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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概论
（浅论新旧约关系）

若歌教会新约综览

2012冬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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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人类的历史看新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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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圣经本身的记载看新旧约圣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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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最后一位先知玛拉基的
预言，说明犹大最终的拯救，
乃在乎耶和华。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
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
能。……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

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
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
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
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玛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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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先知的预言，到这时候已是夜幕低
垂，因四百年之久先知活泼有力的话语
不再听见了，直到施洗约翰的日子……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太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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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的预言与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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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降世为人的预言 
 

   预言内容 经文(旧约的预言) 经文(新约的应验) 

(1)女人的后裔 创三:15 太一:18 

(2)童女所生 赛七:14 太一:22～23 

(3)出于亚伯拉罕 创十二:3、7；十七:7 加三:16；罗九:5 

(4)出于犹大支派 创四十九:10 来七:14；启五:5 

(5)出于大卫家 撒下七:12～13 罗一:3；路一: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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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救赎计划(一) 
 

三十年的预备 

预言内容 经文(旧约的预言) 经文(新约的应验 

(1)出生于伯利恒 弥五:2～3 太二:6；路二:4，15 

(2)称为以马内利 赛七:14 太一:23 

(3)被外邦人敬拜 赛六十:3，6，9 太二:11 

(4)从埃及召出来 何十一:1 太二:15 

(5)有一位先锋 赛四十：3，玛三：1 太三：1～3；可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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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救赎计划(二) 
三年的职事工作 

预言内容 经文(旧约的预言) 经文(新约的应验 

(1)被圣灵充满和膏抹 赛十一;:～3；六十一:1 路三:22；四:18；约三:34 

(2)为了拯救的任务而来 赛六十一:1 路四:16～19 

(3)行神迹奇事的工人 赛三十五:5～6 太十一:4～5 

(4)成为外邦人的光 赛四十二:1、6 路二:32；徒十三:47 

(5)成为外邦人的祝福者 赛十一:10 罗十五:9～12 

(6)忧患之子 赛五十三:3 来二:18；四:15 

(7)被人拒绝 诗六十九:8；赛五十三:3 约一:11；七:5 

(8)被人弃绝 亚十三:7 太二十六:31 

(9)被打，被吐唾沫 赛五十:6 太二十六:67；二十七:26 

(10)人拿醋给他喝 诗六十九:21 太二十七:34、48 

(11)用钉扎手 诗二十二:16) 路二十三:33；约二十:25 

(12)被神离弃 诗二十二:1 太二十七:46 

(13)被仇敌围绕 诗二十二:7～8；一百零九:25 太二十七:39～40；可十五:29

～30 

(14)被列在罪犯之中 赛五十三:12 可十五:28；路二十二:37 

(15)因口渴而痛苦 诗二十二:1 约十九：28 

(16)将他的灵魂交给神 诗三十一:5 路二十三:46 

(17)分了他的外衣 诗二十二:18 约十九:23～24；路二十三:34 

(18)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诗三十四:20；民九：12 约十九:33～36 

(19)与财主同葬 赛五十三:9（希伯来原文） 太二十七: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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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救赎计划(三) 
 

四十日的证实 

预言内容 经文(旧约的预言) 经文(新约的应验 

(1)从死人中复活不见朽坏 诗十六:9～10 徒二:27、31；十三:33～35 

(2)升天进入荣耀 诗六十八:18；二十四：7～10 徒一:9；弗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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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 督 神 性 
 

