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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指导如何启动你自己的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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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果你是古代世界中的一位伟大国王，你决心把你的统治扩展到其他国家，

你会怎样治理你的王国？当你的帝国越来越大，你会怎样确立帝国的基本国策？这

些都是我们查考旧约圣经时要问的好问题，因为旧约圣经描述上帝是至高无上身为

上帝的君王，决心要把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古代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那时代，伟

大的人类君王通过国际条约或盟约，统治他们不断扩张的王国。所以，当他们知道

上帝也是通过圣约治理他不断扩张的国度，就不感到奇怪。上帝的国扩展到全地时，

他的圣约确立了管理他国度的基本国策。 
 

这是《旧约的国度、圣约和正典》，我们这系列课程的第三课。我们给这一

课定的标题是《上帝的圣约》。我们在这一课讨探讨上帝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圣约治

理他的国度，在全世界范围拓展他的国度。 

 

我们在这一系列了解到，旧约圣经正典的书卷是写给不同时代和处境的上帝

子民的。然而，每一卷书的展望都建立在一套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是所有旧约圣

经作者共同持守的。他们都相信上帝对历史的宏伟旨意，就是要把他的国度从天上

扩展到地极。他们也相信，上帝通过一系列主要的圣约，在不同时期治理他扩张的

国度。实际上，旧约圣经作者写书的目的，是通过把他圣约的政策应用到不同处境

的挑战当中，从而进一步推进上帝的国度。正因如此，认识上帝的圣约，这对于把

握旧约圣经每一部分的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探索旧约圣经中上帝的圣约，这要分成四大部分。首先，我们将看上帝

的国度和他的圣约之间的关键联系。第二，我们要研究旧约圣经中上帝圣约的历史。

第三，我们要查考这些圣约中的生活动态。第四，我们要探索上帝的圣约中的人。

让我们从上帝的国度和他的圣约之间的联系开始。 

 

 

 

国度和圣约 
 

凡熟悉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约的概念对以色列人的信仰至关重要。通常

翻译为“约”的希伯来文词汇 — 希伯来文是 berîth，在旧约圣经出现了 280 多次。

而约这概念也常常和其他术语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旧约圣经中约占有突出的地

位。但可悲的是，很多人误解了圣经中上帝圣约的基本特征。他们看不到上帝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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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作为身为上帝君王的统治，以及他的国度在地上的增长是如何密不可分联系在

一起。那么，上帝的圣约与上帝的国度有什么关系？旧约圣经中这两个关键教导之

间有什么关联？ 

 

为了探讨上帝国度目的和他圣约之间的联系，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

我们会提到一些最近的考古发现，这为认识这些联系提供了宝贵的背景。第二，我

们要看到这些发现如何为上帝的圣约这圣经概念提供了重要的见解。让我们从最近

一些考古学发现开始，这些发现对认识我们的主题有所启发。 
 

 

考古发现 
 

跟从基督的人正确认定，圣灵默示了旧约圣经，无论何时何地，旧约圣经都

是上帝的话语。但始终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圣灵是首先为古代以色列人默示了

这些经文。古代以色列人的文化经历为他们奠定了基础，在他们那个时代明白上帝

的启示。而正如我们要看到的，上世纪下半叶的一些考古发现帮助我们把握到，相

信上帝的以色列人是如何理解上帝的圣约和他国度之间的根本联系的。 
 

人讨论圣经的圣约时，常常提及古代近东三种类型的王室文书：第一，君王

之间对等的条约 — 地位相对平等的君王立约，协商彼此关系的条款；第二，君王

的赠与文书 — 揭示古代国王如何将土地或特殊地位正式赐予他们忠心仆人的文件；

第三，宗主国-附庸国条约，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 伟大的君王与较小的、顺从的

君王及其国家订立的国际协议。 
 

实际上，我们只能从君王之间对等的条约获取对圣经中圣约的一些洞见。肯

定的是，旧约圣经提到地位平等的人相互协商约的条款。但是，对于上帝的圣约来

说，上帝从来不与人类谈判，因为无人与上帝平等。在每一种情形里，上帝都行使

主权规定他圣约的所有条件。 
 

除此以外，圣经学者还指出圣经中上帝的圣约与王的赠与文书有一些重要相

似之处。他们特别指出，这些联系聚焦以色列继承应许之地，上帝选择大卫家作以

色列的王朝。但是，正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人常常误解了这些相似之处。 
 

到目前为止，最能扩展我们对圣经中上帝圣约理解的古代王室文书，就是宗

主国-附庸国条约。这些古老的文献给人重要的洞见，看到圣经作者是怎样理解上

帝的国和他的圣约之间的关系。 
 

在旧约圣经的世界，埃及的法老，赫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甚至以色列人

的国王，常常通过征服或吞并弱小的王国来扩张他们的领土。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通过条约或盟约确立了他们不断扩张王国的基本政策。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这样的

国际条约，并把它们称为 “宗主国-附庸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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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宗主

国”，“附庸国”这些

术语困扰你，“宗主

国”简单的意思就是

“皇帝”或“伟大的君

王”。当然，“附庸

国”一词的意思是“臣

仆”“藩王”，或者在

此处的意思是，“大君

王的臣仆”。宗主国和

附庸国的条约确立了规

范大君王（宗主）和较

小的国王（附庸）之

间，他们的国家之间互

动的基本政策。就这样，宗主国-附庸国条约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与一位较小的国王

和他的国家签订的国际协议。 

 

