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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展望未来			第4章

在今天，如果订立盟约，立约的双方往往是平等的个人或群体。他们通过发誓或握手，更多

时候是以书面形式，达成一致。双方承认盟约中所定的的权利和责任。然而，圣经中的盟约却不

是这样，神与以色列民族立约，神立约、起草和约定其中的条款，并独自承担应验应许的责任。

毫无疑问，神希望在他创造的生命中实现特定的期待。然而，当先知何西阿把以色列的不忠

比作亚当的悖逆的时候，他在神所创造的人身上看到了一个盟约:“他们却如亚当背约，在境内向

我行事诡诈。”（何6:7）

查看旧约中的盟约，我们会再次看到神的计划——修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又一个

盟约推进的过程中，我们总能看到神的计划的最终实现——将撒但及其邪恶势力窃取的领地夺回

来。

课程	4.1	 旧约的盟约

4.1.1			基本阐述:	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盟约的条件及应许

4.1.2			描述:	神对亚伯拉罕及其后裔应许的重申

4.1.3			解释:	律法之约（摩西之约）是如何向以色列人阐明的

4.1.4			概述:	大卫之约和基督在地上的血脉关系

课程	4.2	 藉着基督所立的新约

4.2.1			区分新约和律法之约

4.2.2			描述新约的内容

4.2.3			指出圣灵在新约中的角色

4.2.4			解释旧约中盟约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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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1
旧约的盟约

在拉丁文的原文中，“盟约”一词意为“来到一起”。旧约

的盟约清楚地表明，人堕落之初，神的救赎计划就开始了。以色

列国终将成为这一计划的主要部分，但盟约首先是通过神与个人

订立的。在某些例子中，人需要满足某些条件，约中的应许才会

实现。在其他情况下，神清楚地表明，无论人怎样反应，他都会

守约。

亚伯拉罕之约

似乎亚伯拉罕之约是后来神所有盟约的基础。亚伯兰（亚

伯拉罕）蒙召后，就与自己的父亲他拉和其他家眷离开了迦勒底

的吾珥往迦南去。但当他们路过哈兰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创

11:32）。亚伯兰的父亲他拉死在哈兰。

我们可以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中学习功课了。圣经没有告诉

我们他拉携家眷朝迦南进发的原因。神用奇妙的方式成就了自己

的计划。他拉去逝之后，神的盟约临到了亚伯兰。亚伯兰清楚地

听到耶和华的声音，这一定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你要离

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12:1）神的

计划开始揭开了面纱。不过，你可以想象，当亚伯兰听到神说话

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想法。神对他说:“我必叫你成

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

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

12:2-3）圣经只是告诉我们，当耶和华指示亚伯兰去的时候，他顺

服地去了。今天，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否听出神的声

音并且顺服神？

一到迦南，亚伯兰又听到了一个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的后裔。”（创12:7）至此，神并没向亚伯兰提出任何条件。

到了迦南以后，他又去到了伯特利，他以前曾在这里筑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亚伯兰“求告耶和华的名”（创13:4）。这

时亚伯兰不仅听到了耶和华的声音，他还与神进行了沟通。耶和华

再次重申关于土地的盟约:“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

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

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

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创13:14-16）这次神还是同样的应
许，不过加了一些细节:	 永久性的土地和数不清的后裔。第15章记

载，亚伯兰的后裔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得数不过来。（创15:5）

4.1.1	目标		
基本阐述:	神和亚伯拉罕所立
盟约的条件和应许

1.	 当亚伯拉罕在关于撒拉的事情
上不诚实的时候，为什么神没
有收回他和亚伯拉罕盟约中的
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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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1

神对盟约的应许重申之后，亚伯兰成为一名信徒。“亚伯兰

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尽管他过去有软弱，但他

相信耶和华。神在他的应许中仍然把我们的信看为义。

时光飞逝，亚伯兰已经九十九岁，神提醒亚伯兰关于盟约的

事，同时神补充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亚伯兰必须做到的:“我

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

裔极其繁多。”（创17:1-2）亚伯兰在耶和华面前俯伏下拜。为了

在双方之间订立的这个盟约有一个外在标志，神把亚伯兰的名字

改成了亚伯拉罕，把撒莱的名字改成了撒拉。

重申的应许

我们可以将亚伯拉罕之约概括为:（1）一个被应许的民族；

（2）一个被应许的祝福；（3）一片被应许的土地。我们不会把

确定盟约的细节看得太重，但做一些提醒还是很重要的。神应许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

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

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

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

度。”（创26:3-5）

雅各在梦中见到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梯子的头顶着

天。就在这个梦中，神重申了和亚伯拉罕订立的盟约: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
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
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
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
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
的。”（创28:13-15）

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神对他们的三位伟大先祖——亚伯拉

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

4.1.2	目标		
描述:	 神对亚伯拉罕及其后代

应许的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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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1
摩西之约

神的计划在向前推进。就像神曾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

以色列国。关于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盟约，神告诉摩西应该向

以色列百姓陈述: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
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
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
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
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
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出19:3-6）

