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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我们都有很多经历，是我们转眼就忘了的，但有一些经历在如此多的方面冲击
着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终生难忘。也许这对你来说，是你一开始相信基督的时
候，你结婚的日子，或者失去一位亲爱的人。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有过这种经历的
时候，它们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当我们
把圣经应用到我们所处的现今世界，情况也是一样。虽然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上帝做
过的事，但新约在基督里的来到，是改变我们理解一切事物的中心事件，包括把圣
经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
这是他赐给我们圣经： 释经的基础这一系列的第九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
题，是现今应用和新约。我们在这一课要探索，在基督里的新约应该怎样引导我们
把整本圣经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时代。
我们在上一课学习到，我们在把圣经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时，必须承认旧约圣
经的时期发展。我们看到在所有圣经历史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发展线索。圣经教
导我们，上帝在天上的宝座上，在辉煌的荣光中作王，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把
他可见的荣耀从天上扩展到全地，虽然有各种的反对，他也要这样做。作为按上帝
形象样式受造的人，上帝命定人类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为他荣耀最终的彰显做好
准备。当上帝的辉煌四处闪耀时，每一个受造物都要敬拜他，赞美他，直到永远。
我们也看到，有这幕后圣经故事发展线索的这出戏，是通过六大幕，或六个时
期或时代发展出来的，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的圣约时期和在基督里
的新约，它们是一个接一个累积建立起来的。这些时期发展的累积性质提醒我们，
虽然上帝的子民绝不可回头用过去的方法服事上帝，他们也绝不可忘记把过去的教
训合宜应用到他们自己的时代。
我们在这一课要分两步探索现今应用和新约。第一，我们要看在基督里新约的
应验。第二，我们要看新约应该怎样指引我们在今天应用圣经。让我们首先来看新
约在耶稣基督里的应验。

-1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thirdmill.org

他赐给我们圣经：释经的基础

第九课：现今应用和新约

应验
我们经常会设想，面对一种特别的经历 — 比如赢得比赛，或者进入人生新阶
段时，我们究竟会如何反应。但许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些经历本身却和我们期待的
大不相同。对于圣经时期的上帝子民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在基督降临之前，上帝
向他的百姓启示透过基督将来成就的许多预言。但是当新约在基督里终于来到的时
候，它和上帝子民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
要看这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要看圣经中新约应验或实现的所有三个方面。首
先我们要稍微来看旧约圣经中出现的展望。第二，我们要描述在两约期间发展出来
的看法。第三，我们要描写新约圣经是怎样讲新约的应验。让我们首先来看旧约圣
经对新约的展望。