古代近东处境中的王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约的概念之上的。

所以，我们有盟约，古代的约的证据，一位国王或领主，或所说的

“宗主”，会和一些人签订协议，这些人实际上成为他的仆人或附

庸。他们定义了这样的关系，就是领主，宗主规定了一系列条件来

维持一种关系。他会说这样的话：“我要为你提供保护，我要给你

带来繁荣，我要给你一种身份，以此换取你与我一道，把你部分的

作物与我分享，向我效忠，不与其他国王或领主结成效忠的同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往往是一种非常相互的情形。如果我

们开始从这种协议的角度思考王权和圣约的性质，那么我们会发现，

旧约圣经的各个部分似乎非常符合这些宗主国条约的确切元素。 

 

— 布瑞德里·约翰逊博士 

 

宗主国-附庸国条约通常包含七个主要元素。这些条约首先有一个前言，表

明那位伟大君王身份。前言之后是一段历史性的序，重点介绍这位大君王对附庸的

善举。接下来，这些条约转向国王要求他们附庸遵守的具体规定或法律。按照这些

规定，通常会规定每年公开宣读和更新这些条约，列出诸神的名字作为见证，呼吁

神明确保所有义务得到履行。然后这些条约讲到祝福服从和咒诅叛逆。它们通常在

结尾处提到一顿礼仪、献祭的饭食，正式确立这些国际关系。 

 

所有这七个要素和整卷旧约圣经中上帝的圣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对应之处。

但我们不会触及所有这些要素，而是要强调圣经中的圣约如何与这些条约的基本动

态有一种对应关系。 

宗主国-附庸国条约是一位伟大的皇帝 

与一位较小国王的协定。 

宗主  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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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主国-附庸国条约的七个典型要素揭示了伟大君王和他的附庸互动的一个

基本三重动态特征。首先，这些条约强调君王的恩慈——伟大君王对其附庸的仁慈。

在前言中，国王会表明自己是合法的统治者。然后，历史性的序会描述这国如何具

体向他的附庸表示仁慈。君王仁慈的主题如此突出，以至于伟大的君王往往自称 

“父亲”，而附庸则自称“儿子”。 
 

宗主国-附庸国条约的第二个重点是要求附庸忠诚。附庸要遵守王的法律，

献上贵金属、珠宝、奴隶、士兵和部分收成作贡品。列出这些规定，是为了让附庸

能证明他们是那位伟大君王感恩和忠诚的仆人。 
 

宗主国-附庸国条约的第三个重点，是祝福和咒诅的后果。伟大的君王总是

保留他们王的特权，以服务他们王国目的的方式给予祝福和诅咒。但在宗主国-附

庸国条约当中，王宣告要祝福忠诚的附庸，并警告要咒诅不忠诚的附庸。 

 

正如我们要看到的，宗主国-附庸国条约的这三个核心特征，可以帮助我们

更清楚理解圣经中上帝与他圣约子民之间关系的基本动态。 
 

了解了这些考古学发现，我们就要转过来看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圣经见解，了

解上帝国度和他的圣约之间的重要联系。 
 

 

 

宗主国-附庸国条约的特征，是一种基本的三重动态关系。 

咒诅 

祝福 

忠诚 
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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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见解 
 

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提到，旧约圣经把许多不同的关系 — 朋友、配偶、政

治领袖、部落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 描述为约。旧约圣经把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称为约，因为它们用相互的义务，正式把人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旧约圣经

把这些不同约的关系与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相比较。所以，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当

中这些不同类型的约学习到许多关于我们与上帝关系的事情。 

  

但是，我们本课的重点

是圣经对上帝主要的圣约的教

导——他通过这些圣约决定性

地治理他的国度。我们在这里

想到的，是六个出名的、圣经

中的圣约。上帝与亚当、挪

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立

的圣约，以及我们经常说的新

约，一个将来的圣约。在所有

这些例子中，上帝都是通过圣

约来指引他的国度。 

 

在本课后面的部分，我们要逐一考察这些主要的上帝圣约。但在这里，我们

要简单看看上帝与摩西立的圣约，以此举例说明，宗主国-附庸国条约如何让我们

了解上帝圣约的性质。观察上帝与摩西立的圣约，这很重要，因为圣经对这圣约的

启示，都比旧约圣经中任何其他的圣约都要多。 
 

我们看上帝与摩西立的圣约，很快就会发现，它的结构与古代近东宗主国-

附庸国条约很相似。摩西的圣约由我们在这些条约中看到的同样三个要素组成。而

这相似的地方有助我们理解，从根本意义上说，上帝，以色列伟大的君王，立约是

为了治理他的国度。 
 

请看出埃及记 19 章 4-6节，上帝在西乃山与色列民立约。上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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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9:4-6） 

 

上帝通过六个主要的圣约指引他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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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文引入了一段长篇记载，从

出埃及记 19-24章，讲到上帝与以色列人在

西乃山立的圣约。请注意，它明确提到上

帝与以色列人立“约”，并把这圣约和他

的国度联系起来。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这圣约是为了让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

度”，以此实现上帝国度的目的。 
 

在这同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能看

到宗主国-附庸国条约的特点，就是王的恩

慈、附庸的忠诚，以及祝福和咒诅后果这

三重基本动态关系。 

 

首先，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他把他

们从埃及为奴光景解救出来的时候，他所

表现出来上帝的恩慈。正如他在第 4节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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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9:4） 
 

