說
到海的 LEBAB 與 1 次說到天的 LEBAB, 1 次說到 樹木的
LEBAB, 有 814 說到人的 LEBAB[心]. 
 
1. LEBAB 為 心  
耶 4:19 19 我的肺腑，我的肺腑啊！我絞痛欲絕。 

我 LEBAB[心]的牆哪！ 
我的 LEBAB[心]在我裡面顫抖， 
我不能緘默不語。我的 RUACH[靈]啊！ 

我聽見了號角的聲音，也聽見了戰爭的吶喊。 
 
LEBAB 的意思, 不指心臟. 而是作活動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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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25:37-38  37到了早晨，拿八酒醒了， 
他的妻子才把這些事告訴他， 
他裡面的LEBAB[心]死亡,，立刻成石頭。 
 38大約過了十天，耶和華擊打拿八， 
他就死了。  

LEBAB 死亡的意思, 並不是心臟停止, 而是它控制活動的
中心停作工, 他就不能動了, 但是還活著 9 天.  
2. LEBAB 為感覺的中心 
在舊約裡面常常以 LEBAB 為感覺的中心 
撒上 2:1 哈拿禱告說： 我的 LEBAB[心]因耶和華快樂 ；  

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 。 我的口向仇敵張開 ；  
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 。 

詩篇 104:15  15 又得酒能悅人的 LEBAB[心] ，  
得油能潤人面，得糧能養人 LEBAB[心] 。  

3. LEBAB 為願望的中心 
跟 NEPHES 很相類似, LEBAB 能代表人願望, 貪慾的中心. 
箴言  6:25 25 你 LEBAB[ 心] 中不要戀慕他的美色 
                                        ， 也 不要被他眼皮勾引。  
4. LEBAB 為理性的中心 
在舊約最多 LEBAB 代表理性的中心, 就是腦的能力. 
申命記  29:3-4 3 就是你親眼看見的大試驗和神蹟， 

 並那些大奇事 。 
4 但耶和華到今日沒有使你們 LEBAB[心]能明白 

眼能看見，耳能聽見。 
箴言 10:13 13 明哲人嘴裡有智慧 ； 

沒有 LEBAB 的 [無知]人背上受刑杖。 
 
5. LEBAB  為 意志力的決定與良心, 
在舊約裡 LEBAB 也代表意志力的決定與良心. 例子 
箴言 16:9  9 人的 LEBAB [心] 籌算自己的道路 ；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 
詩篇 20:4 4 將你的 LEBAB [心]所願的賜給你， 

 成就你 的一切籌算 。 
撒下 24:10 裡 LEBAB 有良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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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大衛數點百姓以後，就 LEBAB[心] 大震動 ，  
禱 告 耶 和 華 說 ： 
 我行這事大有罪了 。 
 耶和華啊， 求 你 除 掉 僕 人 的 罪 孽 ， 
 因 我 所 行 的 甚 是 愚 昧 。 
 

申命記 6:5 5 你要盡 LEBAB[心]、盡 NEPHES[性]、  
盡力愛耶和華─你的神。 
 

硬的 LEBAB ,石頭 LEBAB 就是不能聽從上帝的心 
以西結 36:26 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 LEBAB[ 心]，  

將新 RUACH[靈] 放在你們裡面， 
 又石頭的 LEBAB[ 心] 從你們的身體除掉， 
 賜給你們 BASAR 肉 的 LEBAB[心] 。 
 

6. LEBAB 為神的心 
當舊約用 LEBAB 為神的心, 都說到神跟人的關係 
撒上 13:14 14 現在你的王位必不長久 。 

  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祂 LEBAB [心意] 的人，  
立他作百姓的君， 
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耶 32:41 41  我歡喜施恩與他們， 
  要盡我的 LEBAB[心] 盡 我的 NEPHES [意] 、  
誠誠實實將他們栽於此地 。 

何西阿 11 章, 最深刻描述神 LEBAB 裡面的大愛 
何西阿 11:8 等 8 以法蓮哪， 我怎能捨棄你？  

以色列啊， 我怎能棄絕你？ 
 我能使你如押瑪？ 怎能使你如洗扁？  
我 回轉 我的 LEBAB[ 心意]  
我的憐愛大大發動。  

 
4.1.5 身體生活的代表 
1. NESAMA [氣息]為生命的代表 
舊約裡面 NESAMA[呼吸的氣息] 是活人的特殊 
約伯 27:3  3 我的 NESAMA [氣息]還在我裡面； 

神所 RUACH 之氣, 仍在我的鼻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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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AMA 跟 NEPHES 很像, 也可以用代替生命或人 
約書亞 11:11 11 以色列人用刀擊殺城中所有的 NEPHES[人口] 

  將他們盡行殺滅； 
沒有一個 NESAMA 留下。 
約書亞又用火焚燒夏瑣 

詩篇 150:6 6 凡有 NESAMA[ 氣息] 的, 都要讚美耶和華！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  

 
2. DAM [血] 為生命的代表 
[血] 在舊約上是一個非常主要的詞, 有 360 次用它. 它他
代表生命與常常用 同義平性跟 NEPHES 
箴言 1:18  18 這些人埋伏，是為自流己 DAM [血]； 

蹲伏，是為自害己 NEPHES [命] 。 
 

詩篇 72:13 等 13 他要憐恤貧寒和窮乏的人  
拯救窮苦人的 NEPHES[性命] 。  
14 他要救贖他們脫離欺壓和強暴；  

他們的 DAM[血] 在他眼中看為寶貴 。 
 

利未記 17:14   14 論到一切活物的生命，就在 DAM[血]中。  
所以我對以色列人說： 
無論甚麼活物的 DAM[血]，  
你們都不可吃， 

               因為一切活物的血就是他的 NEPHES[生命] 。  
凡吃了 DAM[血] 的，必被剪除。 
  

4.2 人的時間 
4.2.1 舊約時間的概念 
舊約很注重時間,例如: 以色列在埃及 430 年, 先祖的年
齡多少等等. 每個禮拜第七天分開為聖潔的安息日. 
先知書, 特別以賽亞書. 第二階段主義時間的未來, 而且
注重這未來在神的計劃之下. 
傳道書討論時間的概念, 例如: 傳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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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生活與死亡 
人的時間有限, 而在出生與死亡之間. 舊約的人認
為死亡是很自然的事. 死亡之前父親祝福他後裔. 
舊約的人不太注重墳墓.  以色列人禁止跟死亡人的
靈聯絡. 
其它的民族錯誤認為死亡的人有大權利, 或是輪回
論再出生. 舊約反對這個概念，認為死亡的人都是
污染的. 
死亡的人進入 陰間(SHEOL), 那裡他們從耶和華分
開了, 而且沒有真的生活, 沒有喜樂等等了. 
詩篇 88:3 等 3 因為我心裡滿了患難； 

 我的 NEPHES[性命]臨近 SHEOL[陰間]。  
4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列， 
如同無力（或譯：沒有幫助）的人一樣。 

 5 我被丟在死人中，好像被殺的人躺在墳墓裡。
他們是你不再記念的，與你隔絕了。 

6 你把我放在極深的坑裡，在黑暗地方，在深處 
。 

但是 SHEOL 在神的控制之下, 
詩篇  139:8 7 我往哪裡去躲避你的 RUACH[靈]？ 

 我往哪裡逃、躲避你的面？  
8 我若升到天上，你在那裡；  
我若在 SHEOL[ 陰間] 下榻，你也在那 裡 。 

 
4.2.3 工作與休息 
工作是神給人的責任. 人的時間是必作工作的時間, 但
是也必有休息的時間. 舊約很注重人必用工作. 懶惰的
人沒有神的祝福 
在安息日很嚴格禁止做任何工作. 安息日的規定給人機
會休息與尋找神的面.安息日也是未來平安國度的代表. 
 
4.2.4. 生病與醫治 
人的時間是蠻危險的時間.有疾病能毀滅人, 但是神能救
贖. 舊約的時候, 以色列人有很多疾病, 最多是皮膚病. 
除此以外,有眼睛的病或在腦裡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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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未記 21:18-20 說到很多疾病 [倘若祭司有這病就不可
以再做祭司的工作了]:  
18 因為有殘疾的，無論是瞎眼、瘸腿、五官不正、畸形、 
 19 斷腳斷手的、 20 駝背、矮小、眼睛有毛病、長癬、生疹， 

或是腎子損壞的，都不可走近來， 
 

詩篇 38 也提到很多疾病:   
1耶和華啊！求你不要在忿怒中責備我，也不要在烈怒中管教我。 
 2因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壓住我。 
 3因你的忿怒，我體無完膚；因我的罪惡，我的骨頭都不安妥。 
 4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如同重擔，使我擔當不起。 
 5因為我的愚昧，我的傷口發臭流膿。  
6我屈身彎腰，彎到極低，整天哀痛，到處行走。 
 7我的兩腰灼痛，我體無完膚。  
8我已經疲乏無力，被壓得粉碎了；我因心裡痛苦而唉哼。 
 9主啊！我的心願都在你面前，我不向你隱瞞我的歎息。  
10我的心劇烈跳動，我的力量衰退；連我眼中的光彩也消逝了。 
 11我的良朋密友因我的災禍，都站到一旁去； 
我的親人也都站得遠遠的。 
 12那些尋索我命的，設下網羅；那些想要害我的， 
口說威嚇的話，他們整天思想詭計。 
 13至於我，像個聾子，不能聽見；像個啞巴，不能開口。  
14我竟變成了一個像是不能聽見的人,變成了一個口中不能反駁的人 
15耶和華啊！我等候你；主我的 神啊！你必應允我。  
16因為我曾說：“你要讓他們向我誇耀； 
我的腳滑跌的時候，不要讓他們向我誇口。”   
關於醫治，有醫生能醫治傷口. 看皮膚的病是祭司的責
任. 但是所有疾病有上帝統治，疾病來或是得到醫治主權
都在祂. 
 
