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目的和结构 

Our purpose and structure 

 

《领袖培育工厂》是专门给教会里的领袖们所预备的一个训练项

目。这个标识（或说“图标”）代表着我们在教导过程中使用的格

式与结构。在这个标识中有六个齿轮，而这六个齿轮代表着《圣

经》所包含的六个系列。其中，三个齿轮代表着《旧约》里面的三

个系列，他们分别是：《律法书》、《先知书》、《历史诗歌智慧

书》. 《历史诗歌智慧书》 有的时候被称为诗篇，因为诗篇是《历

史诗歌智慧书》中容量最大的一本书。代表着《新约》各书内容的

另外三个齿轮分别是：《新约》的《历史书》（这个系列包括四本

福音书和《使徒行记》）、《书信》（这些都是写给各教会和个人

的书信）、还有就是《启示录》。总而言之，所有的这六个系列都

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殷勤地学习并传讲这六个系列。  

 

《领袖培育工厂》旨在帮助教会里的领袖们提高他们对神的话语的

喜爱与理解，并且能够用神的话对教会进行教导、传道以及训练。

参加此项目的所有领袖们将会六次集中在一起。我们集中的每一次

都会涉及《圣经》六个系列中的一个部分。因为《圣经》中每一个

系列涉及的内容很多。因此我们见面的时候，将会集中学习重要的

主题、故事大纲以及这个部分里面所包括的诸多特性。 

 

如果可以的话，这种以“大局”观看经文中不同部分的模式，也会

结合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更加深入细致地去探究经文中的某一

个部分。例如，当我们以整体的方式教导《律法书》的时候，我们

也会以一种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方式，去探究《律法书》中的一个小

细节（比如《创世纪》和《申命记》中的某些具体细节）。这两种

不同的训练方式就好比，我们用两种不同的眼光来观看一座城市。

首先，就像一架飞机飞过一座城市，我们也会用同样的眼光从“大



 

 

局”的概念来研读经文中的每一个部分。这种“大局观”着重强调

经文中某一个部分的重点主题。然而，一个走在街道上的人却能看

到这个城市里的诸多细节。同样的，我们也会像这样来仔细研究经

文中有关那个部分的具体细节。总结一下，在飞机上的人能够看到

有关这个城市的整体结构，而街道上的这个人却能看到城市里的更

多细节。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们将试图结合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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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究竟是什么？ 

What is God’s word? 

 

神所写的话是祂给人类的一份可贵礼物。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就是

开始于十六世纪的西方宗教改革的那段时间以来），新教教会就一

直相信一个被称之为唯独圣经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意味着圣经在教

会里的信仰和行为系统具有最终的权威。正因如此，知道有关圣经

的各权威书籍的身份就至关重要了。这类具备权威性的、属灵的丛

书就被称为正典。正典这个词语来源于一个希腊语，也就是“规

则”一词。 

 

在 1546 年的特利滕大公会议中，天主教针对《旧约》宣称：《希

伯来圣经》和《新约外传》里的书籍都是神所默示的。然而，新教

教会在当时却并不接受天主教的这个判断。新教教会只认可《希伯

来圣经》为正典，而并不认可《新约外传》为正典。新教教会之所

以有这样的观点，来源于这样的基础。也就是，只有被耶稣和使徒

们接受的书籍才能被称为正典。 

 

基督徒认为正典已经封笔。这就意味着，没有新的书籍应该被加增

在《圣经》上。教会正在被建立在众先知和众使徒的基础上（众先

知所说的以及所写的，而且具备权威性的话语，都可以在《旧约》

中找到；众使徒所说的以及所写的，而且具备权威性的话语，都可

以在《新约》中找到）。详情请阅读《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 

 

整本《圣经》共有 66本书，约 40个作者。这些作者有的是君王，

有的是先知、牧羊人、税吏和渔夫。尽管《圣经》由这么多不同的

作者所著，但这 66本书都彼此紧密相连。这些作者在当时并不是

书写有关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想法（详情请阅读《彼得后书一章二

十 - 二十一节》）。这些都是同一个故事中的一部分。这些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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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话都是从神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可以这样说，“圣

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详情请阅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 – 十七

节》）。《圣经》从来就不是从人的智慧而来的。根据《彼得后书

一章十九 – 二十一节》，《圣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

话来”。这些作者并不是为了自己出名，而是为了帮助神的子民而

写。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他们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详