就像古代的人的君王一样，上帝提

醒以色列人，他为他们做了大事。他的恩

慈是他通过在西乃山立约，与以色列人建

立关系的关键。 
 

其次，上帝在主动立下此圣约时，也要求人忠心。请再听第 5 节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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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9:5） 

 

上帝就像古代近东的宗主，要求他国度的百姓忠心。虽然摩西之约是由上帝

君尊的恩慈发起和维系，但上帝仍要求他的百姓听从他的声音，遵守他圣约的规定。 

 

第三，摩西之约也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后果。这元素在 5-6节表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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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19:5-6） 
 

上帝作为以色列身为上帝的君王，清楚表明如果以色列人忠心，他们就要得

到极大祝福。他们要成为宝贵的产业，远超所有其他国民。他们在上帝面前要成为

咒诅 祝福 忠
诚

 

恩
慈
 

上帝与摩西立约的三重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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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正如出埃及记 19-24 章一再举例说明那样，如果以色列

人不忠，他们就会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 

 

很难否认宗主国-附庸国条约与摩西时代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的圣约有这些重

要的对应之处。但近几十年来，一些解经家论证说，圣经中其他一些主要的圣约更

接近于王的赠与文书。在他们看来，王的赠与文书并不包括对忠心的要求，以及祝

福和咒诅的后果。从这角度来看，这些解经家论证说，上帝与亚当和摩西立的圣约

就像宗主国-附庸国条约，它们是有条件、有义务的约。但按这种观点，上帝与挪

亚、亚伯拉罕和大卫立的圣约，一些人甚至认为新约也像王的赠与文书，完全是无

条件、应许性质的约。 

 

但是，把圣经中的一些圣约看成是义务性的，而把另一些圣约看成是应许性

的，这是不够的。的确，一些考古出土的王的赠与文书并没有明确提到忠心，或者

祝福和诅咒的要求。但很多学者指出，其中一些是有提到的。而且这些学者也正确

观察到，古代近东的国王总是要求臣民顺服。每一个上帝的圣约都确立了上帝作为

王，与作为附庸的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中每一段提到上帝的圣约的经文，

都直接论到，或者认定了上帝的恩慈、人的忠心，以及祝福和咒诅的后果。 
 

有时圣经学者认为，一些圣约是应许性质的，一些圣约是义务性质

的；给亚伯拉罕土地，是应许的圣约，在西乃上颁布的律法是义务

性质的圣约。但实际上，我们在圣经和古代近东看到的，是每一个

圣约都有两面性。上帝赐下应许，但同时，应许也伴随着期望，要

人看重和维护这种关系。所以，即使在上帝给亚伯拉罕土地在土地

赠与文书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一点。紧接着，十七章和十八章有这

样的期望，“你要行在我面前，你要教导你的子孙我的道，你要秉

公行义。”因此，上帝在他的圣约中给人很大恩赐，但对人也有这

爱、忠心、向这位伟大君王委身的期望。 

 
 

— 贵葛·派锐博士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上帝国度和他的圣约之间的基本联系，就让我们来看本

课的第二个主题：旧约圣经中圣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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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的历史 
 

  

旧约圣经为我们留下历史记载，说明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上帝的国度在地

上是怎样发展的。这些经文启示了在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的日子，

以及后来在新约，上帝戏剧性地介入历史，与人立约。现在，这些圣约都是为了治

理上帝扩张的国度。但它们强调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适合上帝国度的不同政策。 

有很多方法可以描述旧约圣经中上帝圣约的历史。但我们要把上帝的圣约分

为三组：第一，上帝早期的普世性圣约；第二，他与以色列立的国家性圣约；第三，

新约，旧约先知预言将在历史高潮展开的圣约。让我们先来看普世性圣约。 

 

 

普世性圣约 
 

 当我们说到与亚当和挪亚立的圣约是“普世性”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上

帝在拣选以色列作他特别的选民之前，在太古历史与全人类立的圣约。在这个意义

上，当我们问：“上帝向谁彰显恩慈？谁有义务对上帝忠心？谁要接受他祝福和诅

咒的后果？” 回答就是：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所有上帝的形象都是与上帝立

约，因为他们是通过上帝与亚当和挪亚立约而与上帝紧密联系在一起。 

  亚当      挪亚    亚伯拉罕  摩西    大卫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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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亚当和挪亚立的这两个圣约，

对人类作出了奇妙应许。第一个应许，

就是上帝要差遣一个女人的后裔，夏娃

的一个后裔，一个人，他要作我们的救

主，这就是神人耶稣基督。他应许挪亚，

虽然这世界变得何等邪恶，随着时间推

移，世界变得越来越邪恶，但他再也不

会像挪亚的日子那样，用一场灾难性的

洪水，或一些对自然界的审判毁灭

地……所以，有与亚当和挪亚立的这两

个圣约……比起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

卫所立的更多是国家性圣约，上帝在拯

救世界方面的受众更广，工作更广泛。 
 

— 迈克·罗斯博士 
 

我们要按时间顺序来看这些普世性的圣约，从上帝与亚当立的圣约开始，然

后到挪亚时候的圣约。我们先来看看上帝与亚当立的圣约。 
 

 

亚当 
 

上帝在亚当里与人类立约的历史记载出现在创世记 1-3章。我们都知道，亚

当是第一个人，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是人类历史最早的时期。我们发现圣经关于亚当

之约的教导，是聚焦人类与上帝互动的一些最基本或最基础层面，这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我们要提的是，创世记前三章并没有提“约”这个词。因此，有一些