这个盟约是有条件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摩西之

约的基础是神和以色列双方都守约。当然，以色列失败了，但神

是守信的——哪怕人不守信，神仍然是信实的。

霍顿（Horton	1996）概括出律法之约在本质上的改变:

通过将律法赐给摩西，神在西奈山上将以色列带进了和
他的盟约关系中。然而，律法不是神的最终目的，神乃要把
救恩赐给世上的万民。以色列是蒙拣选的国家，拣选以色列
有助于神救赎计划的最终实现。世人还没为基督十字架的救
赎做好准备，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做传福音的见证人。

	

大卫之约

大卫之约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完美连接。就像神通过摩西赐

给以色列人的信息一样，神也通过先知拿单赐给大卫王的一个信

息——一个圣约（撒下7:5-16）。请仔细查考这一信息的两个出处: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
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
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
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
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
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
的国，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
必坚定，直到永远。”（撒下7:11-16）

4.1.3	目标		
解释:	 律法之约（摩西之约）
对所有以色列人是怎么说的。

4.1.4	目标		
概述:	大卫之约和基督在地上的
血脉关系

2.	 当以色列没能满足旧约的条件
时，为什么要差派耶稣来满足
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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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约定也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神要向大卫王----“合神心

意的人”（撒上13:14）守约施慈爱。

建立一个永远坚立的宝座和国度的预言（撒下17:13,16），是

由耶稣基督实现的。马太福音1章1节和路加福音3章31节的家谱中

记载了耶稣的出生。两处经文都表明耶稣从血脉和律法方面来讲

都是大卫的子孙。在大卫与耶稣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旧约的盟约和

新约的盟约的关系。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

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

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

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徒2:29-31）

盟约证明神在旧约时代对堕落的人类就有了一个计划。感谢

神，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当他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我们就得蒙救

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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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2
藉着基督所立的新约

“新约”一词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了一次，在新约圣经中出现

了六次。基督徒在记念主的晚餐中，或者说领圣餐的时候，都会

听到耶稣的话:“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

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林前11:25）但是我们必须首

先明白旧约中提到的“新约”，对以色列人和今天的犹太人意味

着什么。

新约与律法之约

先知耶利米记录了神对以色列的新约应许: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
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
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
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
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
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耶31:31-34）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不再

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样的表达很像新约中神对基督徒属灵的应

许。但旧约的其他章节中没有类似的表达。

从旧约的其他章节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神对

他有一个计划。尽管有一些神的应许已经通过很多外邦人（非犹

太人）得以应验，但全世界都要因以色列得福的应许还没有完全

应验。通过对千禧年的学习，我们知道以色列将在更深远的意义

上全面实现这一应许。通常说来，贯穿以色列和所有重生的基督
徒应许的共同主线是新约的实质。	 新约是一个拯救的盟约。犹

太人悖逆的心将被改变，就像其他接受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并被改

变了生命的基督徒一样。霍顿（Horton，1996）说:“只有一个新

约，这个约将通过耶稣在各各他山上十字架的死而生效。”很多

犹太人将承认并接受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一新约不但要应

用到神的百姓以色列身上，还要应用到除了以色列信徒之外接受

耶稣做救主的外邦人身上，到那个时候，整个的拯救计划才算完

成。这拯救的计划在普世教会中正在逐渐实现。

4.2.1	目标		
区分新约和律法之约

3.	 为什么一个新约中的旧约应
许是直接而具体地针对以色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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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2

许多批评者相当不谨慎地和不负责地说，以色列悖逆了神

盟约中的要求，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神。因此，神拣选另外一群

人，并与他们立约。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以色列人将永远不会

成为旧约圣经记载的荣耀预言的接受者。他们的结论是:	 神对以色

列荣耀的应许是比喻性的，只有教会才得这荣耀，并且这荣耀已

经彰显。但是我们相信，圣经预言会完全应验，需要等到那些关

于以色列还没有实现的应许在未来得以实现的时候，因为这是神

整个预言的一个部分（参见罗马书11章）。

新约的基础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耶稣都是新约的中保（来12:24）。中

保调解双方的分歧，即因着某种原因双方不能达成一致之处。在

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之间调停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调和双方之

间的差异并修复一种爱的关系需要的不仅仅是克服困难，更需要

付出巨大的痛苦和牺牲的代价。

让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的话:“饭后也照

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

的。’”（路22:20）在摩西律法之下，被宰杀的祭奠牲的血是赎

罪祭的焦点。但是，普通的赎罪祭无法实现永远的顺服和关系的

连接。通过每次杀死一个动物的生命，赎罪祭变成一种不断被重

复的血案。用来赎罪的祭物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中保，但神的儿

子可以，并且他是自愿地来到地上，成为那个必不可少的永远的

赎罪祭。“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

耶稣。”（提前1:5）下次领圣餐的时候请仔细聆听我们的中保的

声音:“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作“擘

开”）……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林前11:24-25）这

位中保就是我们奇妙的救赎主耶稣基督。

															

4.2.2	目标		
描述新约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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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2
新约中的圣灵