情请阅读《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这些作者们呕心沥血甘心成

为仆人，都是希望神所默示的话能够被赐予神的子民们。 

 

《圣经》中的信息是发展性的。这并不意味着前面的部分是错误

的，而后面的部分是正确的。其实，这意味着《旧约》部分中比较

模糊的信息会在后面的经文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圣经》的这种

“发展属性”可以从这些经文中得到考察，例如《马太福音五章十

七 – 十八节；十一章十三节 – 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

节》以及《彼得前书一章十节 – 十二节》。 

 

《圣经》是值得信赖的。耶稣作证说，神的话是不能废的（详情请

阅读《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五节》。神的话是真实的，因为神才是

《圣经》的作者，并且，神不会说谎（详情请阅读《提多书一章二

节》）。  

 

古时候，神的子民将他们对神的信心基于已经写成的事上。这为他

们的信心做了证据。这样的根据在如今也是一样。《圣经》就是我

们信仰和行为的根据。正因如此，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必须殷勤

地学习并探究神的话。 

 

基督徒们发现，讨论《圣经》的权威性、充足性以及清晰性非常有

帮助。圣经的权威性意味着，神的话对有关神子民的信心以及信心

生活的操练都有着绝对的最终权威。(详情请阅读《诗篇 1》、《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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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119》、《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 – 十七节》)。《圣经》的充

足性意味着，神已经通过经文中的话提供了教会所需要知道的所有

事情，包括如何在祂面前智慧地生活以及做主的工。基督徒并不需

要《圣经》以外的话来做成这些事。如果教会真的需要那些《圣

经》以外的话，那么那些话一定早被写进《圣经》里面。这并不意

味着基督徒不可以读《圣经》以外的书。这只说明了《圣经》本身

就是充足的。《圣经》中的经文并不需要其他书籍的“帮助”。这

些经文也不需要其他书籍的纠正。所有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

可以在神良善的话语中找到。《圣经》的清晰性意味着，这些经文

并不是为了引人进入一种神秘的境界，好像只为那些受过专门训练

的人而预备的。其实，《圣经》就是为了所有那些想要听到并且顺

从神良善的话的人而写的。 

 

所以，传道者和教师的职责并不在于去宣扬那些文字背后所发生的

事件。比如，传道者和教师的职责不在于去尝试，通过调查地质学

记录来解释某一个世界洪水的现象。其实，他们的职责就在于去解

释这个文字的本身。例如，这个文字的作者是如何讲解这个事件

的？作者又想要强调什么？作者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因为作者的观

点就是正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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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是什么？ 

What is the Old Testament？ 

 

《旧约》总共包括了 39本书。这些书原来都是用希伯来语写的。

它们在某些时候也被翻译成了希腊语。其中，最著名的希腊译本有

的时候被称为“七十士译本”（或者用“LXX”表示，因为传说有

七十个人参与了那个翻译过程）。《旧约》中的所有书籍都成书于

耶稣来临之前。根据他们所写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旧约》中

的这些作者们都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不仅如此，《旧约》的作者们

早就知道基督，他们知道自己所写的就是关于基督的事情。他们也

知道，这些书是为了在他们以后来的人而写的（详情请阅读《彼得

前书一章十节 – 十二节》）。《旧约》被编入三个系列，也就是

《律法书》、《先知书》、《历史诗歌智慧书》，而这三个系列也

被当时的编者以此确定为最终的顺序。根据这样的安排， 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或那些最终确定《旧约》39本书籍排列顺序

的编者或编者们都是有信心的。因为《旧约》书籍曾被耶稣和众使

徒们使用。不仅如此，耶稣和使徒们也期待那些在他们以后来的人

也能使用这些书籍（详情请阅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 四章一

节》）。《旧约》中的书籍应当仍然被当今的教会使用。当《新

约》的作者们提到“经文”一词，他们基本上就是指着《旧约》中

的话而说的。因为《新约》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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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是什么？ 

What is the New Testament？ 

 

《新约》总共有 27本书。这些书的原文都是用希腊语写的，而且

也是基督来临之后写成。《新约》的作者们常常引用《旧约》中的

话。这个显示了《旧约》中的信息与《新约》中的信息，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圣经》是一本完整的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书籍。