基督徒不认同上帝与亚当立了正式的圣约。即使如此，有三个证据强烈表明，上帝

实际上与人类的代表亚当立了第一个圣约。 

 

首先，正如我们在本课后面看到的，上帝的圣约的基本动态 — 上帝的恩慈、

人的忠心、祝福和咒诅的后果 — 都贯穿展现在创世记 1-3章。 

 

上帝与亚当立约的第二个证据，出现在何西阿书 6 章 7节。在那里我们看到

这番话： 
 

他们却如亚当背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何 6:7） 
 

这段经文把在何西阿的时候以色列悖逆上帝，与亚当在伊甸园犯罪相提并论。

它讲到以色列人如何像亚当当年那样，悖逆、违反了上帝的圣约。 

上帝与亚当和挪亚 

立普世性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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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亚当立了一个圣约的第三个证据，出现在创世记 6 章 18 节。这是圣

经中第一处实际出现“约” — 希伯来文 berith (ִרית 这个词的经文。上帝在这里 (בְּ

这样对挪亚说话： 
 

我却要与你立约。（创 6:18） 

 

这段经文意义重大，因为它并没有使用通常用来指立约的术语。通常，希伯

来文用动词 karath (ַרת 字面意思是“切” — 来形容立一个新的圣约。但这 —  (כָּ

里译为 “立”的词来自希伯来动词 qum (קּום)，意思是“确认”，或确立一个已经

发起的圣约。当上帝对挪亚说要与他立约时，他的意思是要确认一个已有的圣约 

— 即上帝先前与亚当所立的圣约。 
 

上帝在亚当时候立的圣约，具备上帝与人类互动最基本的特征。为此，我们

可以把它称为上帝的“根基之约”。在这圣约中，上帝为全人类设定了基本的生活

模式。上帝设立亚当和夏娃，作上帝君尊和祭司的形象，要把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

上帝考验他们的忠诚。如果亚当和夏娃顺从他，他就会给他们极大祝福。但他们的

不忠导致了上帝咒诅的后果。简而言之，与亚当的立约为我们在他国度中的角色奠

定了基础。 

 

继上帝与亚当立约之后，第二个普世性圣约，就是上帝在挪亚时候所立的圣

约。关于这圣约，可说的内容很多，但我们只想简单谈一谈圣经记载强调的一些中

心问题。 

 

 

挪亚 
 

上帝与挪亚立的圣约，也是在上帝国度太古时期所立，涉及全人类面临的一

些最基本问题。在创世记 6章洪水之前，圣经第一次提到了挪亚的圣约，在 9章洪

水之后，再次提到了挪亚的圣约。请听上帝在创世记 6章 18 节说的话：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创

6:18） 

 

在洪水之前，上帝通过圣约应许，如果挪亚满足建方舟，把动物带进方舟的

条件，他就要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洪水过后，在创世记 9 章 9-11 节，我们看到

上帝的圣约在挪亚身上得到更新。在这段经文中，上帝告诉挪亚：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立约。凡

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创 9:9-11） 

 



旧约的国度、圣约和正典   第三课：上帝的圣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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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上帝与挪亚立约，并不是简单与挪亚，他的后代，

以及方舟中的 “一切活物”立约。上帝保证“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 

 

在人类悖逆上帝，招致上帝审判的大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立约，但在洪水

过后，上帝与挪亚的圣约确保了受造界秩序稳定。为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上帝的

“稳定之约”。当挪亚和他的家人离开方舟时，上帝承认人类有犯罪的倾向。通过

此约，他设定了一个长期策略，让有罪的人类能实现他的国度目的。正如我们在创

世记 8章 21-22节看到的： 
 

耶和华……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

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

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 8:21-22） 

 

为了推进他的国度，上帝承诺自然界要保持稳定，让有罪的人类有机会完成

服侍他的任务。这普世性圣约，就像与亚当所立的圣约一样，确立了基本的国度政

策，如今仍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时间中的所有人。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上帝主要圣约的历史，是从与亚当和挪亚立的普世性

圣约开始。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国家性圣约 — 当旧约以色列进入上帝国度

旨意中心舞台时，上帝所立的圣约。 

 
 

国家性圣约 
  

我们也要按时间顺序来看国家性圣

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然后是在摩西

里与以色列立的圣约，最后是大卫之约。

让我们从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的圣约开始。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每个以色列人的先祖或

国父。为此，上帝通过亚伯拉罕立下他的

第一个国家性圣约。我们在创世记15和17

章看到直接提到这圣约的地方。第一次提

到上帝与亚伯拉罕，或当时他的名字“亚

伯兰”所立的圣约，是在创世记 15 章 18

节：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

上帝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 

立国家性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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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15:18） 

 
在这里，“立约”这说法按字面意思就是“切约”，用的是希伯来文 karath 

ַרת)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是表示圣约的关系开始的正常说法。然后，若干。(כָּ

年后，上帝确立或更新了他与这位列祖立的圣约。在创世记 17 章 1-2 节我们看到

这话： 

 
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创

17:1-2） 

 
这不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第二个不同的圣约。而这“立约”的意思是上帝说，

他要“确认”他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圣约。“确认”这词是希伯来文动词 qum (קּום)的