旧约
旧约圣经对新约的盼望，是出于上帝通过先知耶利米说的话。耶利米是接近主
前 586 年耶路撒冷被毁时期服事上帝的先知。
虽然在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有严厉的审判降下打击犹大，但上帝在耶利米书
31 章 31 到 34 节宣告了将来的一个伟大盼望。请听圣经是怎样说的：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上
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
的罪恶。”（耶利米书 31 章 31-34 节）
这一段经文给上帝的百姓带来很多奇妙盼望。正如我们在耶利米书 31 章 31 节
看到的，上帝要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立一个新约。新约不会失败，因为正如
33 节解释的，上帝要实现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心上”这个理
想。也正如 34 节表明的那样，这些祝福绝不终止，因为上帝要永远“赦免”，
“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我们思想这些新约时期的盼望时，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是
比它们更大的。
到了我们这一课的这一点上，我们要看旧约圣经是怎样讲到这些新约盼望的应
验。首先，很明显上帝起初应许当他让以色列从被掳中归回时，他要赐下这些祝
福。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耶利米书 31 章 31 节很简单，开始的时候用了“日子将
到”这种泛泛的说法，但在直接的上下文中，这种时间的说法是相当清楚的。耶利
米书 31 章 31 到 34 节是耶利米书更大段落的一部分，这一段常被称为回归之书，
是从耶利米书 30 章 1 节到 31 章 40 节。这一大段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它重复讲了
对被掳和被掳后祝福的几种描述。请听耶利米书 30 章 3 节，在靠近回归之书开始
时是怎样说的：
-2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thirdmi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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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
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耶利米书 30 章 3
节）
“日子将到”这说法出现在这节经文中，正如它出现在耶利米书 31 章 31 节关
于一个新约预言开始的时候一样。在这节经文中，“日子将到”是明确与上帝使他
百姓中被掳的归回，使他们回到那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光照下，很清楚耶利米书 31 章 31 节一开始是把一个新的约和以色列归回
应许之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旧约圣经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回归要在历史到了“末
后的日子”或“最后的日子”达到顶点时才会发生。这要带来新约的建立，以色列
从被掳中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受膏的那个大卫子孙在世界范围作王，以及
受造界得以更新，都要一道的发生。
上帝也在耶利米书 29 章 10 到 14 节向耶利米启示，可以盼望这新约时期在什
么时候开始。请听这位先知说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
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你们要呼求我，祷
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我也必……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
到的各处招聚了来。”（耶利米书 29 章 10-14 节）
上帝在这里给人盼望，如果以色列“呼求他，祷告他”，他就要在七十年后使
他们“回”应许之地。耶利米书 25 章 12 节也启示了同样的时间表。
事实就是，上帝在主前 538 年让波斯皇帝塞鲁士下令，叫以色列人返回应许之
地。所以在历代志下 36 章 20 到 22 节，历代志的作者结束这卷书时指出，耶利米
关于被掳七十年的话在这时应验了，这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
那在末后日子，新约日子临到的许多其他祝福又怎么样了呢？令人难过的是，
回到应许之地的人又常常不服事上帝。结果就是耶利米书 31 章预言的新约极大祝
福被延后了。
这正是但以理在但以理书 9 章 24 节认识到的事情。那时上帝对他讲话，讲到
耶利米关于七十年预言的应验：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净罪
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所。（但以
理书 9 章 24 节）
正如这节经文表明的，上帝颁令延迟末后日子，就是新约日子更大的祝福，推
迟“七十个七”，比耶利米起初的七十年长七倍。到了那时，新约的盼望就要实
现。罪过将被止住，罪恶将被除尽，赎罪将完成，义要临到，异象和预言要被封
住，至圣所要受膏抹。
-3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thirdmi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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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为了耶利米 70 年被掳的预言而祷告时，他其实是如此求问：
“时间已经满了，主啊！现在是怎么一回事？”而临到他的答复则
是：那不只是 70 年啦，而是 70 个 7 年，也就是要给土地补满过去
以色列人的怠慢，没有遵守的安息年。因此，这让我们看到，在解
释圣经时，有时上帝的应许可以照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有时那预
言的意思却是暗示性的。例如，在启示录里，我们会看到旧约的一
些图像，但其使用则是与在旧约里不一样。好比说，启示录里灾祸
的描述，就不是在讲发生于埃及地的灾祸。出现在启示录的灾祸，
是把上帝的审判做出比较。因此读圣经时，读到后来的作者如何引
述之前的作者所写的，我们心思要放开。我的意思是，就某个层面
而言，的确是有一个 70 年的流亡，但上帝还有另外的意思，若非借
着天使启示，但以理也无从知道。
— 柯瑞格·凯纳博士
我们已经看了，在旧约中因为上帝子民的悖逆，新约的全面祝福被推迟了。现
在让我们来看两约之间时期 — 旧约和新约之间的时候 — 特别是在耶稣在地上工
作开始前不久，很多以色列人发展起来的对耶利米预言应验的看法。

