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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導論

2008.12.21 CBCWLA  王文堂牧師



舊約聖經的分類

舊約聖經共有卅九卷，可分為四大類：

1.律法書（共五卷，又稱「摩西五經」）：創世
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2.歷史書（共十二卷）：約書亞記，士師記，路
得記，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下，列王記上，列
王記下，歷代志上，歷代志下，以斯拉記，尼希
米記，以斯帖記。



3. 詩歌書（共五卷，又稱「智慧書」）：約伯
記，詩篇，箴言，傳道書，雅歌。

4. 先知書（共十七卷）：大先知書五卷：以賽亞
書，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以西結書，但以理
書。小先知書十二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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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書，瑪
拉基書。



律法書的名稱

舊約聖經的頭五本書稱為「律法書」，希伯來原
文為「妥拉」（Torah），具有「引導」和「指
示」的涵義。

主後第二世記的教父俄利根（Origen）開始使用
「五經Pentateuch」這個名稱，因這五本書是摩西
寫的，所以也稱為「摩西五經」。

新約聖經稱此五卷書為「律法」（太12:5, 路16:16, 
約7:19），「律法書」（加3:10），「摩西的書」
（可12:26）或「摩西的律法」（路2:22, 約7:23）



為何稱為「律法書」? 因為這五卷書的中心要旨
是「敘述神頒布律法的過程及內容」。

律法的頒布，是為了要彰顯神的本性，並以此
作為百姓的生活指導原則。

這五本書中，有60%是歷史性的敘述，交代了頒
布律法的前因後果及歷史背景。另外的40%是律
法的內容。



摩西五經的主題

創世記: 萬物的起源

出埃及記: 做神的子民

利未記: 如何親近神

民數記: 曠野的漂流

申命記: 重申愛的命令



創世記大綱

一.創造: 世界的起源 (1-11章)
1.創造: 世界, 人類, 婚姻, 罪的起源

2.墮落: 罪的開始, 加深, 與擴散

3.洪水: 神對罪的審判

4.巴別塔: 人類的自高與種族的分散

二.救贖: 以色列的起源 (12-50章)
1.亞伯拉罕: 蒙神揀選並以信心回應的人 (救贖計劃的開始)
2.以撒: 繼承應許的人

3.雅各: 蒙神恩待並開始以色列民族的人

4.約瑟: 拯救全族的人



聖經的特性之一

揀選性的記載: 從創造天地到一家一族

1. 創造天地的來歷（2:4）
2. 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5:1）
3. 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記在下面
（10:1）
4. 閃的後代記在下面（11:10）
5. 他拉的後代記在下面（11:27）



聖經的特性之二

普世性的目的: 從一家一族到萬國萬民

聖經的記載: 從天地萬物到人類, 從人類到挪亞的後代, 從
挪亞的後代到閃的後代, 從閃的後代到亞伯拉罕的子孫, 從
亞伯拉罕的子孫到耶穌基督, 從耶穌基督到萬國萬民, 從萬
國萬民到新天新地。
聖經的內容：聖經的主要內容是救贖。聖經以創造天地開
始，以新天新地結束，在兩次的創造之間，主要的內容是
神對人類的救贖。
聖經的中心人物：聖經的中心人物是耶穌基督，舊約預表
耶穌，新約彰顯耶穌。舊約說耶穌（彌賽亞）要來，新約
說耶穌已經來了。
聖經的目的：叫人因信耶穌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



與亞伯拉罕有關的真理之一

萬國必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得福

創世記22:18：「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加拉太書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
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
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拉太書3:14：「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
臨到外邦人。」

從血統上來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是以色列人。從屬靈的意
義來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是耶穌基督。

神所應許的福是藉著耶穌基督而臨到萬民, 並非藉著以色
列人。(是藉著一個子孫, 而非藉著眾子孫)



與亞伯拉罕有關的真理之二

因信稱義

羅馬書4:2-5：「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就有可誇
的；只是在神面前並無可誇。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
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
典，乃是該得的；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
他的信就算為義。」

加拉太書3:7-9：「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
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
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
必因你得福。”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
一同得福。」



神揀選亞伯拉罕的目的

1. 為預備救恩而揀選（Elected to save）：神揀選
亞伯拉罕是要為救主降生作預備，耶穌基督（彌
賽亞）將會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2. 為賜福萬族而揀選（Elected to bless）：神應許
亞伯拉罕，萬族萬民將會因他的後裔（耶穌基
督）而得福。
3. 為事奉上帝而揀選（Elected to serve）：選民將
自己分別為聖，歸屬於耶和華。基督徒因信稱
義，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子孫，是真以色列人，蒙
揀選事奉永生神。



出埃及記的主題

出埃及記的主題是「做神的子民」。

出埃及代表神的救贖，而救贖的目的是歸耶和
華為聖，做他的子民。

神啟示摩西他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說：「我
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你們要歸
我做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出19:3-
6）



出埃及記大綱

1. 神拯救人: 神預備救主和救法（1-18章）

神教導人: 神頒布誡命和約書（19-24章）

神親近人: 神的帳幕在人間（25-40章）



出埃及記地理上的劃分

1. 以色列人在埃及（1-12）
2. 以色列人去西乃山（13-18）
3.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19-40）



如何做神的子民?