翻译。这与我们在创世记 6 章 18 节看到的是同样的说法，当时上帝是在与挪亚立

约，确立或确认与亚当的圣约。 

 
上帝每次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他都讲到“我与亚伯拉罕立的约”。

他从来没有提到多于一个的圣约。当他重申与以撒和雅各的圣约时，

他甚至可以提到“我向亚伯拉罕起的誓”，比如说，这是代表整个

圣约，它包括了在创世记 12、15、17和 22章的所有应许。彼得在五

旬节也讲了类似的话。所以，圣经对此的看法，从圣经提到它的说

法来看，人绝不会以为会有不止一个圣约......我想，任何别的解

释都会变得有点牵强，因为所有证据都最自然让人这样理解，就是

上帝只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圣约。 

 

— 杰弗瑞·尼豪斯博士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的圣约，使他的后裔有别于其余人类。通过此圣约，上帝

选择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在把他的国度传遍全世界这件事上发挥主导作用。亚伯拉

罕的后裔要拥有应许之地。他们人数会加增。他们要把上帝的国度传到地极。出于

这原因，亚伯拉罕之约可以说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之约，他“拣选以色列人的

圣约”。正如我们在创世记 15章 18 节看到的那样： 

 
就在那时候，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了。”（创 15:18） 

 
而在创世记 17章 2节：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创 17:2） 

 

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确立了上帝对他的选民以色列的国度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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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上帝又立了另一个国家性圣约 — 通过摩西与

以色列立的圣约。 

 

摩西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摩西的时候以色列的圣约，并不与上帝和亚伯拉罕立

的圣约冲突。摩西并不是看自己提供了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外的另一种替代。相

反，摩西经常诉诸于亚伯拉罕之约，以此作为自己国度工作的基础。请听摩西在出

埃及记 32章 13节是怎样代表以色列民向上帝恳求的： 

 

求你记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

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出 32:13） 

 

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与摩西所立的国家性圣约并不是取代亚伯拉罕之约

的一个全新圣约。它而是建立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的拣选之约的基础上，并更前进

一步。 

 

我们在出埃及记 19-24章看到上帝在摩西时候与以色列立约的主要记载。我

们也在申命记看到上帝与出埃及的第二代人更新这圣约的记载。当上帝在西乃山脚

下聚集以色列十二支派时，他把他们塑造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民族。

当然，在摩西的时候之前，上帝的子民就已经有了规矩和条例。但像每一个新的国

家一样，以色列人此时一个主要的需要，就是一个法律体系，一套管理他们的法规

体系。为此，与摩西所立的圣约可以名副其实称为上帝的“律法之约”。事实上，

摩西之约非常强调律法，以至于当以色列人进入这约时，他们郑重承诺要遵守上帝

的所有律法。我们从出埃及记 19章 7-8节得知： 
 

摩西……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

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出 19:7-8） 

 

所以我们看到，与以色列民立的第二个圣约是摩西之约，这约强调的正是以

色列民此时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律法。 
 

现在，在看了上帝与亚伯拉罕和摩西立的圣约之后，我们要转过来看旧约圣

经中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国家性圣约。 

 

 

大卫 
 

当以色列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王国时，上帝与大卫王立约。上帝与大卫的圣

约与上帝在西乃山立的圣约并不冲突。它而是建立在摩西之约的基础上，并且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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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扩展了那圣约。正如所罗门在历代志下 6 章 16 节明确指出那样，上帝对大卫

的应许取决于人信守摩西律法。正如我们看到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

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

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代下 6:16） 

 

正如这段经文表明的，上帝与大卫的圣约重点是大卫的王室，但大卫家必须

“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是摩西律法。  

 

通常情况下，解经家认为，上帝是在撒母耳记下 7 章大卫统治的高峰期立下

这圣约。尽管这一章并没有使用“约”这词，但有几段经文明确提到上帝与大卫立

下一个圣约这事实。仅举一例，请听上帝在诗篇 89章 3-4 节对大卫的应许：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

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诗 89:3-4） 

 

就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大卫之约的重点是以色列的王权。或者更具体来说，

它确立了大卫家是以色列永久的王朝，“直到万代。” 
 

上帝在撒母耳记下第 7章对大卫的应许，对救赎历史来说意义重大。

这是理解整体救赎历史的关键一章......我们在这一章中看到人所

说的大卫之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约，当中有对救主的新视角，

就是这救主将会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说法在圣经中不

是一个普通说法。每次看到“大卫的子孙”，都要记住“君王”这

词。大卫是王，在本章，耶和华应许他，他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 — 

国度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大卫的一位后代将作王，永远坐在大卫

的宝座上。 

 

— 谢里夫·阿提夫·法希姆先生  

 

当大卫成为上帝子民的王时，上帝通过建立大卫家，让其后裔永久统治以色

列，以此推进他的国度。从那时起，以色列要通过大卫家的忠心统治，履行它把上

帝的国度传到地极的角色。因此，我们可以称大卫之约是上帝的“王权之约”。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上帝的圣约的历史如何包括普世性的和国家性的圣约，我

们就要来看新约，旧约先知预言上帝在他国度最后阶段要立的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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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 
 

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都熟悉圣经关于新约的教导，因为这是新约教导的一个

至关重要焦点。但我们常常不明白，新约对我们讲的新约方面的教导，是植根于旧

约先知对新约的论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新约成就了之前每一个圣经的圣约。它

反映了上帝在末世通过弥赛亚实现他国度旨意的时候，要如何管理他的国度。 
 

一些先知预言，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被掳结束后，上帝要与他们忠心的余民

立约。那时，上帝的国度要通过弥赛亚传到地极。请听耶利米书 31 章 31节是如何

讲到 “新约”的：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

31:31） 

 