因此，传道者若能仔细考察，耶稣和使徒们在当时如何讲解《旧

约》中的话，这将十分有益处。耶稣和使徒们教导人们应当如何正

确地理解《旧约》中的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在当时希

望教会能够把使徒们看成是值得信赖的指导（详情请阅读《约翰福

音十四章二十五节 – 三十一节；十六章十二节 – 十五节》）。根据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 – 三十一节》和《约翰福音十六

章十二节 – 十五节》所说的，传道者可以有信心地信服，使徒们对

《旧约》的解读总是准确无误的，甚至在《旧约》中比较模糊的信

息都被使徒们解释得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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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两个部分都关系着基督和祂的国度 

Both sections of the Bible concern Christ and his kingdom 

 

《圣经》中的两个部分（《旧约》和《新约》）都关乎基督和神的

国（详情请阅读《彼得前书一章十节 – 十二节》）。然而，《旧

约》和《新约》在呈现，基督和神的国度这两个主题的方式，却有

不同。《圣经》中的每一本书都很不相同。有的书容易理解，有的

却很难。但每一本书都值得仔细研读。因为所有的这些书都有助

于，神的子民增加对神的喜爱，以及学会如何过有信心的生活。其

中有些书直接提到耶稣的名，有的书却没有。有的书提到祂如何为

祂的百姓赎得救恩，有的书却没有。因此，如何从经文中的每一个

角度传讲基督的故事，既是传道者的喜乐之为，也该是传道者的责

任所在。例如，《圣经》中有一本书完全没有提到关于神的名字

（《以斯帖记》）。然后，作者却埋下许多线索，想要读者看到，

神才是这本书中最重要的角色。所以，每一本书是如何讲述基督和

神的国度，这件事情对于传道者而言，既是喜乐之为，也是责任所

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士师记》了。这本书显示了一种场景，也

就是当神的百姓在没有一个敬虔君王的治理下是如何生活的。《士

师记》这本书并没有直接提及基督的名字。但是它清楚地表明了神

的百姓需要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当人们读到在《士师记》的那个消

极的时代中，也就是没有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来治理神的百姓的那段

时间，会让神的子民产生一种饥渴，也就是希望有被神拣选的君王

来治理他们。《士师记》这本书对神的子民来说，也是一个警示。

警戒人们如果没有一个良善的君王治理他们的时候，将会发生什

么。如今，我们却可以欢然庆祝，因为神的百姓的确有一个良善的

君王治理他们。祂的名字叫耶稣基督（详情请阅读《马太读音一章

一节 & 二十八章十八节 – 二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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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的三个系列 

The three sect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 

 

《旧约》总共有三个系列：《律法书》、《先知书》、《历史诗歌

智慧书》（详情请阅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 二十七节 & 

四十四节 – 四十七节》）。被称为《历史诗歌智慧书》的这个系列

有的时候也被称为《诗篇》。所有的这三个系列都是围绕着基督和

福音信息展开的。当然，我们需要重复强调一下，这三个系列在呈

现基督和福音信息的方式上却有所不同。 

 

这里插图中的十字架有一点点模糊，是因为在《旧约》中所讨论的

基督和福音信息并没有像在《新约》中讨论得那么清楚。例如，

《旧约》中的书籍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基督的名字。然后《新约》

中的书籍实实在在地讲清楚了这个事实。尽管《旧约》不像《新

约》那样清楚地述说基督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深知，这些书籍也的

的确确是指着基督和福音事件而说的（详情，比如请阅读《约翰福

音五章三十九节 – 四十七节》）。所以，决定《旧约》中的这些书

籍是如何表明基督的这一事实，既是传道者的喜乐之为，也是其责

任所在。 

 

我们如今所使用的各种《圣经》与耶稣早期事工时期所使用的《圣

经》的编排顺序是不一样的。通过耶稣和其他圣徒们在引用《旧

约》的方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详情请阅读《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 二十七节》）。不仅如此，学者们通过已经找

到的古典经文书籍目录（这里的“经文”指《旧约》）也为我们提

供了另外的证据。其中，最古老的又完全具备《旧约》中所有的书

籍目录来自公元前十四世纪，也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 Baba 

Bathra目录。这个目录对《旧约》书籍的编排顺序很有可能就是耶

稣和众使徒所熟知的编排顺序。如果不是完全一样，也极有可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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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似。在这个目录中（其他的目录也一样），《律法书》中的所

有书籍都被编排在一起；接着，《先知书》中的所有书籍被编排在

一起；最后，《历史诗歌智慧书》中的所有书籍被编排在一起。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一节》中，耶稣向读者们提供了另一个线