两约之间时期
第一世纪时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耶利米对新约的预言还没有完全应验。新约圣
经的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以色列人中不同的宗教派别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些基
本问题上有广泛的一致看法。
到了两约之间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拉比是从历史的两大世代这个
角度来论述末后日子，或新约时期的盼望。
首先，他们把之前的历史和他们当时的处境称为“这个世代”。在被掳期间邪
恶明显胜过了上帝的百姓，这就让拉比们把这个世代看作是失败、忧愁和死亡时
期。其次，拉比们也讲到历史的第二个伟大世代，将来荣耀的时候，那是“将来世
代”。将来世代也称为是“末世”，“上帝的国”，以及新约时期。拉比们盼望这
世代来到的时侯，上帝为历史制订的旨意要得到成就。他要让悔改的被掳之民大量
回归，恢复大卫的宝座，把他的统治扩展到全地，审判那些拒绝顺服上帝和大卫那
位子孙的人，并且把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扩展到地极。
除此以外，以色列绝大多数的拉比也教导说，从这个世代向那个世代的过渡，
要断然在大卫那位伟大的子孙 弥赛亚出现时发生。弥赛亚要带来世界历史的宏伟
转折点，从失败转向得胜，从邪恶转向公义，从死亡转向永生，从黑暗转向充满上
帝光辉荣耀的世界。
了解了旧约和两约之间展望的这个背景，就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是怎样解释耶
利米对这个新约盼望的应验。
-4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thirdmi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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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
我们都知道，耶稣在与门徒吃最后晚餐时，他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立
的新约。”使徒保罗也称他自己和他的同伴是“新约的执事或仆人”。希伯来书多
次引用了耶利米书 31 章的预言，证实基督徒是生活在新约时期。但是，当我们把
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事与耶利米书 31 章对那个新约的描述进行比较时，我们意识
到我们还没有看到整个新约应许的完全成就。上帝的律法还没有完全地写在我们的
思想和心里。教会里的人仍需要被教导去认识主，我们仍受到命令，祈求我们罪得
赦免。所以，耶利米如此多的期望还没有都应验，我们怎么可能是在新约的时期
呢？答案就在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启示的奥秘，以及他展现这启示在新约时期成
就的方式。
不同的新约人物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比如耶稣在他讲的几个比喻中宣
告，上帝的国伴随着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开始，要随着时间渐渐增长，在他在荣耀
中再来时达到高潮。
使徒保罗在比如像以弗所书 3 章 3 到 5 节的地方讲了这些问题，指出关于末后
日子的奥秘，对过去的人来说是隐藏的，但现在在基督里已经启示出来了。
保罗也在其他几个地方，比如罗马书 11 章 25 节，16 章 25，26 节，歌罗西书
1 章 26 和 27 节提到这个奥秘。在这些和别的经文里，保罗说基督徒对在基督里末
后日子看法的不同方面是奥秘，因为它们向之前世代的人来说是隐藏起来的。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几次提到福音，或是福音的不同层面乃是上帝的
奥秘，但用奥秘这个词语，并非说那些是神秘的，隐晦的事情，忽
然彰显出来，或是一个无人能解开的谜。如同一个新约圣经学者所
描述的，奥秘对于保罗而言乃是上帝在旧约里隐藏的，没有明白显
示的事情，但现在借着基督的显现而将启示呈现出来，人们因此回
头看，而说道：在这里，还有那里，都在讲到这件事。因此，保罗
不是在说一件本来不存在的事，而是指出我们所错过的，因为旧约
圣经里，诗篇和以赛亚书都提到关于弥赛亚要来，犹太人和外邦人
要合一。因此，保罗要说的是，例如等候上帝赐予我们祂的灵，新
约的应许等，都出现在旧约的各处，而现在这些细节是如何的连贯
起来呈现出来。
—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以弗所书 3 章，保罗讲到上帝让他知道的职分，他在讲的是上帝的
福音。福音是一个奥秘，意思就是说，福音本来是隐藏的，直到上
帝采取行动向我们显示；就福音而言，那的确是个公开的奥秘，乃
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福音的宣讲，这奥秘才向我们显现。而以弗
-5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thirdmi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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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书 3 章，保罗讲到的奥秘，有时也是关乎基督的身体，是因着福
音的传讲而成为实体。以弗所书 3 章提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彼此相
爱，合成上帝国度的有机体。这样的服事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因
此，保罗说基督难测的丰富如此向外邦人显明。而身为一个外邦
人，我的确很高兴福音能传给外邦的众人。然而这的确是个奥秘，
主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使得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
合为一体。
— 桑德斯·威尔森博士
上帝向使徒和先知启示的奥秘，导致一种对新约时期的看法，新约学者经常把
这描述为是奠基或“已开启的末世论”，或者是“已然，未然”。无论用什么术
语，我们都能看到耶稣和新约圣经作者教导说，在上帝为末世制订的计划中，新约
时期的应验要分成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耶稣第一次来，他的使徒和众先知的工作 开启了新约时期。这就是新
约圣经把耶稣和他使徒的日子称为“末世”的原因。我们在希伯来书 1 章 1 到 2 节
看到：
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
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
界。（希伯来书 1 章 1-2 节）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把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读者生活的时候称为“这
末世”。正如经文所说，随着耶稣开启国度，旧约圣经所应许的末后日子已经临到
世上。
新约圣经强调，新约时期这开启的阶段包括了耶稣在道成肉身、受死、复活、
升天和圣灵浇灌中成就的一切。这特别的时间也包括了使徒和先知为教会做的奠基
工作的事奉。保罗在以弗所书 2 章 19 和 20 节这样说：
上帝家里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
为房角石。（以弗所书 2 章 19-20 节）
第二，新约时期的 延续扩展贯穿在教会历史的整个时期，在这时期，基督通
过传讲福音和福音改变人的影响，在万民当中扩展教会。
这就是新约圣经作者在像提摩太后书 3 章 1 到 5 节这样的地方，把整个教会历
史时期说成是末世的原因。请听这里是怎么说的：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
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
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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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摩太后书 3 章 1-5 节）
这里列出的“末世”的罪，是在保罗的日子发生的罪，并且继续发生，贯穿历
史，直到今天。
在以弗所书 3 章 9 到 10 节，保罗把这同一时期的特征说成是在基督里启示的
奥秘：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借着教会使天上执
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以弗所书 3 章 9-10
节）
有鉴于此，我们把教会历史整个时期看作是新约时代，这就是正确的。
第三，基督再来，实现上帝为整个历史立定的最终目的时，新约时期末后的日
子就达到成全或完满。这就是新约圣经作者把基督再来时国度完满描写为是“末
世”的原因。耶稣在约翰福音 6 章 39 节对他的门徒说：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
却叫他复活。（约翰福音 6 章 39 节）
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关于他与父关系的事。他说的“末日”指向那最终的一
日，那时他要在荣耀中再来，死人要复活，上帝要审判世界。
保罗在以弗所书 1 章 9 和 10 节也把这时候描写为上帝在基督里启示的一个奥
秘。保罗在这些经文中把完满描述为：
……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
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 1 章 9-10 节）
正如新约圣经表明的，耶稣在第一次来时开启了新约，今天通过世界范围的普
世教会，继续启示新约，当基督作为万有之王在荣耀中再来时，新约时期的完全审
判与祝福就要来到。
我们探索了新约在基督里的应验后，现在就可以来看我们这一课的第二个主要
话题：基于新约时期不断展现这个特征，我们来探讨圣经在现今的应用。