4.3 人的社會 
4.3.1 男與女 
舊約的時候, 夫妻是屬於一個男士時代的家族. 大部分
妻子進入丈夫的家族. 舊約認為丈夫是妻子的主人.男生
要娶一個婦女必付較貴的費用, 才能娶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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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父母 與 兒女 
舊約認為孩子都是神的恩賜, 神的禮物.. 所以教導夫妻
應當生育很多孩子.父母親都有教育的責任. 舊約很注重
父母教導神的話語與律法給兒女. 
 
4.3.3 朋友 與 仇敵 
因為以色列作神的百姓,以色列人都是兄弟姊妹. 所
以以色列人必須彼此幫助. 有錢的人應當幫助貧窮
的. 
關於仇敵，大部分舊約教導以眼還眼的原則，但
是也有些經節教導要幫助仇敵 
出23:4等  4“如果你遇見你仇敵的牛或是驢走迷了路， 

就應該把牠牽回來給他。  
5如果你看見恨你的人的驢伏在重擔之下， 
不可走開不理牠，你應該與驢主一同卸下重擔。  
6不可在窮人訴訟的事上歪曲正義。  
7要遠離虛假的事；不可殺無辜和正義的人 
，因為我決不以惡人為義人。 。  

箴言 25:21 等 21 如果你的仇敵餓了，就給他食物吃； 
如果渴了，就給他水喝， 
 22 因為你這樣作，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耶和華必還報你。 
 23 北風帶來雨水；暗中毀謗人的舌頭， 
使人怒容滿面。 
 

24 寧可住在房頂的一角， 
也不跟吵鬧的婦人同住一間房屋。 

 
4.3.4 主人與奴隸 
舊約裡面特別在先知書裡面，很反對有權力的人不公
義，常批評君王. 跟其他的民族不一樣，舊約有很多律
法保護奴隸的權利與安全. 
出 21:20 -27 20“如果有人用棍打他的奴僕或婢女， 

以致死在他的手下，他必須受刑罰； 
 21 但如果他還活一兩天，那人就不必受刑罰， 
因為那奴僕是他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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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如果人彼此爭鬥，擊傷了懷孕的婦人， 
以致流產，但沒有別的損害， 
那傷害她的必須按照婦人的丈夫要求的， 
和照著審判官斷定的，繳納罰款。 
 23 如果有別的損害，你就要以命償命， 
 24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 
 25 以烙還烙，以傷還傷，以打還打。 
 26“如果有人擊打他奴僕的一隻眼， 
或婢女的一隻眼，把眼打壞了， 
就要因他的眼的緣故讓他自由離去。  
27 如果有人打落了他奴僕的一隻牙， 
或婢女的一隻牙， 
就要因他的牙的緣故讓他自由離去。  
 

每個 50 年必釋放所有以色列的奴隸. 
 
4.3.5  智慧與沒有智慧 
為了得到自由，人必學習智慧. 以色列有很多老師重
視教育. 常常叫老師為 HAKAM 就是有智慧的人 
[HOH=KMA 就是智慧]. 在王宮有管理人的學校. 也有
高階人的學校. 
舊約認為 HOKMA 並不是理論上的事情，但是跟生
活的方法很有關係. 智慧對社會很重要. 倘若沒有  
HAKAM 社會就會很亂. 
 HOKMA [智慧] 的出發點 與 高峰就是敬畏耶和華. 
 
4.3.6 個人與社會 
以色列人的家有 4 世代， 一共可能有 50 多個人. 好幾個
家屬於 一族. [大概 20 家是一族]. 每個族屬於一個支派. 12
個支派作 一個個體，就是 BET ISRAEL[HOUSE OF 
ISRAEL, 以色列的家] 
當一個以色列人犯重的罪，他就會被趕出去或是判死刑. 
 
4.3.7  人的目的 
舊約常常討論到底人的目的為何. 舊約給了 4 個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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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人的目的就是在實際面的生活與避免死亡. 為了

得到這目的，他必須按照神的律法進行． 
2. 人的目的 就是去愛其他的人 
3. 人的目的就是管理與保護神創造的大自然 
4. 人的目的就是歸榮耀給神及讚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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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祖先與摩西時代的神學 
5.1 祖先時代的神學   
5.1.1. 耶和華向人顯現 
祖先時代主要的主題就是神向祖先顯現. 那時代的顯現
比挪亞時代更清楚. 當神在祖先之前向人啟示, 只說 [神
說給...]. 在亞伯拉罕的時候, 神也用這個方法. 
 
創世記 12:1-4: 1 耶和華對亞伯蘭說： 

你要離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但是當亞伯拉罕到迦南地後, 神用新的方法啟示自己, 
就是自己顯現聖經說 [神給某人 看祂]  例如: 
創世記 12:7  耶和華向亞伯蘭顯現，說：  

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這裡沒說明神用什麼方法顯現. 但是創世記 15:17 神開
始描述：神藉著可以看到的工具來顯現. [這裡藉著 煙] 
創世記 15:9-21 9祂說：你為我取一隻三年的母牛， 

一隻三年的母山羊,一隻三年的公綿羊,一隻斑鳩,一隻雛鴿。 
10亞伯蘭就取了這些來，每樣劈開， 
分成兩半，一半對著一半地擺列，只有鳥沒有劈開。 
11有鷙鳥下來，落在那死畜的肉上，亞伯蘭就把他嚇飛了。 
12日頭正落的時候，亞伯蘭沉沉地睡了； 
忽然有驚人的大黑暗落在他身上。 
13耶和華對亞伯蘭說: 你要的確知道, 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 
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年。 
14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 
後來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裡出來。 
15但你要享大壽數，平平安安地歸到你列祖那裡，被人埋葬 

16到了第四代, 他們必回到此地, 因為亞摩利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 
7日落天黑， 
不料有冒煙的爐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 
18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蘭立約，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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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拉大河之地， 
19就是基尼人, 基尼洗人, 甲摩尼人, 20赫人, 比利洗人,  
利乏音人 21亞摩利人、迦南人, 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之後神常常藉著祂的 MAL AK JHWH 顯現.  
在以撒的時代,這樣清楚神的顯現沒有發生, 但是在雅各
的時代, 有比亞伯拉罕更多. 這時候神也用異象方式顯
現.在祖先時代, 神的顯現都發生在特別的地方, 常常在
建築奉獻壇的地方, 都在迦南裡面, 也常常發生夜裡.  
 
5.1.2. 耶和華揀選族長與給他們應許   
另外兩大的主題就是神的選擇與應許.  
神選擇有的人為了用他們做祂的見證, 作信靠祂的榜樣. 
神選擇亞伯拉罕, 選擇他的第二個兒子以撒, 而且選擇
亞伯拉罕的孫子雅各. 
神選擇的人的特殊： 
1. 他們被其他的人隔離, 因為在神救贖計畫裡面得到主

要的責任. 
2. 他們得到特別的應許, 例如:  

A. 神祝福他 
B. 神給他們很多後裔 
C. 神給他們應許的土地, 就是迦南地 

 
5.2. 耶和華領祂子民出埃及   
舊約最大的過程與主題是: 

從埃及奴隸的釋放 
這個活動的重要性就是： 
1. 神釋放以色列從埃及奴隸的痛苦 
2. 神釋放與隔離以色列, 從埃及敬拜假神的罪 
3. 顯現神大的權柄, 因為那時埃及是世界極大的國度 

而神只用摩西一個人就勝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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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顯現神 獨立的恩典 
5. 證明神愛以色列好像父親愛兒子 
6. 代表主耶穌釋放人從罪的奴隸 [所以舊約最大的主題

也是代表新約最大的主題] 
 
5.3、立約 
除了從埃及奴隸的釋放以外, 立約是這個約最大的主題 
[新約裡面也是如此] 
舊約的時候神立了很多約, 重要的例子,就是: 

1. 挪亞的約 
2. 亞伯拉罕的約 
3. 西乃山的約 
4. 大衛王的約 

對以色列人最重要的約就是西乃山的約 
 
神立的約都是非常奇妙的事. 雖然古代時人了很多約, 但
是都有兩個幾乎平等的立約，例如： 
1. 王國跟王國立的約 
2. 個人跟個人立的約 
3. 族跟族立的約 

特別 赫人 [HITITTE] 喜歡與其他的國家立約. 他們的約 
有固定的結構 
1. 前言說誰立這約  [這是某王的話....] 
2. 歷史上的前言說明歷史的背景 
3. 約的規定 
4. 說明什麼時候必需唸讀這文章 
5. 叫見證常常叫可怕的神 
6. 說明順服約的人有祝福, 違背的人被詛咒 
[舊約的申命記有赫人 [HITTITE]立約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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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立的約卻差很多, 就是偉大與聖潔上帝跟人立約. 
因為兩邊差那麼多,到底立約是不可能的事. 為什麼偉大
的上帝能立約跟極小卑微的人呢？ 
1. 因為上帝有極大的恩典與愛 
2. 因為神潔淨罪人 
 
神立約有很多方法： 
1. 神 主動獨立立約是不問人, 例如挪亞的約 
2. 神 不問人但是給人預備立約, 例如亞伯拉罕 
3. 神先問人願意不願意立約,這才立約. 例如神跟以色列

人立的約 
[立約 BERIT] 希伯來文說 KARAT BERIT. KARAT 就是切, 
CARVE, `因為古代時候, 立約寫約的規定在 石頭裡面 
 
出埃及記 19-24   描述神用什麼方法立西乃山的約. 因為
上帝很重視這約,祂用很多時間預備以色列人的心, 證明
神要以色列人真實進入這個約 
1. 立約 之前預備以色列的心 [出埃及記 19:1-6] 
1以色列人出埃及地以後，滿了三個月的那一天， 

就來到西乃的曠野。 
2他們離了利非訂，來到西乃的曠野，就在那裡的山下安營。 
3摩西到 神那裡，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說： 

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曉諭以色列人說： 
4我向埃及人所行的事，你們都看見了， 
且看見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來歸我。 
5如今你們若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 
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6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度，為聖潔的國民。 
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列人。 
 

這裡上帝第一次建議以色列人, 他們可以進入神的約 
 

7摩西去召了民間的長老來，將耶和華所吩咐他的話都在他們面前陳明。 
8百姓都同聲回答說： 
凡耶和華所說的, 我們都要遵行.  