索。这个线索就是：祂所使用的《圣经》是从《创世纪》开始，以

《历代志》结尾的。在那段经文中，祂提到了《旧约》中的殉道者

们。祂想要描述所有的殉道者们，所以祂说：“就是从亚伯的血

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迦利亚的血为止。”亚伯是在《创世

纪》中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殉道者。而撒迦利亚是在《历代志》中可

以看到的最后一个殉道者。所以，《历代志》就是耶稣所使用《圣

经》的最后一本书。虽然，耶稣讲这番话并不是为了要特意表明

《旧约》的编排顺序，然而祂在教导的过程中的确使用了这个编排

顺序。 

 

在我们现今所使用的《圣经》中，《玛拉基书》是《旧约》中的最

后一本书。因为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关系，玛拉基是在《旧约》时

代中最后一个开口的先知。因此，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圣经》大多

是根据时间关系编排的。然而，在耶稣的《圣经》里，《玛拉基

书》不会是最后一本书。在当时，所有被编入《历史诗歌智慧书》

系列的书籍都会被安排在《玛拉基书》以后。 

 

在耶稣的《圣经》中，《历代志》会是最后一本书。因为《历代

志》是《历史诗歌智慧书》系列中的最后一本书。既然《历代志》

是《历史诗歌智慧书》系列中的一本书，它就会与这个系列的其他

书籍编排在一起。所以在当时，《历代志》并不是被编排在《撒母

耳记》和《列王纪》之后。因为《撒母耳记》和《列王纪》都是属

于《旧约》中被称为《先知书》这个系列中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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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中的三个系列 

Three sect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约》中的 27本书可以明确地分成三个小组：历史类、书信类

以及《启示录》。历史类的书籍涵盖了从耶稣出生之前一直到福音

传到罗马的事迹；书信类的书籍就是指写给众教会和个人的书信；

然而，《启示录》虽然也是一封写给“七个教会”的信，但它却不

同于书信类书籍的文学体裁。因此《启示录》被独立对待。有的时

候，书信类的书籍也被划分为两个小组：一是保罗的书信；二是

“天主教式”（通用）书信。在《领袖培育工厂》此书中，我们将

把书信类的书籍归类为一组。 

 

《新约》中的三个系列也是围绕着基督和福音信息展开的。这张插

图中的十字架是清晰的。因为《新约》的作者们在这三个系列中，

清楚地谈及了基督和福音事件（例如，详情请阅读《马太福音一章

一节》）。《新约》中关于基督和福音事件的清晰描述也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旧约》的内容，因为《新约》的作者们频繁地引用

《旧约》中的话。 

 

请注意：当《新约》的作者们谈及《旧约》中的经文时，他们会使

用《经文》这一词。他们并不会称之为《旧约》。因为《新约》不

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把《旧约》称为《经

文》。我们谨慎地考察使徒们如何使用《旧约》是很有帮助的。他

们对《旧约》的理解应当影响我们对《旧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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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的三系列 

The three sect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 

 

耶稣在当时并没有一本《旧约》的书本在手。因为在公元一世纪的

前半叶，书本还未通行。耶稣在当时也没有一副有关整本《旧约》

的卷册。因为没有哪一副卷册可以容纳《旧约》所有书本中的诸多

内容。然而，根据耶稣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祂的确对那些

书籍有独特的看见。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中，祂谈到

《律法书》、《先知书》以及《诗篇》。《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一

节》指出，耶稣认为《历代志》是《旧约》正典的最后一本书。以

下提纲大概就是根据“耶稣的《圣经》”所编排的《旧约》书籍。 

 

律法书 - 《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

《申命记》。 

 

先知书 - 《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撒母耳记

上》和《撒母耳记下》以前是合并在一起的）、《列王纪》（《列

王纪上》和《列王纪下》以前是合并在一起的）、耶利米书、以西

结书、以赛亚书，然后是 12先知书（《何西阿书》、《约珥

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书》、《约拿书》、《弥迦书》、

《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

利亚书》、《玛拉基书》） 

 

历史诗歌智慧书 - 《路得记》、《诗篇》、《约伯记》、《箴

言》、《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但以理书》、

《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两本以前是一本

书）、《历代志》（《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以前是合并在一

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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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强国统治时期 

World Powers 

 

