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生命河靈糧堂第一季主日裝備課程 

                          舊約綜覽課程表 
                             1/20-3/24/2019 

            
                  劉梅蕾師母,許藍方姊妹主講 

 

你覺得讀舊約艱澀難懂嗎？其實在舊約中充滿了精采的故事以及神兒女 

生活的法則, 更重要的是作為『影兒』的舊約將我們引向新約『本體』 

耶穌基督。 

藉由『舊約綜覽』我們將ㄧ起看見摩西五經與以色列人的歷史, 	大小先知 
的預言和詩人的智慧所架構的拱門,	進而明白每卷書中的基督,	並預備等候 
迎見主,	有得救的智慧。 
 

日期 內容 
1/20 1. 認識舊約 
1/27 2. 聖約,聖殿,聖戰 
2/3 3. 舊約中顯示基督的人物 
2/10 4. 律法書（摩西五經）看選民 
2/17 5. 以色列國的歷史（ㄧ） 
2/24 6. 以色列國的歷史（二） 
3/3 7. 詩歌中的信息 
3/10 8. 先知的信息與工作（一） 
3/17 9. 先知的信息與工作（二） 
3/24 10. 節期, 聖日與基督耶穌 
 
 

 

 



       2019 主日裝備課程舊約綜覽 

          1. 認識舊約           劉梅蕾師母@ROLCC 

 

 

一. 舊約(聖經)的形成：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提後 3:16-17, 彼後 1:20-21） 

二. 舊約寫成的時間約為主前 1500 年-400 年）, 作者超過 40人, 有君王, 先知 

   等人, 多是用希伯來文寫在石板,黏土及皮革上, 主後 100 年較多採用浦草紙製作, 

       抄本, 而第一本古騰堡印刷機印製的聖經是主後 1455 年.  

       原文(希伯來文)手抄本聖經：瑪所拉(Masoretic)抄本，是主後 1000 年.  
   死海古卷：於 1947 年發現,  

 

三. 正典的型成 --- 為什麼是三十九卷? 

       1.審定正典的原則 

      1)聖經的自證性: 聖經既是最高的權威, 那麼就不可能有更高的 

    標準在其之上 

      2)聖靈的印證: 正典在寫成的那一時刻就已被廣泛地接受為神的話. 

        (書 1:7-8; 代上 29:29; 但 9:2) 

      3)外在人為的觀察歸納: 

        預言的應驗 (申 18:19-22) 

        經常在聖殿/會堂中被朗讀 

        神的先知所寫 

        經書的歷史年代及正確性 

       2.促成正典的因素 

      90 A.D.在 Jamnia 的會議中舊約正典被公開承認. 這個會議的目的不是 

      去決定那些書應放在舊約中, 事實上多半的經書都已被廣氾的接納及流 

      傳. 他們只不過是確認這個事實而已.  

 

四. 舊約的卷目(路 24:44)  

Ａ. 猶太人的聖經的安排∶																																			 
															1.	摩西律法	(5 卷)	∶ 創、出、利、民、申 

															2.	先知書	(8 卷)	∶ 
																				a.	前先知∶ 書、士、撒、王 

																					b.	後先知∶	賽、耶、結、十二先知 

															3.	書卷	(11 卷) 

																					a.	詩歌書∶	詩、箴、伯 

																					b.	五卷(megiloth)∶	歌、得、哀、斯、傳 

																					c.	歷史書∶	但、拉、尼、代 

 



        B. 拱門的舊約  

       

 

 

 

 

 
 



五. 舊約：預言及豫備耶穌的來臨 

   國度的豫備 

     揀選一族 – 摩西五經 

     揀選一家 – 歷史書卷 

人心的豫備 

  神的呼籲 – 大小先知 

  人的尋求 – 智慧書卷 

 

六. 耶穌基督看舊約： 

耶穌基督要成全舊約（太 5:17-20） 

舊約聖經是為祂作見證（約 5:39-40） 

舊約聖經預告祂的受苦和復活（路 24:25-27; 44-45） 

以舊約聖經來印證祂的論點 

例：引用以賽亞的預言來宣告祂是彌賽亞的身份（路 4:16-21） 

 
七. 新約聖經作者引用舊約 

四福音作者、保羅、彼得、約翰、猶大⋯等皆引用舊約聖經。 

新約中每一書卷皆有引用舊約。 

舊約中差不多每一經卷皆被新約引用。 

許多新約教導需要在舊約的背景下理解。 

例：太 19:28-19, 可 11:7, 路 3:2-6, 約 12:14-15 

 

八. 舊約歷史年代(見附表) 

       1.族長時期 

       2.寄居埃及時期 

       3.漂流與征服時期 

       4.士師時期 

       5.聯合王國時期 

       6.王國分裂時期 

       7.被擄與歸回時期 

       

九. 對聖經地理的基本認識 (見附表) 

       1.以色列位於地理要衝位置 

       2.以色列的地理形勢可分四大部份: 

      1)約但河谷 

      2)外約但 

      3)中央山脈 

      4)海岸區域 



  十. 研讀舊約的價值 

•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羅 10:4】 

•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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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0:11】 

    因此舊約聖經不單是為猶太人而寫，也是為了我們在末後的世代、外邦的信徒而

寫。 

      1)明白神向人的心意 

      2)明白救恩的啟示 

      3)明白希伯來民族與宗教信仰史 

      4)實用的生活教誨 

 

 

 



                                 “舊約知多少？？（僅需書名） 
  
律法書： 

1.__________ 萬物的創造 

2.__________ 窺探迦南美地 

3.__________ 頒布十誡 

4.__________ 摩西臨終的勸勉 

5.__________ 獻祭的制度 
	 
歷史書： 

1.__________ 大力士參孫 

2.__________ 波斯國的王后 

3.__________ 拿俄米的媳婦 

4.__________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5.__________ 二婦人爭子，所羅門斷案 

6.__________ 押沙龍謀奪父親的王位 

7.__________ 以利亞在迦密山與巴利的先知鬥法 

8.__________ 以利沙叫亞蘭的元帥去約但河沐浴 

9.__________ 重建耶路撒冷聖殿 

10._________ 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11._________ 大衛打倒巨人哥利亞 

12.__________約沙法打敗三國聯軍 
	 
智慧書： 

1.__________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2.__________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3.__________ 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聰明！」 

4.__________ 我是沙崙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5.__________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6.__________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7.__________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8.__________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9.__________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10._________ 我屬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屬我。” 

 

大先知書： 

1.__________ 枯骨復生的異象 

2.__________ 聖殿寶座的異象 

3.__________ 牆上寫字的異象 

4.__________ 四活物的異象 

5.__________ 七十年歸回的預言 



6.__________ 七十個七的預言 

7.__________ 童女生子的預言 

8.__________ 哀哭的先知 

9.__________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10._________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小先知書： 

1.__________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 

     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2.__________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3.__________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 

     成事。」 

4.__________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 

                           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5.__________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 

6.__________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 

     糧，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7.__________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8.__________ 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 

     畜，我豈能不愛惜呢？ 

9.__________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做 

     異夢，少年人要見異像。” 

10.__________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 

     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11. __________耶和華說：到那日，我豈不從以東除滅智慧人？從以掃山除滅聰明人？ 
12. _________ 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