摩西就將百姓的話回覆耶和華。 
9耶和華對摩西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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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密雲中臨到你那裡, 叫百姓在我與你說話的時候可以聽見, 
也可以永遠信你了。於是，摩西將百姓的話奏告耶和華。 
10耶和華又對摩西說： 
你往百姓那裡去，叫他們今天明天自潔，又叫他們洗衣服。 
11到第三天要預備好了， 
因為第三天耶和華要在眾百姓眼前降臨在西乃山上。 
12你要在山的四圍給百姓定界限,說：你們當謹慎,不可上山去， 
也不可摸山的邊界；凡摸這山的，必要治死他。 
13不可用手摸他, 必用石頭打死, 或用箭射透；無論是人是牲畜， 
都不得活。到角聲拖長的時候，他們才可到山根來。 
14摩西下山往百姓那裡去，叫他們自潔，他們就洗衣服。 
15他對百姓說：到第三天要預備好了。不可親近女人。 
16到了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雷轟、閃電，和密雲， 
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 
17摩西率領百姓出營迎接 神，都站在山下。 
18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降於山上。 
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動。 
19角聲漸漸的高而又高，摩西就說話， 神有聲音答應他。 
20耶和華降臨在西乃山頂上，耶和華召摩西上山頂，摩西就上去。 
21耶和華對摩西說：你下去囑咐百姓，不可闖過來到我面前觀看， 
恐怕他們有多人死亡； 
22又叫親近我的祭司自潔，恐怕我忽然出來擊殺他們。 
….。25於是摩西下到百姓那裡告訴他們。 
 
出埃及記 20 章是交十誡給以色列, 為立約的主要的規定, 
21-23 章交其他的律法給他們. 出埃及記 24 章立西乃山的
約  
2. 立約的方法 [出埃及記 24:1-18] 
A. 再一次預備以色列的心 [1-5] 
1耶和華對摩西說： 
你和亞倫、拿答、亞比戶，並以色列長老中的七十人， 

都要上到我這裡來，遠遠的下拜。 
2惟獨你可以親近耶和華；他們卻不可親近； 
百姓也不可和你一同上來。 
3摩西下山，將耶和華的命令典章都述說與百姓聽。 
眾百姓齊聲說： 
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行。 

4摩西將耶和華的命令都寫上。清早起來， 
在山下築一座壇，按以色列十二支派立十二根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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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又打發以色列人中的少年人去獻燔祭， 
又向耶和華獻牛為平安祭。 

以色列12個支派必需奉獻這12隻牛,為了跟神能合好. 之
後可以開始立約. 
B. 藉著奉獻物的血立約 

6摩西將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灑在壇上； 
7又將約書念給百姓聽。他們說： 
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行。 

8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說： 
你看！這是立約的血， 

是耶和華按這一切話與你們立約的憑據。 
 
C. 立約之後主要的過程 
立約之後摩西與70個長老能靠近神很近 

9摩西, 亞倫, 拿答, 亞比戶, 並以色列長老中的七十人, 都上了山. 
10他們看見以色列的 神，他腳下彷彿有平鋪的藍寶石， 
如同天色明淨。11他的手不加害在以色列的尊者身上。 
他們觀看 神；他們又吃又喝。 
 

之後神要交寫十誡的石版 
12耶和華對摩西說：你上山到我這裡來，住在這裡， 
我要將石版並我所寫的律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訓百姓 
13摩西和他的幫手約書亞起來，上了 神的山。 
14摩西對長老說：你們在這裡等著，等到我們再回來， 
有亞倫、戶珥與你們同在。凡有爭訟的，都可以就近他們去. 
15摩西上山，有雲彩把山遮蓋。16耶和華的榮耀停於西乃山； 
   雲彩遮蓋山六天，第七天他從雲中召摩西。 
17耶和華的榮耀在山頂上，在以色列人眼前，形狀如烈火。 
18摩西進入雲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晝夜。  

5 .4 律法   
希伯來文內叫律法為妥拉 TORAH. 這詞用 220 次. 它的
字根是動詞 YARAH 就是教育, 建議. 所以妥拉的原來
的意思就是建議，教育, 命令. 舊約內 [Torah] 是神藉著
摩西給以色列的律法, 後來妥拉的意思也是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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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十條誡命   
上帝說 
      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 
為奴之家領出來 [所以] 

 

       
1.除了我以外、 
  你不可有別的神。 
不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也不可作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不可跪拜那些像、也不可事奉他、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 神、 
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 
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愛我守我誡命的、 
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2. 不可妄稱耶和華你 
神的名、 

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 
耶和華必不以他為無罪。 

3. 當照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
的、守安息日為聖日 

六日要勞碌作你一切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 

神當守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女、僕婢、牛、驢、牲

畜、並在你城裏寄居的客旅、無論何工
都不可作、使你的僕婢可以和你一樣安
息 

 你也要記念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 
耶和華你 神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來的膀臂、將你從那裏領出來、 
因此、耶和華你的 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4. 當照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
的、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5. 不可殺人。 
 
6. 不可姦淫。 
 
7. 不可偷盜。 
 
8. 不可作假見證陷害人 
 
9. 不可貪戀人的妻子 
 
10 也不可貪圖人的房

屋, 田地, 僕婢, 
牛, 驢, 並他一切
所有的。 

 
這些話是耶和華在山上、從

火中、雲中、幽暗中、
大聲曉諭你們全會眾
的、此外並沒有添別的
話 

[申  5:6-21] 

  
 
按照主耶穌可以摘要十誡成為兩誡 [馬太 22:37-39] 
1.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

主你的 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2.其次也相倣、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兩條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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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律法和先知一切道理的總綱。 

論到神學非常主要的事就是 
 
在所有的宗教上人必首先按照很多誡進行, 以後才
可以得救贖, 但是在聖經上反而神首先白白的賜給
救贖, 以後信徒按照命令進行. 不論舊約或是新約
都這樣. 所以十誡的前言很清楚的說明神給十誡之
前, 給以色列人得救贖, 就是從埃及奴隸釋放. 
 
 宗教的秩序[律法] 上帝的方法[福音] 
首先的過
程 

人必按照律法 
進行作功德 

人白白的得到救贖得恩典, 
就是得從奴隸釋放 [舊約是
埃及的奴隸, 新約是罪的奴隸] 

第二步驟 可能得到救贖, 
例如佛教的涅盤

得神的命令 

為什麼按
照誡進行 

為了得功德而得
救贖 

因為得了救贖  
且因為要感謝榮耀上帝 

希望什麼 希望得功德與救
贖 

除了要榮耀與感謝神, 沒
希望什麼因為救贖得到了.  

5.4.2. 其他律例典章   
拖拉叫信徒保留聖潔與有聖潔的生活, 因為上帝是完全聖潔.主要
的經節就是利未記 11:44 

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 神, 
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  因為我是聖潔的 

 
在新約上也教這真理. 基督徒也應當尋找聖潔.. 新約常常強調信
徒必須是聖潔. 但是在新約上 [聖潔]的意思變成屬靈的意思, 而
對外面吃食物沒有關係. 主耶穌教我們食物無法使信徒污染. 但
是從心裡來的惡念頭卻使我們污染. 舊約 [聖潔]的概念差別, 一
因為那時神還沒完全啟示的定義. 
 
在舊約成為與保留聖潔包含： 
1. 按照神的命令與十誡進行, 特別要避免如下: 
   a. 不可敬拜偶像 不可以作法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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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不可淫亂  
2. 千萬不可以摸或是吃污染的物質, 例如： 
   a. 不可以吃豬肉或是其他污染動物的肉 
   b. 不可以吃血或是有血的肉 
   c. 不可以摸污染人, 例如大痲瘋的人或是流血的婦女 
   d. 不可以摸屍 
   e. 不可以摸或是探望 所摸污染物質的人, 例如外邦人.  
倘若摸或吃污染的物質, 必按照拖拉潔淨.  
注意. 按照主耶穌與使徒的教導 1a 與 b 還存在, 但是 2 
a 到 e 被屬靈的意思代替它們 
 
潔淨罪 
按照妥拉每個罪只有一個潔淨罪的方法, 就是得判死刑. 
聖潔與公義的基本, 就是: 

那裡有罪 必有血流出來 [就是必有判死刑] 
 
按照神的公義, 每個罪人必得判死刑. 但是因神大的恩
典很多罪能用一個動物替罪人死. 只有最重的罪, 罪人
必自己死. 所以要分開兩種罪 
1. 特別重的罪, 罪人必得判死刑. 例如: 

a. 亂罵神 
b. 用魔法用鬼魔的能力 
c. 敬拜偶像或是其他的神 
d. 跟已經結婚的人同房. 
e. 罵父母親 

f. 在安息日作工作 
g. 特意殺人 
h. 特意犯罪 
i.  

