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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建國老師

聖經最前面的五卷書，

對以色列人、基督徒，都是最重要的一卷書，

稱它是一卷書、也可以翻作是五卷書，

主要是摩西所寫的，所以稱作「摩西五經」。

記載上帝創造跟救贖的作為

神學主題非常豐富且重要

律法到今天還是被很多以色列人所遵從，

所顯示屬靈的原則，也是基督徒一直遵奉的

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歷史，

成為後來耶穌基督救恩的一個預表

成為基督徒共同經歷的屬靈原則

難怪舊約五經成為基督教跟猶太教最重要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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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程裡分享─

歷史背景、文學結構、

神學主題、學者研究的歷史

課程目的
1. 說出摩西五經的歷史背景

2. 摩西五經跟其他書卷之間的關聯

3. 瞭解摩西五經的神學主題

4. 瞭解、熟悉研究摩西五經重要的學者

5. 摩西五經人們常常問到的難題

6. 新約作者怎樣使用這些經文，

證明耶穌基督跟基督徒之間的關係

‧名稱‧地理 ‧性質 ‧大要 ‧影響其他經卷 ‧神學主題

希伯來文聖經 ─ 稱五經作 Torah
一般翻譯成「律法」

更好的稱呼是一個「指引」

希臘文 ─ Pentateuchos
Penta 是「五」的意思

英文 ─ Pentateuch，五卷經書

中文 ─ 摩西五經

創世記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五角大廈
Pent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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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把這五卷書抄寫在同一個羊皮卷上面。

德國法蘭克福猶太人的博物館，

保存摩西五經的一個經卷卷軸，

不是分成五卷，

而是把它放在一個卷軸裏。

猶太人的會堂，

把卷軸用羊皮卷抄寫好，

用絨布包起來、放在經卷的櫃子裏，

使用的時候拿出來宣讀

用過之後再放回經文的櫃子裏去

是一卷書，不是分成好多卷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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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翻譯作伯拉大河

兩河流域
今天伊拉克、科威特、敘利亞的範圍

包括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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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幼發拉底河的另外一面，中間隔著巴勒斯坦，

就是今天以色列的範圍

包括尼羅河的範圍，加上東邊西奈半島

巴勒斯坦

西奈半島

尼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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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萬物的起源─ 創造與恢復

2. 先祖的故事─ 揀選與信服

3. 救贖的歷史─ 解救與事奉

以色列民原本是移民、難民，在埃及受到迫害，

上帝聽見以色列人的哀求，解救了他們，

不只是出埃及而已，

更是要他們能夠來事奉上帝。

出埃及記講到，

在西乃山敬拜真神、事奉祂、跟祂立約

領受上帝頒布給人的十誡跟律法，

讓他們知道如何來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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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未記好多的規定到今天已經不再遵行了，

這些聖潔的規定，是有它的目的，

當這個目的已經達成 ─ 在耶穌基督裏完成了，

就已經結束了它的任務。

成為今天事奉、敬拜上帝的人，

生活、道德、倫理的準繩

它的精神、倫理道德的規範，

在我們中間還是如此

4. 律法的啟示
─ 聖潔、合乎神標準倫理道德的生活

讀到摩西五經覺得最困難的部分…
對我們今天的基督徒還有影響力、限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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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的啟示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最重要是要榮耀上帝的聖名。

碰到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問：

有沒有讓我們對上帝有更深的尊崇

讓人也可以從中間得著益處

5. 末世的預言
所顯示有關耶穌基督的預言，對眾人也非常的重要。

好比舊約規定有一些動物的肉是不可以吃的，

在新約裏面是已經廢除了。

新約聖經裏同樣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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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四個主題：

創造、墮落、洪水、巴別塔

創世記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 ─列祖時期：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約瑟

─ 信心之父

─ 蒙福之子

─ 以色列，忠心的僕人

─ 得勝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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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時期

出離埃及

西奈山與神立約

建造會幕

獻祭聖別

曠野飄流

摩西遺命

出一～十八章

出十九～二四章

出二五～四十章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自由與奴役

委身與救恩

敬拜與榮耀

靈命與事奉

失敗與得勝

勸勉與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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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共一百五十篇、分成五卷，每卷都是用頌讚作結束。

第一卷 41:13

第二卷 72:18-19

第三卷 89:52

第四卷 106:48

第五卷 150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從亙古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

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直到永遠。

阿們！阿們！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從亙古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頌讚的詩篇，哈利路亞共出現十三次。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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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馬太福音，收錄了耶穌的五篇講論，

每一篇講論都以類似的宣告來結束：

7:28-29

11:1

13:53-54
19:1

26:1-2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
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

不像他們的文士。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

就離開那裡，
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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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先知書

希伯來人聖經，把先知書分成…

前面三卷大先知書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以西結書

然後十二卷小先知書
合起來算作是一卷

創世記三個先祖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十二個兒子
─ 十二支派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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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造
詩歌智慧書也很多地方講到

約伯記三十八章，上帝跟約伯講道，

祂顧念這世界

詩篇一百零四篇，講到上帝的創造

聖經講上帝的創造，

重點還不是在上帝創造的過程

重點在這位創造天地的主，也管理這個世界

不單單以人為中心

而是包括普天下所有的動物、植物

上帝的管理讓他們得著眷顧，得到上帝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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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約
五經 ─ 挪亞之約、亞伯拉罕之約、西乃之約

歷史書 ─ 上帝跟大衛立約

新約 ─ 上帝要跟以色列人立新約，

藉著耶穌基督，新約已經跟我們立定完成
3. 得地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要得著應許之地

約書亞記 ─ 以色列百姓進入應許之地

列王紀 ─ 因犯罪得罪了神，被神趕逐離開應許之地

歷代志 ─ 以創世記開頭，

用古列王下詔讓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到應許之地作結束結束

詩篇 ─ 因應許之地蒙福稱頌神，聖地被踐踏而傷痛；傷痛；

因被擄到外邦去而哀哭，回到應許之地而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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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敬拜

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拯救、出離了埃及，

在西乃山來敬拜神，

更建造會幕，成為敬拜事奉的中心

先知書 ─ 以耶路撒冷作為敬拜的中心

不只有敬拜的禮儀，更要有敬拜的真正的精神

呼籲百姓要注重敬拜的實意、摒除虛浮的貢獻

更要求百姓要單單的事奉真神，

潔淨一切的異邦的邪神

歸回的先知

以鼓勵建造聖殿跟敬拜為主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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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

先知書裏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一個是君王

抄錄神的律法以便遵行

一個是先知

確保以色列百姓，

能夠按照神律法的精意，

來遵行敬拜真神

詩篇

以律法跟彌賽亞詩篇並列出現，

說明詩篇的意旨，

就是要藉著律法來敬拜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