新约恢复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属灵关系。但是，软弱的人类

需要帮助，这样才能保持与神相交的关系。旧约圣经记载了一些

神的选民失败的故事。然而，从一开始神的计划中就包括了针对

这一状况所需要的解决办法。先知约珥对此进行了预言，他记载

神的应许:“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

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

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珥2:28-29）。

耶稣——我们和天父之间关系的中保——知道我们需要从神

而来的帮助。就在他离开门徒们回到天父那里去之前，耶稣应许

了一位像他本人那样的帮助者。“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约

15:26）。五十天之后，约珥的预言成为现实。五旬节那天，圣灵

带着极大的能力降下，充满在场的120个信徒，并且藉着他们说赞

美的方言，这方言是异国的访客们都听得懂的。

一个荣耀的未来在等待着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同时，“我们

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

得赎。”（罗8:23）圣经的果子（加5:22-23）使得我们更像耶

稣，我们将和他永远在一起。圣灵的恩赐只不过是一种预尝，也

就是我们与耶稣在永恒中所度过的那种美妙生活的预尝。

保 罗 将 五 旬 节 圣 灵 的 浇 灌 视 为 一 个 新 纪 元 开 启 时 的 标

志。“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原文

作“质”）。”（林后1:22）因此，保罗说圣灵是在我们身上加

盖的属神的印记，并且这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一笔保证金（首付

款），以保证后面将发生之事的实现。在谈完了我们成为基督的身

体之后，保罗再次强调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
圣灵作凭据（原文作“质”）。”（林后5:5）（霍顿Horton	 1996

，155-156）保罗显而易见地将圣灵视为我们现在新约生活的一个

重要部分，并且也是还未应验的预言性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4.2.3	目标		
指出圣灵在新约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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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2
旧约在新约中的完成

旧约的盟约并未失效，它们是神救赎堕落人类计划进程中的

一些必要步骤。因此，在神的末世计划中，以色列并未被遗忘。

有些怀疑者认为以色列荣耀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并且永远

不会再来。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有些人认为或者教导说，因为

以色列悖逆，神已经转脸不看他们，并且现在教会完全应验了关

于以色列的末世预言。有这样想法、这种教导的人或许有属灵的

骄傲。然而已经应验的预言能如此完全准确地被应验，这让我们

确信，我们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神的话语，无需过多地解释我

们想象中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籍着神默示的话语，我们勇敢地高
举信仰告白:	 神曾经这么说，我相信这话。神的话解决了我的困

扰，我相信神的话也能解决你的问题！

4.2.4	目标		
解释旧约中盟约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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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验

1．“盟约”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
（1）“顺服一种更高的权势”。

（2）“更好或更坏”。

（3）“到死都做自己该做的”。

（4）“到一起”。

2.		在神的伟大救赎计划中，基本的盟约是和……立的
（1）亚当。

（2）摩西。

（3）亚伯拉罕。

（4）大卫。

3.		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盟约的条款包括
（1）一个忠心的妻子，两个男孩和长寿。

（2）一群应许的百姓，一种应许的祝福和一片应

许的土地。

（3）财富、快乐和神的保护。

（4）一片应许的土地，很多忠心的仆人和对仇敌

的制胜。

4.	摩西之约是神和……立的。
（1）以色列

（2）摩西

（3）摩西和亚伦

（4）摩西和亚伯拉罕

5.		大卫之约很重要，因为它
（1）把以色列建立成了一个永远的国家。

（2）饶恕了大卫和拔示巴之间的罪。

（3）预先说出了基督在地上降生的血统。

（4）预告了大卫王将有谢尔顿后裔。

6.	 新约对以色列的应许是由……预言的。
（1）以西结

（2）耶利米

（3）但以理

（4）以赛亚

7.	 新约是对……的应许。
（1）	以色列和给教会的另一个新约

（2）	教会（因为以色列已经因它的不忠而失去了

资格）

（3）	教会和接受基督的犹太人，但不是以色列国

（4）一同分享新约的以色列和教会

8.	 新约建立在
（1）耶稣的降生、死亡和复活上。

（2）亚伯拉罕之约上。

（3）大卫之约上。

（4）亚伯拉罕和大卫之约上。

9.	 约珥对教会时代的预言包括了关于五旬节的什么
应许？
（1）伴随着说方言的圣灵的洗。

（2）圣经浇灌在少年人、老年人、男人和女人身

上。

（3）从神而来的医治的恩赐。

（4）行神迹的恩赐。

10.	旧约的盟约和新约有什么关系？
（1）它们都没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所以必须有

个完美的盟约才行。

（2）旧约的盟约是人设计的，而新约是由神设计

的。

（3）旧约的盟约是在新约中完成或实现的。

（4）“旧约”必须废除，所以新约才能生效。

圈出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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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题

以下一些问题可能涵盖了本教材讲授内容的补充信息。这些问题旨在启发大家对课程之外的内容有一些思考。

1.	 当亚伯拉罕在关于撒拉的事情上不诚实的时候，神为什么没有收回他向亚伯拉罕盟约中的应许？

2.	 当以色列没有满足旧约的条件时，神为什么要差派耶稣来满足这些条件？

3.	 为什么新约中的旧约应许是直接而具体地针对以色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