应用
正如我们在后来的几课将要看到的那样，对于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在新约时期的
人而言，我们可以说的有很多。其中有数不尽的文化考虑和个人考量。但在此刻，
我们要看新约圣经对新约时期三个阶段的教导，是怎样引导我们把圣经应用在我们
-7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thirdmill.org
.

他赐给我们圣经：释经的基础

第九课：现今应用和新约

今天的生活当中。虽然应用的这些方面其实是概括性的，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不可
代替的视角，让我们明白如何在我们当代使用圣经。
凡在剧院里看过话剧的人，都知道坐的位置会影响看表演的视线。从不同的角
度看，相同的角色和动作看起来会很不一样。看全面演出的最好方法，就是坐不同
的座位，不止一次看这出戏。从很多方面来说，耶稣和新约圣经作者就是这样教导
基督的教会在新约时代应用圣经的。通过从不同视角查考圣经，我们就得到更好装
备，来把圣经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想象一下，一个忠心跟从基督的人，坐在一个舞台上读圣经，这舞台的背景被
分隔成三面巨大的屏风。我们从观众席的这一边，看到这位基督徒以基督已经开启
的新约为背景阅读圣经。从观众席的中部位置，我们看到另一位基督徒以基督延续
展开的新约为背景阅读圣经。从观众席的另一边，我们看到有人以基督完满了的新
约为背景读圣经。跟从基督的人，都是用这种或那种的方式，通过思考所有这三种
视角，以此研读圣经，把圣经应用到当代世界。
换言之，信徒学习圣经的时候，需要把每一处经文与基督开启新约时已经成就
的事联系起来，思想基督在地上工作时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同时，我们也要在新约
时期延续的光照下来看圣经的教导，寻求圣经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意义。另外，很
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基督在我们世代完满时要成就什么的镜头来看圣经，活着做好
准备，迎接基督在荣耀中奇妙再来。
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探索关于新约应用的这三个角度，但我们只触及两个重点
即可。第一，我们要概括在新约圣经时期应用圣经的一些普遍指南。第二，我们要
举一个应用的例子，说明这些策略。我们首先来看一些普遍的指南。