2. 不那麼重的罪, 可殺動物代替罪人 
a. 說謊 
b. 偷東西 
c. 不特意的犯罪 
d. 讓其他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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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犯這樣的罪, 必須這樣進行: 
買沒有污染的動物, 例如羊或是牛 

1. 帶這動物到聖所找祭司. 
2. 按手在動物的頭上而說  

  [這動物擔當我的罪, 它替我的罪死] 
3. 罪人親手必殺代替他的動物, 而切它脖子大的血管 
4. 祭司將流出來的血放在碗內, 且帶到神的壇上奉

獻給神, 證明有誰替罪死了.  
5.5. 耶和華的居所：會幕   
聖所 [在大衛時是會幕, 之後是聖殿] 由三個部分組成的, 就是: 
部份  
聖所的園 聖潔 
聖所裡面前面的房屋 非常聖潔只有聖潔的男人能進入 
聖所裡面後面的房屋 最聖潔只有大祭司能進入一年一次  

以色列的會幕 

 

奉獻動物壇 

 
洗濯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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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祭司 
利未人分開兩部份 
1. 亞倫的後裔當作祭司 
2. 其他的利未人當作祭司的幫助人, 或是有其他的關於
聖所的責任. 
 
祭司的責任就是 

1. 當作人跟神橋樑, 帶人禱告到神前面 
2. 作赦免的奉獻禮 
3. 行宗教其他的禮 
4. 不斷的為人民代禱 

金燈台 

看到會幕的內容 
 

聖所 

至聖所 

 
延燒份獻禮的壇 

 
約櫃 裡面有十誡 



 

 

135

5. 說明聖經教信徒 
6. 查看一個人是聖潔沒有, 包含查看以前大痲瘋的人醫

好或還沒有？ 
 
現在牧師的責任比祭司的差別 就是 1 到 2 的責任沒有
了. 因為藉著 主耶穌信徒的罪得赦免的奉獻禮. 而且每
個信徒有權利自己求神赦免他的罪. 3 到 5 的責任還有. 
[天主教錯誤的認為神父還必須繼續基督的奉獻禮.] 
  
5.7  節日   
以色列人最主要的節日, 就是逾越禮, 第五旬節, 住在樹木枝作的
房屋裡與大赦免罪的日. 
 
現代
的月 

古代
名字 

巴比倫之
後的名字

過程 日 特別街日 念
讀
經 

經文 

3-4 Abib Nisan 樹木發葉 
停雨 開時
枯乾 

1 每月第一
號是聖潔
的日子 

  

    14 逾越禮 雅
歌 

出 12:1-5, 
路加  22:1 

    15-
21 

吃沒有
酵母的
麵包 

 利未 23:6-
8, 出 
12:15-20, 
13:5-5. 路 
22:7 

    16 奉獻首
先收割
的米 

 利未 
23:10 等 

4-5 SIF IyAR 枯乾時
期的 

14 代替的
逾越禮 

 數
9:10 

5-6  SIWA
N 

WHEAT 
的收割, 
切葡萄
樹的枝 

6 五旬節 
感謝神
禮 

路
得 

利未
23:15 -
20, 使
徒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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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Tam-
mus 

葡萄果
收割開
始很熱 

9 禁此食物因為  
那日 耶路撒冷
被毀滅 

  

7-
8 

 Ahb 葡萄收
割,  很熱

7-9 Tisha yeab 
紀念聖殿被
毀滅 

哀
歌

 

8-
9 

 Ehlul 葡萄收
割 

    

9-
10 

Eta-
min 

Ti-
shri 

很熱, 耕
田 

1 TRUMPET 的
日子, 統治政
府的新年 

  

    10 Yom Kippur 
贖罪日 

 利未 
16:1-3, 
23:27-30 

    15-
21 

Sukkoth 
住棚節 

傳
道
書

利未
23;34-
40, 約
翰 7:2 

    22 聖潔的會  利未
23:36 

10-
11 

Pul Barke-
shwan 

耕田,冬
天 

    

現
代
的
月 

古代
名子 

巴鼻
倫之
後的
名子 

過程 日 特別日子  念
讀
經

經文 

11-
12 

 Kislev 撒米,冬
天 

25 SAMMUKA 
建立聖殿 

 約翰 
20:22   

12-
1 

 Tebeth 下大雨, 
最冷 

10 禁此食物 紀念 
巴比倫 開始攻
擊耶路撒冷 

  

1-2  Sebath MANDEL 
樹開花 

    

2-3  Adar 橘子與
檸檬的
收割,下
大雨 

13-
14 

PURIM 普
珥節紀念以
斯帖 

以
斯
帖
記 

 

  第二個 
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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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奉獻的動物 

按照摩西律法必須奉獻下面的動物的樹木 
 
節日 奉獻牛 公洋 羔羊 山羊 
每日早上  1  
每日完上  1  
安息日早上 
與完上 

 加 2  

月亮滿的 2 1 加 7 1 
逾越節  很多萬  
吃沒有酵母
的麵包節 每
天 

2 1 7 1 

一共 14 7 49 7 
第五旬節 2 1 7 1 
統治新年 1.6. 1 1 7 1 
Yom 
Kippur 

1 1 7 1 
住在木隻方
第一天 

13 2 14 1 
第二天 12 2 14 1 
第三天 11 2 14 1 
第四天 10 2 14 1 
第五天 9 2 14 1 
第六天 8 2 14 1 
第七天 7 2 14 1 
第八天 1 1 7 1 
一共 71 15 105 8 
所羅門王 
建立聖殿 

22 000 120 000  

希西家改革
宗教 

70 100 200  

約西亞改
革宗教 

3000  30 000  

以斯拉建
立第二個
聖殿 

100 200 4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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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罪與赦免的的概念 
6.1 罪的來源 就是墮落 
神創造人為完全聖潔, 沒有什麼罪. 罪進入人當亞當與 c
夏娃相信蛇比神更多, 而且作神禁止的事情. 
當亞當與夏娃吃神禁止的果子, 他們自有決定違背神. 
因這個緣故發生大的問題,罪能進入世界的門. 結果就是 
1. 魔鬼能控制世界 
2. 人成為罪的奴隸 
 
6.2 罪的意思 
舊約用很多詞為 [罪]. 我們能將這許多詞分開為三組 
第一組： 
6.2.1 達不到目的 
中國的文化上「罪」大部分有違背律法的意思, 但是與
聖經的罪基本的意思差很多, 就是 [達不到目的]. 新約用
最多的詞是 HAMARTIA 原來是用獵動物時候用的詞, 
意思就是所拋的矛射不到動物, 且經過它. 這個意思比
上面的差很多.  
例子，神呼召一位醫學院學生去外國當宣教士, 但是他
禱告神求給我待在我的國家, 我要做好醫生.免費醫好貧
窮人, 所得的一半要奉獻給教會. 但是神回答我不要你
的錢, 我要你的順服. 
假如他按照他的慾望進行,留在他的國家當善人, 他一點
都沒有違背律法, 在社會的看法並沒有罪, 但是只是善
人. 因為他達不到神給他的目的, 他有 HAMRTIA, 就是 
罪. 
舊約常常為罪所用的詞,就是HATTA17, HATTAT 或是 
HET. 
 舊約用它 225 次. 原來的意思跟 HAMARTIA 同樣  

                                                 
17 原來是 CH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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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ta 的意思就是 [達不到目的, 打不中中心, miss the goal, 
an offence, sometimes habitual sinfulness,  sacrifice, or expiation;  
an offender:--punishment (of sin), purifying(-fication for sin), sin,.] 
 
Hata 是 Hatta 的動詞, 它的意思是犯罪, 達不到目的. 
 
6.2.2 有錯誤 , 罪惡, 應當得處罰  
第二組詞的意思就是有錯誤 , 罪惡, 應當得處罰, GULITY,  
UNGODLY. 希伯來文常常用的詞就是： 
 
希伯來
文辭 

意思 

Rasha 惡, WICKED, UNGODLY 
Ra ,   
Ra-ah 

惡, bad, evil, adversity, affliction, bad, calamity,  displease(-
ure), distress, harm, heavy, hurt(-ful), ill (favoured),  
mischief(-vous), misery, naught(-ty), noisome, + not please, 
sad(-ly), sore, sorrow, trouble, vex, wicked(-ly, -ness, one), 
worse(-st), wretchedness, wrong. 

Asam, 
Ashma 

應當得處罰, guiltiness, a fault, the presentation of a 
sin-offering:--offend, sin, (cause of) trespass(-ing, 
offering) 

Awon 錯誤, perversity, i.e. (moral) evil:--fault, iniquity, 
mischeif, punishment (of iniquity), sin 

Shaga, 
Shegaga 

迷了路, 走錯的路, 彎曲, mistake or inadvertent 
transgression:--error, ignorance, at unawares; 
unwittingly. 

