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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  

了解神的子民  

这个课程将帮助我们学习世界上 伟大的书，圣经的

第一部分——旧约。旧约讲述了关于天地的造物主的事

迹，是关于祂如何对待祂的选民、怎样通过他们祝福整个

世界的记录。  

第一单元包括一个简介，使你了解到为什么旧约是神

给你个人的信息。你会了解到一些关于它是怎样被保留下

来，并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有趣的事实。在这个单元其余的

课程中，你会了解到神怎样创造并使人来了解祂。你将看

到神怎样为自己呼召一些特殊的人，并用神迹拯救他们脱

离奴役的枷锁。你还会看到神怎样教导他们敬拜祂。  

在第二单元中你将熟悉巴勒斯坦，这是神应许给祂的

子民的土地。地图和图表将帮助你了解其主要特点。你会

跟随神的子民进入那片土地，拥有它并 终在万族中占有

一席之地。了解到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所得到的荣耀与辉

煌。  

在第三单元你将看到，神的子民由于不顺服神而被逐

出他们的家园，这是令人痛心的失败时期。但是你也会看

到神怎样继续对他们说话，怎样将他们带回并启示他们重

建毁坏的家园。只要你认真思考他们的这段历史，就能学

到关于顺服的重要性和恢复的可能性的宝贵功课。  

这个课程不仅能帮助你了解旧约，也可以帮助你了解

新约，因为新约是旧约的完成。学习神子民的历史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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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神的道路和神的话语的认识，并坚立你追随神的脚

步。  

课程概述  

《会幕、圣殿与宫殿》能帮助读者了解旧约圣经。本

书重点是讲述神子民的历史，特别是神权能的作为及有关

这些作为的先知性预言。本书还讲述了神子民的经历及其

后果和意义，并审视他们与神的关系和他们的成功与失

败。读者会发现旧约中的许多真理，这些真理会帮助我们

理解圣经、跟随神并服事神。  

课程目标  

学完这个课程后，你应该能够：  

1. 解释为什么学习旧约对今天的信徒有益。  

2. 描述巴勒斯坦和神的子民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3. 认识旧约中各类作品的价值。  

4. 将旧约中有关神的真理运用于你自己的生活，并用这

些真理教导他人。  

关于课本  

这本《会幕、圣殿与宫殿》自修课本既是课本也是学

习指导。你唯一所需的另一本课本就是圣经。（本课程中

引用的是中文和合本）  

学习时间  

每学一课需要多少时间，取决于你在开始学习本课程

之前，对这方面的内容了解多少和你的学习能力，还取决

于你遵循课程要求，并培养必要的自学能力的程度。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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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作者提出的课程目标和你自己的目

标，为此你要制订一个学习计划。  

课程编排和学习方式  

每课包括：1）课文标题，2）序言，3）课文大纲，4）

课文目标，5）学习要领，6）关键词，7）课文进程和习

题，8）自测题，9）自测题答案。  

课文大纲和目标是一个概述，帮助你将注意力集中在

重要的问题上，告诉你应该学习什么。  

课文进程中的习题可以回答在留出的空格内。较长的

答案可写在笔记本里。在笔记本里写答案时，要记住写下

题号和题目，以便于你做单元学业报告时复习。  

切记自己要先回答问题，然后再核对答案，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记住所学的内容。回答了问题之后，对照一下

课后的答案，然后改正没有答对的地方。答案未按通常的

顺序排列，以免你无意中看见下一题的答案。  

这些课文习题非常重要，它们会帮助你记住每一课的

主旨并实践你学到的原则。  

怎样回答问题  

本学习指南中，有各种学习过程中的习题和自测题。

以下是几种样题及回答方法，可能出现的其他题型也会给

出具体指导。  

多项选择题  

要求你从给出的选项中确定一个答案。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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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共有  

a) 100 卷书  

b) 66 卷书  

c) 27 卷书  

正确的答案是 b) 66 卷书。在你书上的 b 字母前画圈。

如下所示：  

1 圣经共有  

a) 100 卷书  

b) 66 卷书  

c) 27 卷书  

（有些多项选择题可以有一个以上正确答案。在这种

情况下，就在所有正确答案前画圈。）  

判断题  

要求你在几种表述中确定哪些是正确的。  

例如：  

2 以下哪些表述是正确的？  

a) 圣经共有 120 卷书。  

b) 圣经是给当代信徒的启示。  

c) 圣经的所有作者都用希伯来语写作。  

d) 圣灵启示了圣经作者。  

b 和 d 两个表述是正确的，你就在这两个字母前画圈，

如上所示。  

配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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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你将相吻合的事物配合，如名称与表述，或圣经

篇目与它们的作者。  

例如：  

3 把领袖名字前的数字写在描述他所做的事的短句前

面。  

.. ..a 在西奈山领受律法  

.. ..b 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 ..c 环绕耶利哥城  

.. ..d 曾在法老宫中生活  

1) 摩西  

2) 约书亚  

a 和 d 两个短句与摩西有关，而 b 和 c 两个短句与约

书亚有关。你应在 a 和 d 前写上 1，在 b 和 c 前写上 2。  

学习本课程的方法  

假如你自学这本国际函授学院课程，你的所有作业都

可以通过邮寄来批改。尽管国际函授学院这部课程是为自

学者设计的，你也可以在一个班或小组里学习。如果你参

加集体学习，教员会给你一些补充指导，那么，你应照他

说的做。  

你可能想在家庭或教会的查经班、或圣经学校学习这

个课程，那么，你会发现这部课程的内容和学习方法都很

适用。  

单元学业报告  

本书的后面部分是单元学业报告要求的内容及答题

纸。你应根据课程和报告中的提示回答其中的问题。当你

完成以后，应将答题卷寄给教师批改并听取他对你的作业

的建议。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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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成功地学完本课程并教师批改完单元学习报告之后，

你将得到一张证书。  

本书作者  

雷克 C.霍华德（Rick C. Howard）自 1961 年起一直

是传讲福音的专职牧师。目前他在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的雷德伍德（Redwood City）城担任教区牧师，并任教于

加利福尼亚桑塔克鲁兹的贝特尼圣经学校。他是全国教会

组织的年轻代表，还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北大学和密苏

里州斯普林费尔德的伊凡吉尔学院的教师。  

他作为作家、编辑和圣经讲员的很多经验帮助他写好

本书。他的作品包括：《基督的审判台》（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得胜之道》(Strategy For Triumph)、《早

期教会的原则》 (The Lost Formula Of The Early Church)

以及《生活之歌》(Songs From Life )。他还写作了国际函

授学院基督教事工课程─《基督徒的长进》 (Christian 

Maturity)。另外，他还走遍世界的许多地方讲道。霍华德

先生在宾夕法尼亚格罗夫城市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又在田

纳西州的曼非斯州立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教师  

你的教师将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你。如果你对课程或单

元学业报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请教他。假如有几个人愿意

一起学习，可以咨询关于小组学习的特别安排。  

在你开始学习《会幕、圣殿与宫殿》时，愿神保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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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这次学习经历丰富你的生命和事工，并帮助你更有果效

地成就你在基督里的职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