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第一週（1/1～1/5），一年读圣经进度：创世纪 1～14 章】
週一 12/31

週二 1/1，创 1-2 章

週三 1/2，创 3-5 章

週四 1/3，创 6-9 章

週五 1/4，创 10-11 章

週六 1/5，创 12-14 章

 圣经的架构
 全本圣经分为旧约与新约两大部分。先谈旧约圣经，以下面的图表说明旧约圣经的
架构。

 旧约的写作有三种体裁：一个是历史，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先知。从上面这个图表，
看见其架构像一座有两个桥墩的桥。第一个桥墩的左边是历史的写作；第二个桥墩
的右边是先知们的写作；而在两个桥墩的中间就是所谓整个旧约的心脏部位，是诗
歌的写作。
 在第一个桥墩的左边，就是历史这个部分，以摩西五经为整个圣经的一个基础。摩
西五经就是：创、出、利、民、申。接下来是 12 卷的历史书，书、士、得、撒、
撒、王、王、代、代、拉、尼、斯。这 12 卷历史书的简称是不重复的，有的时候
用第一个字，有的时候则用第二个字作为代表。书、士、得、撒、撒、王、王、代、
代，是在被掳之前的 9 卷历史书。拉、尼、斯，是被掳之后的 3 卷历史书。摩西
五经述说到人类的开始、宇宙的源头、述说到选民的开始；所以它也是历史的写作。
照这样相加在一起，历史书共有 17 卷。
 然后，再看到第二个桥墩的右边，先知书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这个划分不是
看先知的大小，或者地位的重要与否，而是照它的篇幅长短来区分。这 5 卷大先
知书，赛、耶、哀、结、但，它们在写作的分量上比较长、比较多。类同于摩西五
经，它们在先知书里面是十分的重要，所以称之为大先知书。大先知书之后有 12
卷小先知书，先是：何、珥、摩、俄、拿、弥、鸿、哈、番；这 9 卷小先知书是
被掳之前的小先知写的，历史背景乃是被掳之前的 9 卷历史书。
 接下来是另外 3 卷小先知书，该、亚、玛，是被掳之后的先知所写的，历史背景
是被掳之后的 3 卷历史书。所以，在这个图表，以水面之下，代表被掳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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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个桥墩的中间，就是诗歌，共有 5 卷，伯、诗、箴、传、歌。大小先知书，5
加 9 加 3 是 17 卷。历史书的 17 卷和先知书的 17 卷，再加上中间的诗歌 5 卷，
这样加起来就是 39 卷，就是旧约的正典架构。
 圣经的总纲
 读书要提纲挈领，读圣经也是一样，先要明白整本圣经的总纲。如果我们读圣经，
先读创世纪第 1 到第 2 章，神在六日内创造天地、星辰、植物、动物，及照神的形
象造人。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吩咐他修理及看守（创 2:15）。天地间的一切
是在和谐及有秩序的关系里面。最后，创 2:25 节，以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
耻，作为结语。然后，我们跳过整本圣经的大部分，直接读启示录 21-22 章，以新
天新地的降临开始，叙述神要住在人间，从此不再有悲哀、哭泣、疼痛，天地间的
一切都要恢复到原先的和谐及有秩序的关系里面，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及神荣耀的
光照。若是从这个观点来看整本圣经，就会明白神的创造、救赎，到最后神对人、
对天地的整体图像及明白神的心意。
 然而，在这整体图像里面，因为魔鬼的出现，成功的诱惑了夏娃，征服了亚当的意
志，致使人背约、背叛神。在这里，不用人的堕落，而是用人的背约来表述，更能
清楚表达『圣约』在圣经里的地位和重要性。所以，因为人的背约离弃神，神就拣
选亚伯拉罕一族，与他及他的后裔立约，应许他们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在这
块流奶与蜜的丰盛之地，神的选民要谨守神的约，一生一世专心跟随耶和华。可是，
以色列的历史显明人的心反复无常，一再的背约离弃救赎他们的神，以致国破家亡，
被掳到巴比伦。虽然，被掳 70 年后，得蒙神感动波斯王古列，让他们返回家乡，
重建圣殿。这群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也认罪悔改，与神重新立约（尼 9:38）。
如果，历史的记载就在这里结束，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可是，历史给人的教训，
就是人学不会历史的教训。从尼希米回到巴比伦的 12 年期间（尼 13:6），与神重
新立约的百姓又再一次的背约，不照神的律法而行。从尼希米记 13 章对照玛拉基
书的警告和训诲，可以看见这个伤痛的事实。
 如果圣经就停在玛拉基书，如果没有新约、没有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人就
没有盼望。哭泣的眼泪不会停止，哀痛的心不会得到安慰。但是，因为耶稣的来，
以及耶稣的死和复活，与信祂的人立下了新约。因此，我们得蒙应许，如同以色列
人要进迦南地，在一个充满偶像及诱惑的地方，他们要活出守约的一生；我们也是
一样，在这个充满诱惑及败坏的世界，我们要活出守约的一生，用平常生活中的一
言一行见证基督。前面说到，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是神的计划和救赎的应许。这
是我们信主的人所渴慕的永生居所。然而，我们不要只是想着去到那个将来的永生
的居所，我们更应该思想的是，在信主之后，神期待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神照祂
的形象造我们，这个形象在人背约离弃神之后，已经被毁坏了。之后，因为耶稣完
成的救恩，使信祂的人得着永生（生命）；这个生命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重生
（彼前 1:23-25）。一位真心相信耶稣的人，他的心里有这活泼的种子，必然会生
出活泼的生命，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信心与行为乃是并行的，而且信心因行为
得到证明，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雅 2:22）。所以，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 4:24
节所说，我们要脱去旧人，心志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从毁坏的形象到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这是神救赎我们的
心意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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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从约翰福音 14 章，主耶稣说，祂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到这个家的路，
是藉着耶稣才能到的。约 14:6 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