 
6.2.3 違背 
第三組為 [罪]用希伯來文的詞的意思是違背, 隔斷好的
關係, 隔斷約. 最常用的詞就是：  
PESHA [動詞是 PASHA] [ 個人特意的違背, 特意隔斷約, 

特意毀滅父親的榮耀,  隔斷跟父親的關係, a 
revolt (national, moral or religious):--rebellion, sin, 
transgression, tres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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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赦免罪 
關於赦免罪希伯來文用很多詞, 比較主要的是： 
kaphar [蓋罪, 贖金, to cover (specifically with bitumen); figuratively, to 

expiate or condone, to placate or cancel:-- appease, make (an 
atonement, cleanse, disannul, forgive, be merciful, pacify, pardon, 
purge (away), put off, (make) reconcile(-liation)) 

 
用這些詞的例子:詩篇 51 篇 
 
1（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來見他； 

他作這詩，交與伶長。）  
神啊，求你按你 的 HESED[慈愛]憐恤我！ 

按你豐盛 的 RAKAM [慈悲]  塗抹我的 Pesha [過犯]！ 
2  求你 洗除淨盡 我的 Pesha [罪孽]，並潔除我的 Hatta [罪]！ 
3因為，我知道我的 Pesha 過犯； 我的 Hatta [罪]常在我面前 
4我向你 Hatta [犯罪]，惟獨得罪了你；在你眼前行了這 ha Ra [惡] 
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 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 
5我是在Awon [罪孽]裡生的， 

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了Hatta[罪]。 
6你所喜愛的是內裡EMET[誠實]；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7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更白 
8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樂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9求你掩面不看我的Het[罪]，塗抹我一切的 Awon [罪孽]。 
10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 Lebab[心]， 

使我裡面重新有正直（或譯：堅定）的Ruah [靈]。 
11不要丟棄我，使我離開你的面；不要從我收回你的聖靈。 
12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樂，    賜我樂意的靈扶持我， 
13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 Paswha[過犯]的人，Hatta[罪]人必歸順你 
14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 神；求你救我脫離流人血的罪！ 
我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 
15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張開，我的口便傳揚讚美你的話！ 
16你本不喜愛祭物，若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不喜悅。 
17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Ruah[靈]；  

神啊，憂傷痛悔的Lebab[心]，你必不輕看。 
18求你隨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路撒冷的城牆。 
19那時，你必喜愛公義的祭和燔祭並全牲的燔祭； 

那時，人必將公牛獻在你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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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例子 
利未記 4:1-4 
1 耶和華  對摩 西 說  
2 你曉諭 以色列人 說  
若有人在耶和華所吩咐不可行的甚麼事上 

Shegaga[誤] hata[ 犯] 了一件 
3 或是受膏的祭司 hata [犯罪],  使百姓陷在 Ashma[罪] 裡 , 
 就當為他所 hata[犯] <02398> 的 Hatta[罪] <02403> 把 

沒有殘疾的公牛犢獻給耶和華為贖罪祭。 
 

利未記 14:13-23 
13把公羊羔宰於聖地就是宰贖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 

贖愆祭>要歸祭司, 與贖罪祭一樣，是至聖的。 
14祭司要取些贖愆祭牲的血， 

抹在求潔淨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並右腳的大拇指上。 
15祭司要從那一羅革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裡， 
16把右手的一個指頭蘸在左手的油裡， 

在耶和華面前用指頭彈七次。 
17將手裡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潔淨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並右腳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贖愆祭牲的血上。 
18祭司手裡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潔淨人的頭上， 
在耶和華面前為他kaphar [贖罪] 03722>。 
19祭司要獻 Hatta[贖罪祭]<02403>，為那本不潔淨<02932>、 
求潔淨的人kaphar [贖罪]<03722>；然後要宰燔祭牲， 
20把燔祭和素祭獻在壇上，為他kaphar[贖罪]<03722>，他就潔淨了。 
21他若貧窮不能預備夠數， 

就要取一隻公羊羔作贖愆祭，可以搖一搖， 
為他kaphar[贖罪]<03722>； 

也要把調油的細麵伊法十分之一為素祭， 
和油一羅革>一同取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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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舊約裡面罪的性質 
神學上的性質 
在舊約裡面罪首先關於神, 犯罪首先是跟神犯罪. 罪關
於神的計畫與目的, 罪毀滅跟神的好關係. 這個罪的概
念跟以色列以外的概念差很多. 
 
客觀的性質與個人的性質  
在舊約裡面罪也有客觀的性質. 每個罪使國家 unclean,
骯髒, 污染. 按照創造的自然的秩序為了取消罪的惡結
果必需付贖金 
每個罪使犯罪人的心污染與黑暗, 也使罪人離開神被隔
離. 
 
普通的性質 
罪非常普通, 因為進入了每人的心. 人的心情變壞了. 結
果是人無法做完好的事, 連他的善行也有惡的部分.  
 
固定的性質 
罪非常固定的, 人無法改變它. 人無法勝過它而被它控
制. 
 
6.4 罪的結果 
每個罪必得到處罰而必得到判死刑. 為了赦免罪必有誰
替罪死. 神的處罰是最固定的答案. 罪的處罰首先是離
神被隔離, 永遠的處罰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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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巴比倫之前的歷史書的神學 
 
從申命記到列王記用很類似的神學. 所以叫這些書的方
法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writing [申命記性的歷史寫
作]. 特殊就是很強調神有無限主權,掌控所有地球上歷
史過程. 人只是祂使用的工具而已. 每個人的智慧與能
力很有限, 只有上帝有無限的智慧與權柄   
7.1、約書亞書的神學 
7.1.1 迦南地是神立約的禮物 
 
很多世紀以前神應許給亞伯拉罕, 賜迦南地給他的後裔.
在以撒, 雅各與摩西的時候, 神復興這個土地的應許.在
約書亞的時候, 以色列人能得到迦南地一半, 因為上帝
幫助他們. 很可惜因為以色列人不完全順服神而無法得
到神完全應許之地.[約書亞書 13:1]. 當約書亞分開迦南
地給 12 個支派, 他將完全的迦南地分開,因為相信到時
間神交完全的地給以色列[約  13:6-7]. 
約書亞書強調神交迦南地給以色列,是因為祂給這樣的
應許. 除此以外, 約書亞書強調迦南地是聖約的地, 是聖
約的禮物. 
 
舊約很重視迦南地, 並不是以色列自然的財產, 但卻是
神立約的禮物. 所以以色列地不斷的屬於上帝. 
當以色列人到迦南地, 他們進入神的安息. 所以迦南地
代表天堂的安息. 
約書亞記描述神給亞伯拉罕的應許成就, 就是他的後裔
得到迦南地. 這個過程代表基督徒應許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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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許 中途 到目的 
舊約 給以色列迦

南地[創] 
走路往迦南
地 [五經] 

得到迦南地 
[約] 

新約 給信徒天堂 
[新約] 

走路往天堂 
[現在] 

到天堂那裡 
[未來] 

   
7.1.2. 聖潔的爭戰與 HERAEM  
因為上帝聖潔與公義, 無法永遠容忍罪, 當一個人不斷
的犯重罪, 神要處罰他. 當民族不斷的犯重罪,神要毀滅
他們. 
當迦南地的 7 個民族不斷的犯重罪, 神給他們 400 年的
機會悔改. 但是他們不願意. 他們的宗教的罪非常嚴重. 
他們以惡罪為敬拜他們神的禮: 
   以渾亂為敬拜 Ashera 的禮 
  以殺孩子為敬拜 Molok 的禮 
所以因神的公義定罪, 決定這 7 個民族對別的人太危險 
他們必需完全被毀滅. 
所以命令約書亞將這 7 個民族, 完全毀滅他們. 這樣的
完全的毀滅希伯來文叫 Heraem.當以色列人攻擊他們 並
不是平常的爭戰. 卻是耶和華聖潔的爭戰. 
聖潔的爭戰並不是人的計畫, 但是神為了某些的目的, 命令的爭
戰.  
很多人不喜歡這個真理, 不喜歡約書亞記, 因為他們不明白迦南
人的罪有多大. 
 
7.1.3 其他的主題 
1. 約書亞記強調所有世界上的過程,都是神統治

的:(JAHWE is the Lord of history.18)耶和華是歷史的
主 也是未來的主。 

                                                 
18 W.S. LaSor, Das Alte Testament,  23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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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個罪而已就能攔阻神的祝福, 卻帶來很大的痛苦.
例如, Achan 亞干犯罪. 

 
7.2、士師的神學 

士師記的特殊與神學主要主題： 
1. 士師書強調當以色列違背神立的約, 馬上得到處罰. 

當悔改得到神的祝福. 士師記 12 次描述以色列忘記
真神而且敬拜假神. 當神處罰他們, 他們悔改而祈求
神幫助. 12 次神選擇一位士師釋放他們. 

2. 除此以外,證明神也能用很軟弱與奇怪的人, 而達到
祂的目的. 很多士師的行為不好, 但是他們的信仰好, 
路德建議基督徒應當以他的信仰為榜樣. 參孫是拿細
耳(Nasir)人從出生時就是, 卻因愛女人的緣故而失敗.  