指南
我们在以前的一课里，把应用的过程定义为：
把圣经文本的原本含义与当代受众恰当联系起来，冲击他们的观
念、行为和情感。
正如这定义指出的那样，对圣经的每一个应用，都牵涉到把原本含义和当代受
众 恰当联系起来。
首先，我们需要辨认出，圣经作者在哪些方面寻求冲击他们原本受众的观念、
行为和情感，以此确定一段经文的原本含义。然后，我们能通过确定，一段经文如
何冲击今天的人的观念、行为和情感，以此把这原本含义应用在 当代受众身上。
正如我们在其它课上看到的那样，我们应用圣经的时候，很要紧的就是要记住时期
发展，因为在起初，每一段经文都是为了生活在圣经信仰的不同阶段，而不是专为
我们当代的人写的。所以，到了我们这一课的这一点上，就让我们来关注时期发展
怎样把圣经的原本受众和生活在新约时期的当代受众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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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我们要讲的意思，我就来简单看看两个方向。第一，我们要把 旧约圣
经经文在新约的应用作一个概括性陈述。第二，我们要同样来看新约圣经经文。让
我们从旧约圣经看起。

旧约圣经
正如我们在前面一课看到的那样，旧约圣经讲到圣经历史有六个主要的圣约，
但旧约圣经书卷的写作，只出现在它们中两个圣约的时期，就是摩西之约和大卫之
约的时期。每一处旧约圣经经文，都是针对生活在摩西之约时期或大卫之约时期上
帝百姓的需要而写。这样的话，在起初，旧约圣经经文向上帝百姓传递的观念、行
为和情感，是切合这两个圣约时期的神学发展的。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有必要搭建从旧约圣经经文含义通向新约时期的桥梁。
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知道在这过程中，唯一无缪的引导，就是新约圣经。所
以，至关重要就是看新约圣经作者是怎样把旧约圣经应用到新约的全部三个阶段。
例如，新约圣经给了我们许多例子，说明基督是怎样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应验了旧约
圣经的教导。它也让我们关注，基督在延续的阶段，是怎样继续应验旧约圣经的教
导。另外，新约圣经指出，基督要在新约完满的时候应验旧约圣经教导的不同方
式。
圣经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上帝的国度，但这个名词却只出现在
新约圣经里。虽然在旧约圣经里我们到处会读到这样的宣告：主耶
和华掌权，但新约圣经作者们是从基督来到的角度，去看这个旧约
圣经的主题，因此福音书的作者们总结耶稣的教训，就是教导上帝
的国度。他们记录耶稣所说的，就是上帝的国已经在眼前，天国已
经临到，因此过去谈到耶和华掌权，治理祂的百姓和万邦，现在因
着基督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已经出现于以色列的地域，上帝的国
度已经体现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基督如何升天，如
何从宝座治理全地；就是谈到基督已经升天，而祂的复活要被传
讲，人们要被吸引归降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不过‘主的日子’，这个
名词也带着一个未来的含意，就是基督要再来。使徒行传第一章告
诉我们，他如何离去，也要如何再来；还有也提到最后的证实，就
是当撒旦被释放出来时，上帝的子民要在最后的欺骗和叛逆中经受
考验，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祂要征服撒旦一切的伎俩，得到全然
的胜利。
— 贵葛·派锐博士

读新约一个迷人之处，就是看到福音书是按着旧约的一些主旨，来
描述耶稣。有许多的地方记载都是如此显示。其中一个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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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耶稣被描述成摩西的样式。的确，在某些方面，耶稣如同是第
二个摩西，来带领一个新的、更大的出埃及的作为。就耶稣是第二
个摩西，我们马上想到几个相似之处。好比说，他受施洗之后，就
去到旷野。他在约旦河受浸，这个经历就好像以色列人经过红海，
然后就进入旷野。耶稣在旷野地遭受试探，如同那些以色列人一
样。但耶稣是一个信实顺服的儿子，对比以色列人的不顺服。旷野
试探之后，耶稣成为得胜的领袖，他接着到山上颁布新的律法，就
是马太福音 5 章的登山宝训，在那一章里，耶稣是被好像描绘成一
个新的立法者……透过这些叙述，我们一而再的看到福音书和旧约
的关联与一致性，而耶稣就是来完成多年之前已经开始的救赎故
事。
— 麦克尔·柯鲁格博士
知道了应用 旧约圣经经文的这种基本模式，就让我们来看把新约圣经经文应
用到新约时期这个问题。