 
 

 

 

 

 

 

公元前一百四十六年 -《新约》时代（罗⻢）

公元前三百二十三年 -公元前一百四十六年（希腊）

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 -公元前三百二十三年（波斯）

公元前六百二十六年 -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巴比伦）

公元前八百七十年 -公元前六百二十六年（亚述）

公元前一零一零年 -公元前九百三十年（以色列）

公元前三千年 -公元前一千两百年（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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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约》和《旧约》时代的世界强国 

World Powers during the time period covered by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圣经》讲述神国度的故事（详情请阅读《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 - 

十五节》）。神掌权，是通过祂所膏的王 耶稣，也通过神的百姓

欣喜乐意地服从神的教训。这就是神的国。“基督”在希腊文中就

是“膏举；膏立”的意思，因为耶稣就是神所膏的王。“弥赛亚”

在希伯来文中也是“膏举；膏立”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被称

为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基督”就像是一个头衔，“耶稣”

是祂在世上的名字）。这样的称呼表明祂就是神所膏的王。 

 

然而，神的国在《圣经》中并不是被唯一提到的国。而且，耶稣也

不是在《圣经》中唯一被提到的王。《圣经》中所记录的几乎所有

事件都发生在，不同的世界强国和不同君王的统治时期。了解在

《圣经》的写成时期，是哪些国家统权，这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因

为世界的强权并不想通过基督来服从神的教训，因此世界的强权是

敌对神的（详情请阅读《诗篇二章一节 – 三节》）。  

 

终有一天，神的国将是唯一的国（详情请阅读《但以理书二章四十

四节 – 四十五节》）。 巴比伦王曾有一梦，也就是这世上的国被

一块石头打碎灭绝了。这石头就代表着基督和祂的子民，而神的国

必存到永远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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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和《新约》时代所发生的主要事件 

Major events during the time period covered by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圣经》中所记录的事件并非神话。它们其实都真实地发生在历史

长河中。《圣经》谈及了许多发生在那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

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已经无从知晓，但有些事件却已知晓。

这个时间表将会帮助传道者和教师了解，《圣经》中的哪些书籍是

在哪些情境中写成的。这将帮助我们理解那本书中所记录的话，也

有助于我们向其他人去解释那些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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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膏之王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God’s Anointed king 

 

神的子民在当时渴慕有王来治理他们并不是罪。事实上，《圣经》

从一开始就指明，神的子民需要一个王来治理他们（详情请阅读

《创世纪四十九章八节 – 十二节》、《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 – 二十

节》）。 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八节 – 十二节》，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到这个王应当从犹大的支派中来。《士师记》成书的部分原因

也是为了表明，当神的子民没有一个敬虔的王来治理他们的时候，

将会发生什么（详情请阅读《士师记十七章六节、十八章一节、十

九章一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想要一个

敬虔的君王来治理他们。他们却想要一个像列国那样的王来统治他

们。这就是为什么扫罗被选择作王了。他很高大，而且长得像一个

王。但他并不喜爱耶和华。正如亚当一般，也就是神子民的第一个

王，扫罗背弃了神，导致全国都因此受患难（详情请阅读《撒母耳

记上十三章八节 – 十四节、十五章十节 – 十一节》）。大卫是被所

神拣选来治理以色列的王（详情请阅读《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

节、十六章一节、十六章十二节 – 十三节》）。大卫是在历史上一

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他大概在主前一千年掌权作王。在《撒母耳记

下七章一节 – 十七节》中，大卫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应许。这个有时

候也被称为“大卫式的盟约”。这个应许就是大卫的一个子孙将会

永远坐在神的宝座上，而且神的慈爱永不离开他。这个子孙将是神

的儿子，而神也将是这个子孙的父亲。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

（详情请阅读《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因为他是从大卫来的，也

是大卫宝座上的继承人。神所膏的王，在希腊文中叫做“基督”，

在希伯来文中叫做“弥赛亚”。这两个词都表示同一个意思。关于

“神所膏的王”的表达，《新约》中既用到了“基督”一词，也用

到了“弥赛亚”一词（详情请阅读《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四章

二十五节》）。在《新约》的早期，人们还在疑惑耶稣是否是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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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基督（详情请阅读《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他们从《旧