7.3、撒母耳書的神學   
7.3.1 神掌管主權 
 
撒母耳很強調上帝是一位完全自由與獨立的神
[SOUVEREIGN], 祂怎可離棄約櫃與聖所. 人無法
強迫 FORCE 神, 因為神是自由. 以色列人錯誤的認為 
藉這約櫃能強迫耶和華來幫助以色列, 但是神可以完全失
去約櫃. 祂也可以自由的換人當王. 當掃羅犯罪時,神離棄
他.神選擇與按立大衛為王的時候, 還讓他等了 10 多
年, 大衛王願意等掃羅死亡,而不立即殺他. 我們要學
習等候神的時間.  
7.3.2 神為以色列的王 
到撒母耳的時候,  耶和華作以色列的王. 但是撒母耳老的
時候, 以色列要得一個人為王. 這個需要得罪神,  但是神願
意.  同時給以色列很多王的律法. 這些王的律法使王的權
柄有限. 以色列王並不是神, 但卻是神的恩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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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藉著完全順服神才能得到勝利 
倘若信徒有好的開始, 不一定有好的結束. 掃羅有很
好開始。但是後來信仰迷路而遭毀滅. 
因為掃羅不完全順服神, 就無法完全勝過仇敵. 在我
們基督徒生命上也是這樣. 
大偉王比較順服上帝, 且犯罪時, 當先知勸告他認罪就認
罪. 所以他有比較多成就. 他的時代是以色列第一次能完
全控制神應許的地. 但是他的罪還是帶來很多痛苦與淫亂
進入他的家. 
雖然大衛王時代, 是以色列歷史最好的時代, 是他們的
黃金時代(GOLDEN AGE). 因為神的恩典大衛王就非常
成功. 這樣大衛王是彌賽亞的代表.   
7.4 列王記的神學 
 
列王記神學的主題跟上面的歷史書很類似： 
1. 也強調神有無限的權柄控制地上所有的過程, 藉著歷

史的活動 耶和華啟示自己給信徒. 
2. 神選擇以色列人 為了 在列邦國面前作好的榜樣與見

證, 就是證明在上帝的帶領之下是非常美好的生命. 很
可惜以色列大部分不願意在神的帶領之下, 所以不可
做好榜樣. 意思是以色列得不到選擇的目的. 

3. 耶和華不忘記他的應許與立約. 連以色列忘記祂與離
棄神, 神還是愛以色列. 除此以外, 應許給以色列美好
的 BEN DAVID [大衛王的兒子] 就是彌賽亞.   

7.5 歷代志的神學 
 
歷代志特別用較長的篇幅來描述大衛王的時代, 特別描
述大衛王安排的宗教的好系統.  
歷代志非常強調祭司與利未人的主要性, 非常描述他們
的家譜與他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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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代志大的目的就是說明： 
1. 雖然猶太人歧視這個恩典, 但是上帝的恩典保護與拯

救他的百姓 
2. 猶太人很需要一個跟大衛王一樣好的王, 就是 BEN 

DAVID[大衛的兒子], 就是彌賽亞: 這位彌賽亞同時
是王與祭司 

 
7.6.路得記的神學 
 
路得記證明當外邦人喜愛順服上帝, 也同得到祂的祝福. 
有時外邦人愛神比以色列人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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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先知書的神學   
8.1 先知的職務   
8.1.1 關於先知的責任有兩個看法 
按照聖經以色列有三個重要的責任,就是祭司,先知
與士師或是王.  
1. 士師或是王的責任是作以色列的政治與軍事上的領袖.  
2. 祭司的責任是執行奉獻禮, 作神與以色列人中間的橋樑, 

念讀聖經, 說明聖經, 為人民代禱等等. 祭司必須是亞倫
的後裔, 就一定是利未支派, 而每個亞倫的後裔身體好
（無殘疾）就有權利作祭司.  

3. 先知的責任不一樣. 先知必須蒙神乎召他作先知. 他是
屬於那一支派都可以. 他的責任是直接得到神最新還未
寫下來的話語. 且按照神的命令傳講神的話語, 或是寫
下來. 神啟示新的話語給先知有兩個方法: 

a. 使先知聽神說的話（audition）   
b. 使先知看到神的異象（vision） 

 
先知的責任按照聖經 

 
神的啟示  

神把預言的     內容啟示給先知

 
                    先知 
 

先知把預言說

給大眾 
 
              先知的大眾 
 

自由神學家的看法 
 
先知用他經驗

與智慧思想          
先知 

  
          先知 
                    先知把預言說給 
                        大眾 
 
            先知的大眾 
 

 

先知藉著理

性查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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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按照聖經神啟示給先知的話語有很多類似： 
 

1. 是預言, 說未來那些罪人要得到什麼處罰 
2. 是預言, 說未來那些人的罪，要得赦免及得神的

恩典 
3. 是預言, 說在末日來到的時候會發生什麼事 
4. 不是預言但是啟示, 那些與先知同時的人有什麼

罪, 有什麼不義而控訴他們.  
5. 命令先知作某些活動為了作某些真理的代表等

等 
 
自由神學與流行神學家, 不願意接受這個看法. 因為他們
錯誤的認為神沒有啟示. 所以自由神學與流行神學家都有
一個錯誤的理論基礎, 就是先知的話並不是神的啟示, 並
不是預言, 而是是先知他察看環境的結果. 
所以倘若一個先知書說一段預言, 提到一個 50 多年之後
的活動, 自由神學家不願意接受這段經文是先知自己得到
的預言. 但是他們假設這個經文的作者一定是一個已經活
在這個活動時候的人. 
 
8.1.3  [先知] 這個詞按照聖經的話語的意思 
1.按照希臘文的意思 

 
在希臘文上先知叫 [prophetes]. 這個詞有兩個部分: 
[phetes] 翻譯中文是說或講到宗教的事.] 
[pro]    有兩個意思    1. 替誰   2. 之前 
所以  Prophetes 這個詞有兩個意思, 就是: 

1. 替神說的人  2. 說預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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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神學家與新派（現代）神學家不願意接受第二個意
思. 但是聖經上不論是舊約或是新約先知有兩個責任, 而
且第二個責任是比較多. 
 
2. 按照希伯來文的意思 
舊約說先知的時候, 用很多不一樣的詞: 

1. [nabi] 這個詞用 309 次. 這個詞的意思是蒙神呼召
的人或是大聲說的人. 這個詞沒告訴我們先知的責
任是說預言或是不說預言. 

2. [ro-eh] 的意思是看異象的人,就一定得神的啟示.  
3. 除此以外在舊約稱先知使用下面的詞: 

a. 神的人   b.夜裡保護城的人  c.神的使者 
d. 聖靈的人 e. 在失神(ecstatic)情況裡的人. 

 
3. 摘要: 按照聖經的先知有下面的特質與責任： 

 
1. 蒙神呼召作先知 
2. 直接得到神的啟示而還沒記下來的話, 可能聽神

說話,也可能看到神的異象. 
3. 得到的神的話, 可能是未來要經驗的預言, 可能

是關於先知以後情況的啟示, 也可能是關於過
去的事，話語的啟示.（如拿單對大衛） 

4. 按照神的命令傳講並得到神的話語或是記錄下來. 
 
猶太人被擄到巴比倫之前, 先知的預言大部份是控訴罪與
未來將要來的處罰的預言, 也有很多說到很遠的未來的預
言. 也說到末日的預言. 猶太人被擄到巴比倫之後, 大部份
是赦免罪與恩典的應許, 也說到末日比較多.  
但是自由神學家都不願意接受先知能得到關於很遠未來
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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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神學家 DR. EGELKRAUT 看下面的古典先
知的性質 
1.  先 知 的 能 力 是 神 給 他 百 姓 特 別 寶 貴 的 恩 賜 . 

(耶.18:18, 阿 2:11,  約 14,18) 
2.  先知蒙神呼召的報告很重要,證明是真的先知 [出 

3:10] 
3.  先知與神並不是一個神秘(mystical)的個體, 但是先

知是神所差派的人. 
4.  先知的異象並不是夢,但是先知得到預言時完全清

醒. 大部分不是失神的狀況(exstatic). 
5.  神給先知的權力,並不是聽後都接受他的講道. 反

而常常使百姓的心更硬 
6.  先知都很清楚看到社會的問題,貧窮人的辛苦等等 
7.  先知認識拖拉, 認識以色列的傳統 
8.  先知並不說謊言, 而是非常清楚且高級的話 
9.  先知常常作一個活動來代表未來的活動  
10. 先知面對假的先知. 假的比真的先知還要多很多 
11. 先知大部分很孤單, 大師以賽亞有很多門徒 
12. 先知的教導,有很多不一樣的內容與主題,有勸告, 

報告處罰, 預言救贖, 描述新的世界等等 
 
8.2  以賽亞書神學上主要的主題 
1. YAHWEH (耶和華) 是 KADOSH, 就是聖潔, 獨一地, 

非常可敬畏可怕. 
以賽亞書每階段都非常描述這個真理 25 次,叫
YAHWEH 為以色列的 KADOSH 者, 就是以色列的
聖潔者[在第一個階段內有 12 次]. 以賽亞蒙神呼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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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 特別經驗 YAHWEH 的 KADOSH. 因為 
YAHWEH KADOSH, 無法不處罰罪惡 

2. YAHWEH 是唯一的神, 其他的神是空虛. YAHWE 控
制所有世界的活動 [ABSOLUTE MONOTHEISM]. 這
個真理在以賽亞第二階段強調最清楚 

3. YAHWE(耶和華) 完全公義. 祂的 MISHPAT 與 
SEDEKA [公義] 是完美完全的 所需要祂的百姓公義. 

4. YAHWE 是我們的救贖, 是以賽亞名字[yeshayahu] 的
意義,也是以賽亞書最大的主題 [特別在第二個階段] 

5. YAHWEH 是我們的父親. 這個真理在舊約很有限,但
是在以賽亞書卻很清楚 

6. 神給信徒聖靈 
7. 常常說到(YAHWE)的 Ebed [僕人]. Ebed Jahwe 有四

個意思： 
 

4. 彌賽亞主耶穌是完全的 Ebed 
Jahwe,因為完全順服父神 

3. 從巴比倫回來的聖潔的 shear [剩
餘的部分], [也不完全順服神] 