预言内容 经文(旧约的预言) 经文(新约的应验 
(1) (1)永远的儿子 诗二:7，12 徒十三:33；太三:17；来一:5；五:5 

(2)成为肉身 赛九:6 路二:11 

(3)受苦的仆人 赛四十二:1；五十二:13～15 太十二:8；腓二:7 

( (4)被弃的房角石 诗一百一十八:22 太二十一:42；徒四:11；弗二:20 

(5)晨星 民二十四:17 启二十二:16 

(6)最大的先知 申十八:18 徒三:22 

(7)比亚伦和麦基洗德更大的祭司 出二十八:1；民十六:40；诗一百一十:4 来五:4～5；来五:6，10；来七:11～28 

(8)坐在神的右边 诗一百一十:1 太二十二:44；来十:12～13 

(9)祭司一王 创十四:18 来七:1，14～17 

(10)击打的权杖 民二十四:17 启十九:15 

(11)列国的统治者 诗二:8 启二:27 

(12)全地的王 亚十四:9；诗一百一十:1～3 徒二:34～35；林前十五:25；启十一:15 

(13)和平的君 赛九:6 弗二：14～18 

(14)永远的国度 但二:44；四:34；七:13～14 路一:33；来十二:28，27 

(15)苗裔   

Ａ）王权的苗裔 耶二十三:5～6 马太福音 

Ｂ）仆人的苗裔 亚三:8 马可福音 

Ｃ）人的苗裔 亚六:12 路加福音 

Ｄ）神的苗裔 赛四:2 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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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两节新约经文看新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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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新约经文 – 揭开新旧约关系的钥

匙

3:22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
归给那信的人。

3:23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3:24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
我们因信称义。

3:25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
下了。

加拉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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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新约经文 – 揭开新旧约关系的钥

匙

9:1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

9:10 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
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9:11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
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希伯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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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会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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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圣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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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幕里的圣物的象征和预表

1 铜坛
2 铜洗濯盆
3 陈设饼桌
4 金灯台

5 金香炉
6 约柜

7 施恩座

藉献祭赎罪
清洁人的污秽
神的供应
照亮圣殿供祭
司服事
祭司的祷告
与神立约/成为
选民
神的怜悯

基督的救赎
圣灵的重生/灵性的更新
基督是生命的粮/属灵粮食
基督是世界的光/属灵光照

奉耶稣的名祷告
藉基督进到父神面前/进入新
约的关系
在基督里蒙神悦纳



19

既然新约成全了律法，解明了旧约中许多隐
藏的“奥秘”，何必再学旧约呢？学习旧约
是否多此一举？

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
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马书

6:53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

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6: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6: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6: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

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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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两种语言看新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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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圣经有希伯来文写成

新约圣经有希腊文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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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学术报告？

讲故事？

新约使徒和教父时代

主耶稣
在犹太
会堂讲
解旧约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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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若歌教会新约综览
（本讲义参考了若歌主日学其
他教师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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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 天国的福音

 作者: 马太

 读者: 犹太信徒

 写作日期: 主後60-70年

 背景介绍: 称呼马可的约翰先写成马可福音, 
马太参考马可福音, 再加上口传, 文件及自己
记忆, 写成马太福音。

 主题及目的:
 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王。

 证明耶稣是万王之王, 是救主, 是人类的拯救。

 未来的审判及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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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的特点

 最多引用旧约圣经的福音书（供150次，其中直
接引用29次，间接引用121次）。

 充满神话语的一卷书，最多记载耶稣基督的话
（644句主讲的话/全本马太福音共1068节）。

 最多比喻的一卷福音书（全书包含40个比喻）。
1. 主耶稣讲道、教训充满“犹太智慧文学”的
特征，如太5：27-30（论奸淫），其中“右眼剜
出来”，“右手砍下来”等比喻。
2. 主自己的肯定：“有一人比所罗门更
大”(12:42), “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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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的大纲

1 2 3 4 5-6-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25 26 27 28

君王的来临

耶稣公开的
教导和事工

耶稣被犹太人
拒绝

耶稣教导
门徒

君王的得胜国度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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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选民：主耶稣的家谱（1：1-17）

 律法：“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
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

 圣殿：“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
殿更大。”(太12:6)

注：犹太教的三大柱石: 选民, 圣殿和律法。犹太人认为圣殿是

最大的。因为圣殿表示神与他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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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登山宝训，太5-7章）

 馬太五∼七章被稱為《登山寶訓》，又有人稱它“基督教教義摘
要”、“天國君王的宣言”、“天國的大憲章”。這是聖經所
記，耶穌基督最長的講論。

 登山寶訓教導些什麼？
主耶穌出來傳道：“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亨利馬太說，
登山寶訓是要說明：1)要悔改什麼？2)天國像什麼？一方面讓我
們知道我們所信的是什麼，一方面讓我們去實行。