1.生活方面:
十誡

約書

2.敬拜方面: 
聖所: 會幕

聖日: 安息日

聖言: 法版



利未記的主題

利未記的主題是「如何親近神」 ，目的是要說
明「有罪的人如何才能回到聖潔的神面前」。

利未記的主題也可以說是「聖潔」 。

「聖潔」 的目的是為了親近神, 因為「非聖潔沒
有人能見主」（來12:14） 。



利未記的重要性

1. 利未記詳細記載了獻祭的制度，使我們瞭解
救贖的真義。

2. 利未記使我們明白人的罪有多深，神的愛有
多大。

3. 利未記教導我們如何與神恢復關係。

4.利未記教導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與神同
行。



利未記的主題經文

利未記 19: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說：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
的。」



利未記的大綱

I.  到神面前 The way to God (1-16章)
關於祭物 (1-7章)
關於祭司 (8-10章)
個人的潔淨 (11-15章)
贖罪日 (16章)

II. 與神同行 The walk with God (17-16章)
聖潔的百姓 (17-20章)
聖潔的祭司 (21-22章)
聖潔的日子 (23-25章)
聖潔的敬拜 (26章)
聖潔的奉獻 (27章)



年代表

出埃及: 第一年, 正月十五日

到西乃山: 第一年, 四月十五日

建立會幕: 第二年, 正月初一日

利未記: 第二年, 一月份

預備出發: 第二年, 正月初一日

離開西乃: 第二年, 正月二十日

民數記; 曠野漂流四十年

申命記: 第四十年十一月



聖潔 (holiness)的意義

1. 分別為聖: 聖潔的首要意義是 “分別
consecration, setting apart”: 將其分別出來, 專
門歸屬於耶和華

凡是分別為聖的, 不可以再拿來做其他的用途.

2. 潔淨為聖: 聖潔的次要意義是 “潔淨
purity, cleanness”: 保持潔淨, 除去污穢.



五祭之一

燔祭 burnt offering

又名: “完全祭 whole offering”
種類: 馨香的火祭 (自願獻上)
目的: 將自己完全獻給神

祭物: 無殘疾的 1.公牛, 或 2.公羊, 或 3.斑鳩或
雛鴿

作用: 可以贖去誤犯的罪(無心之罪)
意義: 將自己完全獻上, 當作活祭



五祭之二

素祭 grain offering

又名: “餐祭 meal offering”
種類: 馨香的火祭 (自願獻上)
目的: 記念神賜下養生之物

祭物: 1.細麵粉, 或 2.無酵餅, 或 3.初熟的禾穗
子

意義: 將神所賜的收成, 甘心樂意獻上

特點: 獻祭所剩下的歸給祭司



五祭之三

平安祭 peace offering

又名: “酬恩祭 thanksgiving offering” 或 “團契
祭 fellowship offering”
種類: 馨香的火祭 (自願獻上)
目的: 向神感恩或還願, 或只是想奉獻

祭物: 1.牛, 或 2.羊, 加上 3.無酵餅

意義: 感謝主恩, 與神團契, 與人團契

特點: 獻祭者可以吃祭肉



五祭之四

贖罪祭 sin offering

又名: “潔淨祭 purification offering”
種類: 必獻的祭
目的: 贖去誤犯之罪, 蒙神赦免
意義: 向神認罪, 付上贖價使罪蒙赦免
實現: 耶穌基督是真正的贖罪祭, 十字架是祭壇, 
耶穌是被殺的羔羊. 藉著牛或羊贖罪, 一生之中必
須不斷獻祭. 藉著耶穌贖罪, 只需一次就永遠解決
了罪的問題.
應用: 接受耶穌為救主, 永遠解決罪的問題.



五祭之五

贖愆祭 guilt offering

又名: “修復祭 reparation offering”
種類: 必獻的祭

目的: 認罪賠償, 以求恢復關係

祭物: 無殘疾的公綿羊

意義: 向神認罪, 補償對人的虧欠, 修復自己與神
和與人的關係

特點: 除了向神獻祭之外, 還要補償受害人的損失, 
照著原價再加上五分之一



民數記的主題

民數記的主題是「曠野的漂流」 ，內容是記載
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四十年的經過。

民數記的希伯來文書名為 “bemidbar”，意思為
“在曠野”。中文書名「民數記」和英文書名
“Numbers,”都是沿用七十士譯本。

民數記第一章和第廿六章各自記載了一次計算
民數。



民數記的結構與大綱

1.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以及從西乃山到加低斯
的旅途（1-12章）

2. 以色列人在加低斯，以及從加底斯到摩押平
原的旅途（13-21章）

3.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以及到達摩押平原之
後所發生的事（22-36章）



新約聖經與民數記

哥林多前書10:5-11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這些
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

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
起來玩耍。
我們也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
人。
也不要試探主，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
我們這末世的人。



摩西五經的地理

1. 米所不達米: 亞伯拉罕的出生地

2. 埃及: 摩西的出生地

3. 迦南: 聖經歷史的舞台



1. 米所不達米:亞伯拉罕的故鄉



2. 埃及: 摩西的出生地



附: 從埃及到迦南



3. 迦南地: 聖經
歷史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