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活出有真理的生命，就是走在耶稣的道路上。在此，
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要只注目在神的慈爱上，而忽略了『真理』的部分。当知
道，约翰福音 1:14 节，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在读经的第一週，用这几段的叙述，希望帮助我们建立对救恩的完整认识；因此，
在跟随耶稣脚踪行的路上，可以走的更稳固。
 摩西五經概論：
 旧约的『五经』乃指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五经』的
内容可分为三大段：
1) 人类和世界的起源：创 1 至 11 章。记载万物的创造，人的背约、犯罪， 文化
的开始，生活的败坏，洪水淹没大地，以及建造巴别塔的经过及结果。
2) 以色列国的起源：创 12 至 50 章。主要记载以色列的四位先祖〔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约瑟〕的生平，透过他们的经历，阐释神与以色列人的立约及应许。
3) 以色列立国的历史：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
a. 选民出埃及：出 1 章至 18 章，记载以色列人由埃及至西乃山的旅程。
b. 选民的律法：出 20 章至民 10 章 10 节。记载宗教上〔例如建造会幕和献祭〕
的规条，以及其他方面一般的法则。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十诫，精简地刻划出
选民对神，对人应有的态度和义务。
c. 选民的漂流：民 10 章 11 节至 36 章 13 节。记载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因为
他们悖逆神，对神不信，不忠，所以在旷野漂流 38 年。
d. 选民重温律法：申 1 章至 34 章。摩西在新一代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再一
次和他们温习历史及律法，重申神的慈爱和要求，阐明顺服与叛逆的后果。
 研究『摩西五经』内容，就可以知道这五本书卷共同有一个主题：《神如何兑现祂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应许包括三方面：第一，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将
有很多的后裔，神要赐福给他们，他们也要叫地上万族得福。第二，神要和亚伯拉
罕的后裔建立密切的关系，祂要作他们的神。第三，亚伯拉罕的后裔必然得着迦南
地为业。耶和华所应许的必定成就，这三方面的应许果然实现了。
 每日读经默想：
1) 创世记第 1 至第 2 章：『创造的引言』
a. 神用什么来创造世界万物？
b. 创造的过程中，神每造完一物，便有一句话不断重覆地出现，那句话是什么
意思？在神学上有什么意义？
2) 创世记第 3 至 5 章：『人背约犯罪与罪的结果』
a. 试从夏娃及亚当受蛇诱惑至违背神命的经历，找出魔鬼试探人的步骤与人通
常犯罪的过程。这给我们什么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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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何耶和华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参希伯
来书 11:4 节，约翰壹书 3:12〕
c. 第 5 章记载亚当的后裔。其中在 5:21-23 节，说到以诺在 65 岁生下玛土撒
拉之后，就与神同行三百年。在这里看见以诺在 65 岁，是他的人生转捩点，
这个与神同行决心和决定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功
课？ ？ 〔参希伯来书 11:5-6 节，犹大书 14-15 节〕
3) 第 6 至第 9 章：『挪亚的故事』
a. 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完全人』是『纯全』或『健
全』的意思，根据当时的标准来说，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圣经中的『义人』
并非代表完全无瑕庇〔只有一位完人，就是耶稣基督〕，而是指一个敬畏神
的人。世界在神面前败坏，挪亚却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过日子。两类人，两
条道路，结局有何分别呢？〔参马太福音 7:13-14 节，彼得前书 1:17-19 节〕
b. 挪亚出方舟后，他便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坛上献祭。神作了什么样的应
许？
4) 第 10 至第 11 章：『挪亚家谱与巴别塔』
a. 记载挪亚的家谱，指明他的后裔开始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分为邦国』一词用了四次〔10:5，20，
31，32〕明显是本章的重点之一。这分开是人类从『聚』到『分』开始。从
此，人就没有真正的『聚』过，直到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合而为一』。在
家里、在教会、在社群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想法、意见、坚持，这
些不同如一堵墙一样挡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到底什么才能使人真正的和
好、合一呢？〔参以弗所书 2:11-22 节〕
b. 巴别塔是那时的人尝试同心合力作的一件事情，作这事的性质及动机是什么？
为何神要变乱他们的口音，以致他们因言语不通而停工？
c. 根据第十章记载，那时已有各自不同的方言。但是，在 11:1 节却说，那时，
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原来第十章的记载是一个后代分布各地的总
论，而第 11 章则是记载分布的原因。
5) 第十二至第十四章：『神呼召亚伯兰』
a. 亚伯兰顺从神吩咐，离开吾珥往迦南地去。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在当时，是
难以想像的冒险行动。这是完全舍出去的信心里的顺服，因为水与粮食在当
时是得来不易。既然吾珥已经有水有粮，离开一个功能齐全的社区，往那不
知道的地方去，这不是人在理智上认为可行的事。亚伯拉罕去到一个什么都
没有的地方（没有产业、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后裔，只有神的应许；参徒
7:5），他的信心乃是要用行为来证明的。你因信心而有的行为是什么？
b. 然而，亚伯兰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当他因饥荒带着家人下埃及，害怕埃及
人抢夺他貌美的妻子杀害自己，便要求妻子认他为哥哥。这是半真半假的话，
撒莱真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但也是他的妻子。若不是耶和华伸手介入，
亚伯兰以后的历史便要重写了。这事给我们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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