新约圣经
一眼看上去，在基督徒应用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并不需要考虑时期发展
的问题，因为新约圣经是成书于新约时期。但是，很重要的是要记住，整本的新约
圣经是在新约开启或奠基的阶段写成的。今天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开启阶段，我们而
是生活在新约时期的延续阶段 。为此，当我们把新约圣经应用在我们当今人生
时，我们脑海中要保持这种时期的差异。
新约圣经出于教会奠基领袖之手，一开始是写给生活在新约时期开启阶段的人
的。这些作者所写的，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延续阶段的人有很多关系。所以，即
使我们生活在这些书卷写成几千年之后，它们仍对我们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
我们只需思想我们今天的生活与新约圣经成书时期之间的几个不同地方。例
如，和今天不同，当时的人可以直接求助于生活在那时候的个别使徒和先知，寻求
他们的指南。我们在腓利门书看到这一点。而且，共性的问题可以由教会奠基的领
袖互动决定，例如使徒行传 15 章的耶路撒冷会议。但在我们今天，我们没有那些
奠基性的权威生活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依赖新约圣经对他们教导作的总结，
以此帮助引导我们。
除此以外，新约圣经包括了很多神迹和超自然事件的例子。耶稣和他的使徒和
先知，有特别的恩赐行这样的神迹，以此建立他们的权威。虽然那时情况是这样，
但今天的权威是由新约圣经本身的标准建立的。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区别，通常就
会对我们今天怀有错误的期望。可以肯定的是，上帝在新约延续的时候能继续在教
会当中行神迹，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阶段，这些神迹事件发生的频率大大不及
基督和使徒生活在地上的时侯，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失望。
-10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thirdmill.org
.

他赐给我们圣经：释经的基础

第九课：现今应用和新约

而且，新约圣经作者主要是让自己关注在对新约开启特别重要的教义和实践问
题上。例如，在新约圣经中，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比上帝的国从犹太人的根基上扩
展到外邦人世界得到更多关注。新约圣经中讲到的一个接一个的争议问题，讲的是
跟从基督的人是否要遵守旧约做法和附加的犹太人传统的问题。虽然确实这些教导
与今天的教会有关系，但基督的教会已经脱离了很多这些在教会奠基时期的争议。
随着福音继续传遍全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种类的问题。
有时候我真想回到使徒的时代，得以亲眼见证使徒们的讲道服事，
以及他们所施行的神迹奇事，还有他们所带入教会生活的每件事。
当然初代教会的许多生活经历也和我们现今所经历的类似。我的意
思是，在世界许多地方，教会仍然还是受到逼迫，而我们所信守的
福音，也就是初代的信徒所相信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使徒
的服事在特定教会历史中是独特的，我们是在他们立下的根基上继
续建造，阅读那些使徒们所写下的经文。而在教会里，使徒的职事
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乃是被赋予一个独特的基础性事工，现今的教
会则是建立在他们所立的根基之上。
— 菲利普·莱肯博士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把新约圣经应用到现今世界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原本含义是牢固建立在新约时期的开启阶段的。有了这原本含义，我们就能考虑新
约时期内部的进一步发展，把它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时代。
看完在新约时期应用旧约和新约圣经的总体指南之后，让我们来看说明这些原
则的圣经例子。我们要举圣经强调的争战为例。