在以西结书 37章 26节，还有其他几处地方，先知以西结讲到这同样的圣约，

说它是一个永远的“平安的约”。正如我们看到的： 
 

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结

37:26） 

 

还有，所有基督徒都知道，在哥林多前书 11章 25 节，保罗在提醒哥林多人

留意耶稣在主餐说的话时，明确指出这平安的永约在基督里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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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通过这在基督里的新约，在新约圣经时代治理他的国度。随着基督成全

了上帝在先前的圣约成就的一切，新约就治理着上帝的子民。因此，把新约说成上

帝的“成全之约 ”，这很合适。 
 

这成全之约是要在上帝终结他子民被掳，把他的国度传到地极时治理他们。

新约是上帝的承诺，要把他的子民转变成一群得饶恕和救赎的族类，完全得着能力

无微不至侍奉他。请听耶利米在耶利米书 31章 31-34节是怎样描述这救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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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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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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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基督分三个时期成就上帝国度的最后阶段。他通

过在地上的事奉、圣灵的浇灌和他使徒的工作开启了这阶段。这要延续贯穿整个教

会历史。当基督在荣耀中再来，它将达至完满。在那一天，新约要成全上帝各个圣

约的历史。它要让上帝在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之约治理背后的旨意

得以实现。 

 
 

希伯来书 8章讲到立新约，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圣约。这约是旧约圣经

应许的。事实上，他引用了耶利米书 31 章对新约的应许。上帝在西

乃山与以色列立了一个圣约，以色列人违背了这圣约，但他应许有

一天，有一天上帝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圣约，这新的圣约不是把律

法写在石板上。它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耶利米书 31

章新约的应许已经实现了，这就是作者要论证的。随着这应许实现，

上帝的救赎现在不仅仅为了以色列人，而是要向各地的万民传扬。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一直以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应

许的实现。 
 

—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 
 

 

在看了上帝的国度和圣约之间的联系，以及上帝如何贯穿他圣约的历史推进

他的国度之后，我们要转过来看我们的第三个主题：圣约的动态。 
 

 

 

 

 

 

 

 

基督分三个时期成全了 

上帝国度的最后阶段。 

开启 延续 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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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的动态 
 

  

正如我们在本课前面提到的，一些解经家否认上帝的恩慈、人的忠心，还有

祝福和咒诅的后果，这些基本动态关系都出现在所有上帝的圣约里。当然，圣经对

旧约每一个圣约的记载都有独特的重点。但是，当

我们从更广阔的旧约圣经的描绘来看，我们可以看

到，在每一个圣约的实施当中，上帝与他百姓互动

的动态关系是一致的。 

 

亚当之约强调的是世界之初建立的某些基础

模式。挪亚之约强调自然的稳定。亚伯拉罕之约强

调上帝的应许和拣选。摩西之约强调上帝的律法。

大卫之约强调大卫王朝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王室。而

新约强调成全。 
 

但这些强调并不是对圣约生活的全面描述，

它们只是触及某些重点。要想更全面看到在圣约中

生活的动态关系，我们就必须认识到，与上帝立约

的生活涉及的远不止这些重点。与上帝立约生活的

动态关系总是涉及到上帝的恩慈，对人忠心的要求，

以及人忠心和不忠心的后果。 

 

虽这么说，但很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以为

这些圣约的动态关系是在机械性运作，好像上帝对

立约动态的实施总是可预测一样。而是上帝在对待

个人、群体和全人类的时候，总是保留他君王的特

权。他行使他的王权，实施他圣约的动态关系，为

的是要实现他宏伟的国度旨意。在他看为合适的时

候，他彰显恩慈。他按他身为君王的智慧，强调忠

心的某些标准。他按自己的判断施予祝福和咒诅。 
  

通常，我们无法测透上帝为什么对一些人表示恩慈，对另一些人却不是这样。

我们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认为有些忠心的标准对某些人比对其他人更重要。有时，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上帝大大赐福一些人，而对其他人却施以咒诅。很多时候，旧

约圣经作者解释了上帝为什么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行使他王的特权。在其他时候，他

们却没有解释。不过，我们还是知道，上帝是良善，他的智慧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智

慧。所以，对于他是怎样处理与他立约的基本生活动态关系，我们是以谦卑的心接

受。 

亚当：根基 

新约：成全 

大卫：王权 

摩西：上帝的律法 

亚伯拉罕：拣选 
 

挪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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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开上帝圣约的动态关系是如何弥漫在

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要简单看看旧约圣经中的每一

个圣约。首先，我们要看太古历史普世性圣约。第

二，我们要看看上帝与旧约以色列立的国家性圣

约。第三，我们要看在基督里的新约。让我们先看

看普世性圣约当中的动态关系。 

 

 
普世性圣约 

 

你还记得，在太古历史期间，上帝与亚当立

了一个根基之约，与挪亚立了一个自然稳定之约。

但是，上帝与亚当的互动，并不单纯等同于建立国

度的根基。而且，在挪亚之约下，人类与上帝之间

的互动，涉及的远不止是自然界的稳定。和所有上

帝的圣约一样，上帝通过上帝的恩慈、人的忠心，

顺服和不顺服的后果这些动态关系，管理人在这些

圣约之下的生活。 
 

我们要简单看看，每一个普世性之约如何都是这样；首先看亚当之约，然后

是挪亚之约。让我们从亚当之约开始。 
 

 