约》中知道基督是要来的。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是否耶稣就是那个基

督。耶稣所施的神迹表明祂就是那基督（详情请阅读《约翰福音二

十章三十节 – 三十一节》）。在众使徒的传道和书信中，他们通过

在“耶稣”的头衔中加上“基督”，就是为了表明耶稣的身份。因

此，他们称耶稣为“耶稣基督”（详情请阅读《使徒行传二章三十

八节、三章六节》），或者“基督耶稣”（详情请阅读《使徒行传

二十四章二十四节》、《罗马书二章十六节》）。通过这样来称呼

耶稣，使徒们就是为了表明基督已经被找到。人们不再需要疑惑基

督是谁。使徒们权威性地宣告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是一个地

名）就是基督。 



17张图⽚中的第 11张 

 



17张图⽚中的第 11张 

 

以色列分裂成两国 

The division of the one nation of Israel into two nations 

 

因为罪的缘故，以色列被分裂成两国。这个发生在大卫的孙子罗波

安掌权时期（详情请阅读《列王纪上十二章》），也就是大概主前

930 年。所以神的子民一分为二，即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

国。罗波安，也就是大卫的孙子，占据南方；耶罗波安，一个与大

卫没有关系的人，占据北方。除了一群余剩的对神有信心的子民，

这两个分裂的国家并没有真正地敬拜荣耀神。相反，他们都大大地

得罪神。南方的犹大国仍以大卫的子孙为王，北方的以色列国却没

有。圣殿仍在犹大国内的耶稣撒冷，而以色列国没有圣殿。因为第

一任以色列王不想要百姓去南方的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便分别在以

色列国的北方和南方都设立了一个金牛犊。他说这两个金牛犊就是

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神（详情请阅读《列王纪上十二章二十五节 

– 三十三节》）。这是大大地得罪神的事情。尽管当时有许多的先

知警告他们，而且神也多次多方显示慈爱，以色列人仍不从这罪中

悔改。正因如此，以色列人被击败以致流离失所。 

 

基督已经把这流离失所的神的子民聚集起来。他们也不再被不同的

领袖引导，因为基督就是神子民的唯一君王（详情请阅读《以西结

书三十四章二十三节、三十七章二十二节 – 二十八节》以及《何西

阿书一章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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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们的事工 

The Ministry of the Prophets 

 

因为罪，神就差遣了祂的先知们到祂的百姓中去。这些先知就是神

的代言人。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就是为了宣告神的话；当他们

施行神迹的时候，就是为了提醒百姓，神的同在以及大能，以至把

恩典带到神的百姓面前。先知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把“神的声音”带

到神的百姓中去。他们叫百姓记念神所立的盟约，也叫百姓认罪悔

改。他们也会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神最终会完全地把祂的百

姓从罪中和他们的仇敌中拯救出来。玛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他的

事工大概在主前 400 年。因此“先知们的时代“已经结束，有关

《先知书》经文的章节也已经结束了。当时的先知们知道自己写的

是有关基督的事情。他们也知道，写书的目的是为了造福将来的人

（详情请阅读《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七

节 – 六十九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节》，以及《彼得前书一章十节 – 十二节》）。  

 

摩西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 – 二十二节》中描述了先知们的事

工。在那段经文中，他谈到了“那一个先知”。这是指着基督说的

（详情请阅读《使徒行传三章十七节 – 二十六节》）。基督是众先

知中最大的。先知们所说的和所行的就是为了反映基督将要说的以

及将要行的。因此，生活在第一代先知时代的神的百姓，要顺服先

知们的话。同样的，所有的人都要顺服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神所差

遣的“那一个先知”，而且神也授权给基督为神代言。所有不听从

基督的人都要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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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的先知们和犹大国的先知们 

Prophets to Israel and prophets to Judah 

 

有的先知们主要针对以色列国的百姓说话，而有的先知主要针对犹

大国的百姓说话（有的时候，他们也针对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百姓说

话）。虽然，先知们的第一批观众，在当时要么生活在以色列，要

么生活在犹大。但这也不意味着，现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们可以忽视那些先知们所说的话。先知们如今还通过他们在经中所

写的与我们说话。而这些话也是我们必须详细考察并顺服的。因为

先知们知道，他们是为了将来在他们以后的人而写的（详情请阅读

《彼得前书一章十节 – 十二节》）。因此，他们深知，自己所写的

并非只为了以色列或者犹大。那些话将被全地的人阅读并遵循。 

 