2. 先知 [也不是完全的 Ebed Jahwe,  
因為還有罪] 

1. 以色列的人民  [是不好的 Ebed Jahwe 因為不順服神] 
 
8.3 耶利米書神學上的主題 
8.3.1 神的無限自由與權柄 
 
耶利米認為世界上的國度, 都被神管理並不被王管理. 
連尼布甲尼撒大王都得到他們的權力從神的手. 
耶利米重視神的權力無限, 無一件事是神不能行的. 神
也有自由毀滅他的聖殿, 毀滅他的以色列國. 神也有自
由祝福以色列人的仇敵, 因為他的自由權力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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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新的約 
耶利米控訴猶太人, 他們總是違背聖神立的聖約. 因為
這是猶太人的重罪, 他們必須得嚴格的處罰. 但是還是 
保留祂立的聖約, 也有計劃復興更新這約. 他將復興的
約比古代立約更好, 是一個真新的約. 這個新約有 4 個
特殊性： 
 
1. 他讓人跟神能更親密 
2. 他的規定寫在人的心上, 沒寫在石頭上, 人能按

照他進行. 
3. 他的目的是因人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就能得神的

深刻智慧 
4. 他的基本是罪 得到完全赦免 

 
8.3.3 在被試探時都有盼望 
耶利米受很大的苦, 但是仍然保留他的盼望. 他清楚
的看到猶太人要得到重的處罰, 但是他不斷的有一
個大盼望, 就是將來神要赦免他們的罪, 給他們新的
機會跟神合好. 他自己受最嚴格的試探, 卻沒丟棄他
的盼望.  
 
8.4 其他先知書神學主要的主題 
8.4.1 悔改 
先知書常用的辭就是 [SHUB] ,這辭 [悔改] 有更深的
意思, 就是完全改變生活的方向, 離開罪惡的道路向
神轉回而且走正確方向. 只有這樣真的悔改能得到
神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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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耶和華的審判與 YOM YAHWE 
先知書強調, 因神的公義與聖潔必處罰罪人, 包括以
色列的罪人. 神的約無法攔阻處罰. 因神公義一律處罰
以色列人與列邦人. 
常用的辭是 YOM YAHWE. YOM YAHWE 就是[耶和華
的日子]. 這個字有很多意思: 

時代 意思 
士師時代 1. 神來幫助以色列的日子 
先知書 2. 神來處罰罪人的日子, 也是處罰以色列人

的日子. 
3. 末日神審判萬民 

 
但是先知不只報告處罰, 但是強調神處罰之後, 就有恩
典的拯救計畫 
 
 

 8.4.3、神是列邦的主  
先知書報告神也愛列邦人, 對他們有好的計畫. 當他們
悔改尋找神就能得恩典與救贖. 
先知書很重視神控制所有的國家, 而且用他們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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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詩歌體書的神學 
9.1 約伯書的神學 
9.1.1 上帝有無限的自由與主權 
約伯書強調上帝有無限的主權. 魔鬼不能做什麼除非神
先許可. 魔鬼沒有如何獨立的能力. 耶和華有無限的自
由,給牠機會試探信徒. 約伯與其他的朋友想不到這個可
能性. 他們錯誤認為，當一個人受苦一定是神處罰他的
罪. 但是受苦有很多原因, 也許與神准許魔鬼踐踏的原
因.  
9.1.2 受苦有很多原因 
很多人與宗教人士錯誤的認為苦難都是罪惡的結果. 很
多人跟佛教說 [善人得善, 惡人得惡]. 當一個人受大的苦
難， 他們審判他犯了很大的罪. 這樣給他更大的痛苦. 
當一個人成功而且有很多錢, 他們說 [他一定是個義人]. 
這樣可能鼓勵他用邪惡的方法賺錢. 
約伯記很清楚說明這個 [得善人是善人, 得惡的是惡人] 
的原則 太簡單, 而且跟事實有衝突. 
事實上會有善人受苦難. 例如約伯, 主耶穌 , 保羅等等, 
也有人常犯罪, 但是生活卻過的很舒服且豐富.  
所以信徒要小心, 不可以審判受苦的人.  
9.2 詩篇的神學 
詩篇的神學非常豐富. 聖經所有主要的神學主題, 詩篇
內都有. 所以路德說詩篇是聖經裡面的聖經. 詩篇特別
強調的主題就是： 
1. 神有無限的主權, 因祂的智慧創造所有的, 而且統治地上

所有的過程. 
2. 神完全公義到時間罪惡都得到處罰. 
3. 神非常聖潔不像誰 
4. 神有大的慈愛與恩典, 當人認罪與自卑. 他願赦免. 
5. 神是萬民的主, 應得到萬民的讚美. 
6. 神關於祂所立的約是信實的. 他的信實是永遠的. 
7. 耶和華是完全可靠的. 信徒應當完全相信與依賴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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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神的話語是完全可靠的，對信徒是最寶貴的 
9. 智慧[hokma]是神寶貴的恩賜. 所有的智慧的出發點是敬畏神 
10. 信徒必討厭罪惡 
11. 錫安山是神選的地方  
12. 人沒有穩定的部分,就像草而已, 但是神能給信徒復活的

生命。 
 
9.3 箴言書的神學 
箴言書的神學主題非常豐富. 最主要的是： 
1.  智慧是神最寶貴的恩賜. 所有的智慧的出發點是敬

畏神. 人應當用智慧進行 
2.  人必用智慧順服神, 以及勝過罪的試探特別是色情

的試探。 
3.  人應當努力的作工，按照他責任進行.。  
9.4 傳道書的神學 
傳道書最大的主題, 就是:  
[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就是地上
的事務, 都不穩定. 他的時間都與限.除了神以外,沒有永
遠的事務  其他的主題是： 
1. 每件事情有它的時間 
2. 敬畏神是人的責任 
[總意就是：敬畏 神，謹守他的誡命，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9.5 雅歌書主要的神學主題 
雅歌書大的主題, 就是: 
[丈夫與妻子中間的愛情是神給他們寶貴的恩賜]  
這愛也代表神與他的百姓中間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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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被擄後的新開始 

10.1、耶和華的百姓被擄時的危機  
當猶太人被擄到巴比倫的時候, 他們的信仰經驗極大的 
危機是因為以前他的信仰依靠錫安山的聖殿, 與 耶路撒

冷. 但是那時候兩個被完全毀滅. 因為那時巴比倫很豐富, 
與他們的偶像很大  發展下面的問題: 
1. 當聖殿被毀滅, 耶和華被打敗了嗎? 
2. 現在到底誰有權柄, 是巴比倫的神或是耶和華？ 
3. 假如耶和華給巴比倫比能力 而且 掌權,  為什麼不來幫

助信徒 ? 
  
10.2.惟獨耶和華是真神  
宗教上被擄到巴比倫的猶太人經驗最大的改變, 就是: 
一部份接受巴比倫的宗教與文化, 最後他們成為巴比倫

人, 另外一部份悔改尋找神, 開始努力的看聖經.  
他們特別看到先知書, 發展很奇妙的結果. 就是: 
以前先知講道 聽眾不願聽. 但是在巴比倫 願意聽而

悔改. 也有猶太文士尋找每個先知口傳的話, 收錄合

併為一本書.  
很多猶太人內裡研究所有的先知書, 若與其他的聖

經的卷比較. 結果是他們決定完全順服神的話與祂

的命令.十分相信惟獨耶和華是真神. 
 
這是猶太宗教的出發點,也是法利賽人的出發點。 
 



 

 

158

 
猶太宗教的特殊是: 
1.完全要順服耶和華. 為了要完全順服神的話為命
令, 將每個命令增加很多人為的規定 
2.最嚴格的信仰,獨一真神的原則 
3.重視神的選擇 
4.重視禱告與禁止不潔淨食物 
原來法利賽人代表猶太宗教好的榜樣. 很可惜越來他們
越重視外表, 而卻忽視心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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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耶和華的 Ruah [靈] 

舊約還沒有清楚的說 [神是靈].只有一個經節有類似的

意思, 就是在以賽亞 31：3: 
埃及只是人                           並不是  神 
他們的馬只是 BASAR,        並不是   靈 

舊約強調神自由的將他的 RUAH 給他特別選擇的人,也
可以再拿走祂. 
在舊約前面的時代, 神的 RUAH 是一個所下來到某些人

的權力. 這個權力使人能作神給他做的事  
在摩西的時候, 很清處神給摩西祂的靈且給他很多。 
在士師時代, 神的靈下來到士師幫助他們能釋放以色列. 
當神選擇掃羅王, 也給他聖靈, 但是當他不順服神拿走

祂. 從大衛王開使,在王的生命裡神的靈顯現較不清楚.  
但是在先知生命非常清楚. 
很重要在舊約,只有特別神選擇的信徒才能得到聖靈, 但
是先知約耳預言, 後來時間到, 那時每個信徒連奴隸能

得到聖靈. 這個應許在五旬節應驗.。 
 
例子 以賽賽 44:1-5 
 經文 說明 
1-
2 

1 我的僕人雅各， 
我所揀選的以色列啊，現在你當聽。
2 造做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 
並要幫助你的耶和華如此說： 
我的僕人雅各， 
我所揀選的耶書崙哪，不要害怕！ 