亚当 
 

首先，上帝对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表现出极大的恩慈，甚至在他们犯罪之前就

是这样。他为人类准备了这世界，让它从混沌变成有序。他打造了一座华丽的花园，

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那园子里面。上帝日复一日赐予人类各种特权，甚至在他们堕

落犯罪之后仍是这样。 
 

所有圣经的圣约都从几方面展现上帝的恩慈。要看到这一点，一个

简单的方法，就是上帝在没有任何义务的情况下，决定与他的子民

建立一种关系……另外，上帝的恩慈还表现在上帝如何给他的子民

赐下许多祝福，让他们享受。以亚当和夏娃为例，在第一圣约里面，

上帝的恩慈表现在主如何把他创造的一切交由他们处置。 
 

— 大卫·科雷亚博士 

 

第二，与亚当立的圣约也要求人忠心。除了要求亚当和夏娃作为他的形象侍

奉他，上帝还用分别善恶树考验他们是否忠心。正如上帝在创世记 2 章 16-17节吩

咐的： 

 

咒诅 祝福 忠
诚

 

恩
慈

 

上帝圣约的动态关系 

贯穿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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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

不可吃。（创 2:16-17） 

 

即使在亚当和夏娃未能通过这考验之后，上帝仍继续要求他们和他们的直系

后裔要有人当有的忠心。 
 

第三，亚当和夏娃的顺服和悖逆都有后果。上帝明确告诉亚当和夏娃，如果

他们不忠心，吃了禁果，就会遭受他诅咒的后果。上帝在创世记 2 章 17 节告诉他

们：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7） 

 

言下之意，如果亚当和夏娃听从上帝的命令，通过了这考验，他们就会得到极大祝

福。 
 

亚当在上帝面前的生活涉及到上帝的圣约的所有动态关系。而且，我们从创

世记得知，对亚当和夏娃的要求，也是对在上帝与亚当立的圣约之下每一代人每天

生活的要求。按上帝身为君王的判断，在这段历史期间，在上帝面前的生活总是涉

及上帝的恩慈、人的忠心和相应的后果。 

 

除了与亚当立的普世性圣约，挪亚和其他活在他的圣约之下的，也是按照这

同样的三重动态生活在上帝面前。 
 

 

挪亚 
 

首先，上帝的恩慈为挪亚之约做了预备。当上帝公义审判，决定毁灭人类的

时候，他也决定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就像我们在创世记 6章 8节看到那样： 
 

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创 6:8） 

 

上帝向挪亚和他的家人多多施恩惠。类似的恩惠也超越了挪亚的时候，惠及

他的后裔。 

 

其次，上帝要求挪亚忠心。他命令他建造方舟和聚集动物。请听创世记 6 章

18-19节，在那里，挪亚之约与挪亚的责任密切相关。在那里我们看到：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

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创 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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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有责任向他身为上帝的君王表示忠心，与家人一起进入方舟，并带上动

物，保全它们的生命。甚至在洪水过后，在创世记 9章 7 节中，上帝呼召挪亚和他

的后裔履行人类作为上帝形象的角色。他特别说了：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创 9:7） 

 
上帝继续呼召挪亚和后来的世代对他忠心。 

 

第三，在挪亚之约期间，人顺服和不顺服的行为都有后果。挪亚自己对上帝

忠心。所以，上帝悦纳他在洪水过后的献祭，并祝福他，让他享有一个稳定的世界。

正如我们在创世记 8章 20-21节看到的：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

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创 8:20-21） 

 
但上帝也明确指出在洪水之后，人悖逆他会有受诅咒的严重后果。例如，在

创世记 9章 6节，上帝讲到杀人者要受到的诅咒：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 9:6） 

 
就像创世记的记载在很多方面说明那样，在挪亚之约期间，全方位的立约动

态关系继续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现在，上帝的圣约的动态关系不仅是太古时期普世性之约生活的特征，还塑

造了在上帝与以色列所立的国家性圣约当中，人在上帝面前的生活。 

 

 
国家性圣约 

 

亚伯拉罕之约强调的是以色列的拣选和应许，摩西之约凸显颁布律法，而大

卫之约强调的是大卫永久的王朝。但在亚伯拉罕之约期间的生活，涉及的不仅仅是

以色列的拣选和应许。摩西之约的时候，涉及的远不止是颁布律法。而在大卫之约

的时代，上帝与他子民的互动不仅涉及大卫的王朝。就像在之前的圣约，每一个国

家性圣约都是由上帝的恩慈、人的忠心和祝福与咒诅的后果所塑造的。 
 

我们再一次按照这些国家性圣约出现的顺序来看：第一，亚伯拉罕之约；第

二，摩西之约；第三，大卫之约。我们先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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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 
 

首先，上帝对亚伯拉罕表现出极大恩慈。例如，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迁

到迦南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表现出极大仁慈。请看创世记 12 章 2节，上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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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12:2） 
 

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上帝对这位列祖大显怜悯。他饶恕了他的罪，算他

为义，保护他免于患难。而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的圣约之下，上帝对亚伯拉罕每一

代的后裔也是如此。 
 

其次，上帝也要求这位列祖忠心。例如，即使在上帝一开始的呼召中，他也

要求亚伯拉罕顺服。我们在创世记 12章 1节看到，上帝命令：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 12:1） 
 

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离开故乡和家人，去到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地方。在创世记