有的先知们并非因自己所说的被人知晓，而是因他们所行的被人知

晓。而他们所行的也被记录和编排在正典之中。例如，以利亚和以

利沙都曾在以色列国说预言。但他们的传道并没有被冠以他们的名

字记录下来。相反，《列王纪》的作者却把重心放在他们的行为

上。因为他们所行的比他们的所说的（传道），对于基督徒而言，

来得更为重要。他们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基

督的缩影。因为基督是先知中最大的，因此先知们的事工也应该是

基督所行的影射。他们也反映了现今世上的教会应当如何行。然

而，对于其他的先知们而言却相反。我们考察他们所说的（传道）

要比他们可能所行的更重要。以下提纲就是这些“言者先知们”的

名字以及他们主要开口说话的国家。这些先知是在《先知书》这个

系列的书籍中找到的（请注意：写了《历史诗歌智慧书》系列相关

的作者们也有可能被描述为先知。例如，根据《使徒行传二章二十

九节 – 三十节》，大卫被称为先知。尽管大卫是一个先知，但是大

卫所写的，并没有同其他先知所写的，记录在《先知书》这个系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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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的先知们： 

阿摩司、何西阿、约拿、那鸿 

 

犹大国的先知们： 

俄巴底、约珥、以赛亚、弥迦、哈巴谷、耶利米、以西结 

 

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先知们： 

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 

 
 

 

 

 

 



17张图⽚中的第 14张 

 



17张图⽚中的第 14张 

 

北国以色列被攻取以及以色列子民被分散 

Israel is conquered and the people are scattered 

 

尽管他们的罪恶很大，神还是向北国以色列施恩 200 年。在这 200

年中，以色列子民一次又一次地被警告，以致他们能够从罪中回

转。然而，他们却没有听从先知们的警告。北国以色列在主前 723

年被亚述击败并分散各地。《申命记四章二十五节 – 二十八节》就

预言了这个事情。这个分散的事件也就成为了著名的“大分散”

（详情请阅读《列王纪下十七章七节 – 二十三节》）。《新约》的

作者们说到，以十二个支派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神的子民（详情请阅

读《雅各书一章一节》、《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基督就是那个

把分散的神的子民带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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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犹大被攻取以及犹大子民被带到巴比伦 

Judah is conquered and the people are taken to Babylon 

 

尽管在主前 723年，北国的以色列子民被攻取并被分散各地，南国

犹大也仍不从他的罪中回转。虽然他们也有一些悔改的时候，但是

老百姓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罪中回转。主前 605 年，南国犹大被带

到巴比伦，圣殿也在主前 586 年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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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被毁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由所罗门所造的圣殿在主前 586 年被摧毁。这个圣殿在某些时候被

称为“所罗门的圣殿”。因此，人们不再拥有一个神所命定的场所

来敬拜神，以此为自己赎罪。这并不是人们第一次失去在神的居所

中敬拜的能力。因为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也是这样

的。主前 516 年，圣殿被重新建造。然而，这个被重建的圣殿又于

主后 70 年被摧毁。这个时期有的时候也被称为第二圣殿时期。尽

管，如今的耶稣撒冷不再有一个具体的建筑物作为圣殿供我们敬拜

神，但我们仍有一个神所命定的场所来敬拜祂。耶稣祂自己就是这

座圣殿的房角石。人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愈合、罪的被赦

免，以及与神的相交。所有“在祂”里面的人都成为了这座圣殿的

砖头。请阅读《约翰福音二章十八节 – 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

章十八节 – 二十二节》，以及《彼得前书二章四节 – 八节》。基督

的圣殿和教会并不是指第三个圣殿，而是真实的、最终的、永不能

被摧毁的圣殿。所有早期的圣殿都是基督圣殿和教会的一种影像。

这意味着那些圣殿就像是真的圣殿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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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掳之地归回 

The return from captivity 

 

主前 538年，人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然而，这只是神应许带祂的百

姓归回祂极美极佳之地的最初实现。这还不是神应许带祂那被分散

四方的百姓归回的所有实现（详情请阅读《申命记四章二十五节 – 

三十一节 & 三十章一节 – 十节》）。所有有关神的应许都在基督

里面完全地最终地被实现（详情请阅读《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二节  

- 三十三节》）。因为基督的生、死，以及复活，神那被分散四方

的百姓甚至在今天也被招聚在一起。当神的最后一批百姓被招聚的

时候，基督就会返回，来完全地建立祂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