例子
每一个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很关注与邪灵，与追随邪灵之民争战的这个
主题。旧约圣经几乎每一卷书都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触及这个主题。新约圣经反复
表明，旧约中与邪恶争战，在新约时期继续。
在旧约里，上帝常被描述成是勇士，勇士君王，争战的英雄。我的
意思是，我们可能难以理解这样的描述，但是在古时候，争战对于
以色列人是很平常的。例如，埃及的法老王不让上帝的百姓离开，
因此上帝就有那些作为，先是降下各种灾祸，而最后上帝就是为以
色列人而争战，把埃及的军队全淹没在红海里；然后摩西和米利暗
唱诗歌赞美上帝，说祂将军兵的车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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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诗歌里被描述成是勇士。我们的确也看到，当以色列进入迦
南地时，上帝也为他们而争战。
— 大卫·蓝穆博士
这个主题的突出地位带来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
的生活？不管我们是在读旧约还是新约圣经，如果我们要对这主题如何应用到我们
生活当中有一种更全面认识，就必须以在基督里新约时期三个阶段为光照看待这个
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关注我们这个时期的开启。新约圣经清楚表明，在世上与邪恶
争战这个主题的一些方面，是独特地在耶稣地上的工作中应验了。耶稣他自己指
出，他与门徒一起事奉过程中所做的一些事，表明他战胜了邪恶。
例如，我们在路加福音 10 章 18 和 19 节看到，耶稣的门徒赶鬼归来之后，耶
稣是怎样回答他们的。
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象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
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路加福音 10 章 18-19 节）
还有，按照歌罗西书 2 章 15 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此击败了邪恶的灵里
势力：
耶稣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
夸胜。（歌罗西书 2 章 15 节）
类似，保罗在以弗所书 4 章 8 节指出，基督复活升天，这是他争战得胜。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以弗所
书 4 章 8 节）
在这些和类似经文的光照下，每次我们看到旧约或新约圣经中与上帝仇敌争战
的主题，我们总应记住，基督在新约时期开启阶段怎样完成了他要发挥的作用。离
开基督成就的事情，人就没有希望能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
基督在祂第一次来的时候，表现为战争，或成就了的争战，可以被
描述为是与撒旦争战。创世记 3 章 15 节，上帝应许堕落之初的亚当
和夏娃，会有一个救赎者来到。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撒
旦的头被压碎，而耶稣的脚跟被伤——不管你是用什么词语来描述，
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全然征服撒旦。
— 霍华德·艾里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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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基督徒认为基督要等到末世祂再来的时候才会摧毁邪恶。但
是，事实上耶稣基督在他首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消除邪恶了。我们
可以说，他原则上是消灭了邪恶，也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打败魔
鬼，为祂的再来立下根基。邪恶还在世界上，我们也还活在其中，
但是，邪恶是处于灭亡之路上。在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争战里，他废
除了仇敌的权势和能力，征服了他们，使他们成为让人围观的被掳
者，他借着祂的死亡和复活，战胜魔鬼的作为，得到重大的胜利。
— 迦桑·卡拉夫博士
除了我们这时代的开启，每次我们看到圣经中争战的主题，就必须准备好把它
应用在新约时期的延续阶段。
虽然基督他自己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开始了最终击败邪恶的争战，但是，新约
圣经教导说，贯穿整个教会历史这争战仍是每一位信徒经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0 章 4 节确立，福音广传是针对邪灵的争战。他在那
里说：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
攻破坚固的营垒。（哥林多后书 10 章 4 节）
保罗以类似的方式，在以弗所书 6 章 12 节讲到教会的争战：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
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 章 12
节）
请注意，在这两处经文中，我们作为基督徒进行的争战，性质是属灵的争战。
正如耶稣在我们新约时期开启时所做的一样，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我们
是与“执政的”和“掌权的”争战，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在基督国度
延续的时期，我们是与在这世界上工作的撒但和其它邪灵，而不是与人争战。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 5 章 19 和 20 节写下这番话：
上帝……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
就好象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
（哥林多后书 5 章 19-20 节）
作为生活在新约延续时期的上帝子民，我们不是与我们的人类同胞争战。我们
而是“基督的使者”，通过传基督的福音，努力救人脱离罪的辖制。我们通过敦促
人“与上帝和好”，进一步挫败撒但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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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2 章 14 节也把福音事奉描写为基督得胜凯旋，这就