 登山寶訓不是拿來做社會改革用的，它是表明人心改變才是惟
一的道路。事實上登山寶訓不是為廣泛大眾說的，乃是對基督
的門徒說的，你必須先跟隨耶穌，這些話才對你有益處，才產
生力量。摩根說：“主將閒雜人撇在山下，帶門徒上山，然後
教訓他們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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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登山宝训，太5-7章）

眾人與門徒（太4:23∼5:3）
當主耶稣在地上傳道時，祂身旁圍繞的許多人，很明顯區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是被稱為猶太人的，以及法利賽人、撒都該人等，他們彼此各不相同，甚
至經常吵鬧不休，但遇見耶穌時就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站在同一陣線上反
對耶穌。

第二種常被稱為“眾人”，他們有來看熱鬧的，有喜歡說說聽聽的，有喜歡參加
宗教聚集這種高尚社交活動的；還有一些是因本身很大的需要而來，他們多
半是因身體的疾病、心靈的軟弱、被鬼附或被魔鬼壓制，指望從祂得著幫助。
但也有那些真心渴慕神、渴慕真道的人。在第二類的眾人中，有许多只是盼
望看見更多神蹟，使他們生活改善或是更方便，像那些經歷五餅二魚神蹟的
人一樣。主耶穌沒有因為這些人的存心或動機，就決定不幫助他們。事實上
馬太記著說，凡來到祂跟前的，祂都治好了他們。

在主身旁的第三類人“門徒”。主耶穌將其他眾人撇在山下（雖然仍有跟著祂
的），卻帶門徒上山，教導他們天國的道理。這是因為門徒不是只要醫治的
神蹟，他們跟隨祂是因愛祂，而且願意受教學習；並且他們會明白所教訓他
們的，他們也會去教導別人。盼望這些日子當我們教導登山寶訓時，你已經
是一個這樣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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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登山宝训，太5-7章）

登山宝训教导的内容
1.八福（五3-12）
2.门徒作鹽作光（五13-16）
3.论律法（五17-20）
4.论仇恨（五21-26）
5.论奸淫（五27-32）
6.论起誓-誠實待人（五33-37）
7.论復仇（五38-42）
8.论爱仇敌（五43-48）
9.论施舍（六1-4）
10.论祷告（六5-15）- 主祷文（六9-13）
11.论禁食（六16-18）
12.积财宝在天上（六19-24）
13.勿忧衣食（六25-34）
14.不要论断人（七1-6）
15.祈求的就得着（七7-14）
16.两种果树（七15-23）
17.两种根基（七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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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八福）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5:6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5: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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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祷文(太6:9-13)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
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
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
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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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天父旨意(太7:21-23)

7:21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
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7: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
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
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7:23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
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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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宝训後的十个神迹(太:8-9)

 洁净长大麻风的

 治百夫长的仆人

 医治彼得岳母

 平静风和海

 命令鬼入猪群

 医治瘫子

 医患血漏的女人

 医治管会堂的女兒

 两个瞎子得医治

 赶出哑吧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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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比喻（13：10-35）

耶穌為什麼要用比喻?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
聽不見，也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豫
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
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 (13:13-15)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
对他们说甚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
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1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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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三次预言受害

馬可福音 8-10 馬太福音 16-20

耶穌第一次預言受害 8:31 16:21

耶穌第一次教導門徒 8:32-9:1 16:22-28

耶穌第二次預言受害 9:30-32 17:22-23

耶穌第二次教導門徒 9:33-37 18:1-5

耶穌第三次預言受害 10:32-34 20:17-19

耶穌第三次教導門徒 10:35-45 2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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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预言（24章）

 聖殿被毀 (24:1-2)

 耶穌降臨及世界末了的預兆(24:3-22)

 人子降臨, 人人必看見. (24:25-28)

 人子降臨, 在災難之後. (24:29-31)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但那
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
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
道。 (2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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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受死与复活（26-28章）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
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26:39)

 大祭司對他說，我指著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訴我
們，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耶穌對他說，你說
的是。 (26:63-64)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忽然殿裡的幔子，
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盤石也崩裂。
(27:50-51)

 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
釘十字架的耶穌。祂不在這裡，照祂所說的，已
經復活了。 (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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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大使命（28：18-20）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
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
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
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