神還是慈愛以色列 
因為選擇他為 
EBED. 
神 教 以色列 
YESHURUN 就是 
正義的人 

3-
5 

3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 未來 神要將聖靈

澆灌給以色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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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河澆灌乾旱之地。 
我要將我的靈澆灌你的後裔， 
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 
4 他們要發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柳樹.
5 這個要說：我是屬耶和華的； 
那個要以雅各的名自稱； 
又一個要親手寫：歸耶和華的 

（或譯：在手上寫歸耶和華）， 
並自稱為以色列。 

澆灌給以色列人. 
這裡將聖靈 
做很多比較 
1.  聖靈是 祝福 
2. 聖靈像給生命

的水 

 
 
注意: 現代有的基督徒錯誤的認為 當按手的時候 有人
後面 跌倒 證明 神特別祝福 而且按手的人 有很大的權
利. 聖經裡面 常常有在聖潔的上地面前 俯臥 [前面跌倒] 
但是 後面 跌後 只有一次 而且 有 負面的意思 就是 神
處罰的意思 
例子 以賽亞 28:7-15 
 經文 說明 
7 

7就是這地的人也因酒搖搖晃晃， 
因濃酒東倒西歪。 
祭司和先知因濃酒搖搖晃晃， 
被酒所困，因濃酒東倒西歪。 
他們錯解默示，謬行審判。 

祭司與先知太醉了
無法看到即將臨到
的危險 

8 
8因為各席上滿了嘔吐的污穢， 
無一處乾淨。 

證明他們非常醉酒 

9 
9譏誚先知的說:  
他要將知識指教誰呢？ 
要使誰明白傳言呢？ 
是那剛斷奶離懷的麼？ 

祭司與假的先知譏
笑真的先知,例如
以賽亞 

 
10 

10
Zawlazaw,Zawlazaw,kawlakaw,kawlakaw 

這裡一點，那裡一點。 
這樣他們嘲笑神的
話語 

 
11一定，主要藉異邦人的嘴唇 
和外邦人的舌頭對這百姓說話。 

這經文就是神的回
答[經過以賽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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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他曾對他們說： 
你們要使疲乏人得安息， 
這樣才得安息， 
才得舒暢，他們卻不肯聽。 
13所以， 
耶和華向他們說的話是
Zawlazaw,Zawlazaw,kawlakaw,kawlakaw, 
這裡一點，那裡一點， 
以致他們前行而且到後面跌倒， 
而且跌碎，並陷入網羅被纏住。 

是因為祭司與假的
先知歧視而且嘲笑
神的話語,神真的
要說話給他們是他
們聽不懂的話且處
罰他們使他們到後
面跌倒 

 
14所以，你們這些嘲笑者 
就是轄管住在耶路撒冷這百姓的， 
要聽耶和華的話。 

嘲笑者就是祭司,
假的先知與其他的
領袖 

15 
15你們曾說：我們與死亡立約， 
與陰間結盟；鞭子如水漲漫經過的
時候， 
必不臨到我們； 
因我們以謊言為避所， 
在虛假以下藏身。 

[我們與死亡立約， 
與陰間結盟]為了水不
可以漲漫經過猶大,就
是亞述不進入猶
大.[與死亡立約]有兩
個說法 
1.跟鬼與假神立約 
2.與埃及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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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色列的希望 

舊約裡以色列越來越多的得到大的希望. 
1. 神應許復興大衛王的國度, 就是建立彌賽亞的國度 
2. 未來完全在耶和華的統治之下, 而且神預備最美好的

未來給以色列 
3. 彌賽亞誕生為了擔當人類的罪惡 
4. 最後神創造禧年的世界是比樂園更好的天堂 [也稱他

新的耶路撒冷] 
5. 神會使信徒復活, 這個信仰在舊約裡還是比較少, 但是慢慢的

發展.大部分的人希望死後在(SHEOL) 陰間且 那裡沒有能力, 
沒有喜樂. 只是人的影子而已. 但是同時很多信徒開始認為神
會給信徒復活的生命,  例如以賽亞, 但以理 [12:2], 約伯與有
的詩篇的作者 [詩篇 16:10-11]都相信死裡復活。 

 
例子 1: 希西家得神增加 15 年生命 [賽 38] 
這章的過程是主前 702 年發生的. 

 經文 說明 
1 

1 那時希西家病得要死， 
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去見他， 
對他說：耶和華如此說： 
你當留遺命與你的家， 
因為你必死不能活了。 

希西家王很久的疾
病, 但是 702 年, 他
的疾病變重. 神藉
著以賽亞命令他, 
預備心面臨死亡 

2-3 
2 希西家就轉臉朝牆, 禱告耶和華說：
3 耶和華啊， 
求你記念我在你面前怎樣存完全的心, 
按誠實行事，又做你眼中所看為善的. 
希西家就痛哭了。 

希西家王不願意
去世而祈求神醫
好他的病 

4-6 
4 耶和華的話臨到以賽亞說： 
5 你去告訴希西家說， 
耶和華─你祖大衛的 神如此說： 
我聽見了你的禱告, 看見了你的眼淚.
我必加增你十五年的壽數； 
6 並且我要救你和這城脫離亞述王的
手，也要保護這城。 

神願意增加希西
家王的生命 1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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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 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說的。 
我先給你一個兆頭， 
8 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 
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度。於是，\
前進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後退了十
度. 

神給希西家王一
個記號, 可能因
為他的信心不夠. 

9-
12 

9 猶大王希西家患病已經痊愈， 
就作詩說： 
10 我說：正在我中年之日必進入陰間
的門；我餘剩的年歲不得享受。 
11 我說：我必不得見耶和華， 
就是在活人之地不見耶和華； 
我與世上的居民不再見面。 
12 我的住處被遷去離開我， 
好像牧人的帳棚一樣； 
我將性命捲起，像織布的捲布一
樣。 
耶和華必將我從機頭剪斷， 
從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結。 

9-20 是希西家王
的禱告. 雖然這
禱告是醫治之後
做的, 但還是描
述疾病時的思慮. 
這裡描述希西家
王如何怕死 

13-
16 

13 我使自己安靜直到天亮； 
他像獅子折斷我一切的骨頭， 
從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結。 
14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鶴鳴叫， 
又像鴿子哀鳴; 我因仰觀, 眼睛困
倦。 
耶和華啊, 我受欺壓, 求你為我作
保。 
15 我可說甚麼呢？他應許我的， 
也給我成就了。我因心裡的苦楚， 
在一生的年日必悄悄而行。 
16 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 
我靈存活也全在此。 
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 

繼續描述希西家
王的懼怕與思慮 

17 
17 看哪，我受大苦，本為使我得平
安；你因愛我的靈魂（或譯：生
命）便救我脫離敗壞的坑，因為你
將我一切的罪扔在你的背後。 

感謝神醫治希西
家王,也赦免他的
罪 

18-
19 

18 原來，陰間不能稱謝你， 
死亡不能頌揚你； 
下坑的人不能盼望你的誠實。 
19 只有活人，活人必稱謝你， 
像我今日稱謝你一樣。為父的， 

希西家王還不相
信死人可以復活 
[所以非常懼怕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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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使兒女知道你的誠實。 
死] 

20 
20 耶和華肯救我，所以， 
我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殿中用絲
弦的樂器唱我的詩歌。 

希西家王的禱告
結論, 感恩與應許
一生要讚美祂 

21 
21 以賽亞說： 
當取一塊無花果餅來，貼在瘡上， 
王必痊愈。 

神醫治希西家王用
醫藥, 還是神蹟. 祈
求神醫治 與同時用
醫藥並不是衝突 

22 22希西家問說： 
我能上耶和華的殿，有甚麼兆頭

呢？ 

這裡說明以前的
問題. 

 
 
例子 2  以賽亞 26 
13-
15 

13 耶和華─我們的 神啊， 
在你以外曾有別的主管轄我們， 
但我們專要倚靠你，提你的名。 
14 他們死了，必不能再活； 
他們去世，必不能再起； 
因為你刑罰他們，毀滅他們， 
他們的名號就全然消滅。 
15 耶和華啊,你增添國民,你增添國
民; 你得了榮耀，又擴張地的四境 

雖然信徒還被訂
罪, 但是不斷的相
信神並等候神 
[舊約很多人不相
信死人能復活] 

16-
18 

16 耶和華啊,他們在急難中尋求你；
你的懲罰臨到他們身上， 
他們就傾心吐膽禱告你。 
17 婦人懷孕，臨產疼痛， 
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華啊， 
我們在你面前也是如此。 
18 我們也曾懷孕疼痛， 
所產的竟像風一樣。 
我們在地上未曾行甚麼拯救的事；
世上的居民也未曾敗落。 

信徒還是必需接
受大的痛苦 
就像是生兒子的
婦女同樣痛苦 

19 19 你的死人要復活， 
你的屍首要興起。 

雖然那時大部分
的人不信死人能
復活 但是以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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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塵埃的啊，要醒起歌唱！ 
因你的甘露好像菜蔬上的甘露， 
地也要交出死人來。 

復活, 但是以賽亞
很清楚看到信徒
死亡之後, 因神的
全能必定會復活 

20-
21 

20 我的百姓啊,你們要來進入內室， 
關上門，隱藏片時，等到忿怒過去 
21 因為耶和華從他的居所出來， 
要刑罰地上居民的罪孽。 
地也必露出其中的血， 
不再掩蓋被殺的人 

每個罪都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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