不令人感到惊奇了：
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哥林多后书 2 章 14 节）
无论我们是从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列举的争战例子，跟从基督的人都总要随
时做好准备，把这个主题应用到新约延续时期他们每天的事奉当中。
基督借着现今教会以不同的方式达成祂与邪恶对抗的使命，但是在
这里我们思考上最主要的是要明白基督的国度，和我们认为的一般
性的王国，是不一样的体系。在耶稣的时代，有些人误认为祂是来
建立一个政治性的体系，现今我们也是从我们的国家，民族或是社
会经济的利益，而希望基督不是借着十字架，而是以冠冕或是刀剑
的方式来争战。保罗在以弗所书 6 章教导我们关乎属灵争战的事
情，我们要祷告，要与人分享福音，要有信心，要施行公义，最主
要的争战利器就是上帝的话语。马丁路德在他写的《上主是我坚固
保障》的诗歌里，就提到上帝的话语胜过世上一切的力量。因此，
借着祂为仆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得胜，达成其属灵争战使命的乃是上
帝的话语。如果我们要遵循基督的样式，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十
字架的生活。我们要效法基督，如同腓立比书 2 章所讲的，要有基
督的心，让人们得以区分福音和基督信仰，是与其他宗教不一样
的。一般人都认为宗教是强制性的，这是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例
如伊斯兰教的对比。伊斯兰教无法明白一个不强制人的上帝，而基
督信仰基本上是相信十字架，自我倒空，为别人的缘故而付出自己
的生命，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因此基督信仰是呼召人来牺牲，效
法基督的榜样，使得其他人愿意来就祂，以祂为生命的主。
—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
新约圣经不仅把争战的主题与我们时期的开启和延续联系在一起，它还把这与
新约时期的 完满联系起来。
正如基督他自己在第一次来的时候争战，同样他在荣耀中再来时，要完成对一
切邪恶的所有争战。当他再来时，目前作为他忿怒对象的灵界势力和他怜悯对象的
人类之间所存的分别界限，都将要淡化消失。约翰在启示录 19 章 11 到 15 节就是
这样描写争战的：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
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
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启示录 19 章 11-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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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基督与邪恶进行最后一战的这场面，都是我们得胜和在新天新地
得永生的盼望。当罪和死最后被击败，基督就要作王，并要邀请所有跟从他的人在
得胜中一同作王。
圣经里关乎争战的主题，特别是旧约圣经里，讲到上帝的审判，祂
的忿怒， 这些要如何开展，在末世的情况会是如何，这些都是重要
的主题。但是在新约里，这个主题是以两种方式在延伸。首先是与
基督有关，祂以一个神圣勇士的身份来到，并且与罪恶争战；但祂
不是对付罪人，而是罪恶本身。就某个层面而言，祂也是一个受害
者，成为一个承受上帝全然忿怒的人，而不是发出忿怒的那一位。
而罪人至终因为躲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而得以避开上帝的烈
怒，如同那些在基督里经历审判的人。为此，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祂要带着祂的子民，要与那些不肯悔改，或是不在信心里跟祂联合
的人争战。我们会在圣经里看到一些图像，例如大水淹没以色列或
应许之地，或是亚述和巴比伦对以色列的争战，以及一些末世审判
的描述；然而那些实际上都是在描述基督如何为我们而进入那些争
战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两幅图画：上帝的恩典使得祂进入争
战，为我们承受咒诅和忿怒；另外则是上帝的公义，祂要再回来，
那些不肯和祂联结的人都要承受相同的审判。
—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我们总要记住，在解释贯穿圣经中争战的主题时，总要在基督作为得胜的勇
士，在他再来的伟大完满之光照下来解释。
新约圣经处理争战主题的方法，对我们把圣经应用到自己生活所在的日子很有
启发作用。肯定的是，我们需要学习每一个个别的主题，因为新约圣经是以不同方
式发展这些主题的。但是，为了更充分应用任何圣经主题，我们必须在基督里从新
约的开启、延续和完满的光照下来看这些主题。不管我们怎样开始探索任何主题，
无论是从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开始，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通过认识它
们是怎样在新约时期全部三个阶段的应验与成就，以此来把这些主题应用到我们生
活当中。

结论
我们在现今应用和新约这一课，看了在基督里新约是应该怎样影响我们把圣经
应用到当代世界的努力。我们已经注意到，怎样从在基督里我们所在这时期的开
启、延续和完满来看旧约圣经对新约盼望的应验。我们已经举例，旧约和新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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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主题，应用到当代生活当中时，应该怎样与新约这同样的三个阶段相一
致。
在基督里所立的新约绝不可小视，恰好相反，它是上帝为整个历史所定旨意的
最高峰。这样，它就深深影响我们在当代世界应用圣经每一部分的方方面面。作为
跟从基督的人，我们必须总是在新约圣经解释上帝在基督里成就工作的光照下来读
圣经。我们回顾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看他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我们展望他再
来时要成全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为新约中的人，把圣经应用到我们的当
代世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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