17 章 1-2 节，当上帝用这番话确认他的圣约的时候，他提醒亚伯拉罕，他要求亚

伯拉罕忠心： 
 

我是全能的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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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许多基督徒没有看到，但亚伯拉罕与上帝圣约的关系包括了忠心的要求。

上帝一次又一次要求亚伯拉罕，以及在他圣约之下所有的后裔顺服。 
 

如果你看亚伯拉罕与上帝的关系，那是上帝行使主权发起的关系。

在创世记 15 章，印证这圣约的时候，上帝……把动物切成两半，把

圣约的咒诅揽到自己身上，但这些都没有取消对亚伯拉罕的条件。

所以，我们可以很直接把顺服上帝的命令称为对上帝的命令“忠

心”，忠心信靠主，是上帝赐下圣约祝福的机制。 
 

—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  

 
第三，上帝还明确指出，亚伯拉罕顺服和不顺服是有后果的。再听一听创世

记 17章 1-2 节。在第 1 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 

 
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创 17:1）  

 

然后在第 2节：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创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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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明确指出，亚伯拉罕后裔增多，这是祝福亚伯拉罕顺服的结果。相应上

帝也说，不忠心要导致严重的咒诅。再举一个例子，请听他在创世记 17 章 10-14

节对亚伯拉罕说的话：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

我的约。（创 17:10-14） 

 

上帝要求以割礼作为承诺对圣约忠心的标记，因此，如果他的男性后裔有一

个没有受割礼，他们就会受到咒诅，从他的子民当中被剪除。他们要被排除在圣约

生活的祝福之外。 

 

所有三个圣约的动态关系都塑造了亚伯拉罕与上帝的个人互动，而且它们继

续规范着在他之后其他人的生活。 

 

上帝与以色列所立的第二个国家性圣约，是在西乃山立的摩西之约。正如我

们看到的，这圣约强调的是上帝的律法。但是，如果认为在摩西之约下的生活没有

其他圣约的动态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 

 

 

摩西 
 

要看到摩西之约中所有圣约的动态关系都在起作用，就让我们简单看看这圣

约的核心，十诫。首先，在上帝的律法之前的序中，上帝的恩慈是显而易见。你会

记得，十诫在出埃及记 20章 2节是这样开篇的：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 20:2） 

 

与摩西立的圣约不是行为之约，而是建立在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之上的圣约。

而在上帝与摩西立约的整个期间，上帝也一直这样对以色列历世历代的人施恩。即

便如此，十诫也非常清楚表明，上帝要求他的子民忠心。正如第一条诫命在出埃及

记 20章 3节中所说的那样：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出 20:3） 

 

上帝的恩典与人的忠心并不相悖。相反，恩典支持并导致以色列人忠心的感

恩回应： 
 

在上帝向他子民颁布任何律法之前，上帝让他们想起他的恩典 —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这起

的作用，就是为十诫的其余部分定位，不是作为变成上帝子民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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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是给上帝的子民一种伦理，一种生活方式，让他们回应上帝

的恩典……我们在第一条诫命看到的，实际上就是，你如何爱上帝？

而你爱上帝的方式，是在主面前不可有别的上帝，不给上帝雕像或

造像，不妄称主的名……那么十诫的后半部分，从 “孝敬父母”开

始，我们看到有一系列的律法，给了我们与别人交往的标准，因为

面对圣经中的上帝，这不仅仅是个人灵性的问题，还有群体的部分。

光是爱上帝是不够的。那是关键的部分，但那要以我们如何与别人

一道生活，如何爱别人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十诫的第二部分。 

 

— 布莱恩·罗素博士  

 

除此之外，十诫还讲到顺从和不顺从的后果。我们在出埃及记 20 章 4-6 节

看到：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

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出 20:4-6）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与亚伯拉罕和摩西立约的动态关系，让我们来看看

与旧约以色列立的最后一个国家性圣约 — 与大卫立的圣约。这圣约强调上帝要建

立大卫的后裔，作为统治以色列的永久王朝。 
 

 

大卫 
 

当然，我们看大卫和他后裔生活的更长篇记载时就会发现，这圣约中的生活

涉及到上帝的恩慈、人的忠心以及顺服和不顺服的后果。例如，请听诗篇 89 章 3-

4节是怎样评论上帝对大卫的恩慈的：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

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诗 89:3-4） 

 

这些经文反映了上帝对大卫的恩慈，拣选并扶持他和他的后裔作以色列的合

法君王。但是，上帝也要求忠心，并警告在此圣约中不顺服要承受诅咒的后果。请

听诗篇 89篇 30-32节讲的： 
 

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

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诗 89:30-32） 
 

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如果大卫的子孙背弃上帝的律法，他们就要受到严

厉惩罚。但是，正如无数经文告诉我们那样，如果大卫和他的后裔忠于上帝，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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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们身上。当然，从今以后，对大卫家的祝福和咒诅也冲击着所有

上帝子民的生活。 

 

记住普世性和国家性圣约中生活的动态关系，我们就可以转来看新约，成全

之约。 
 

 

新约 
 

上帝贯穿旧约历史中，把一个圣约建立在另一个圣约之上，以此治理他的国

度向前发展推进。但我们知道，到了耶稣降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公然悖逆上帝，

以至于上帝向他的子民施以严厉咒诅。只有以色列的一群余民还忠心耿耿。但在新

约，上帝的国度得到成全。而上帝的国度通过基督的王权扩展直到地极。在这种意

义上，新约并不是反对上帝过去所做的。相反，它实现了他贯穿历史为他国度立定

的旨意。所以，我们发现与上帝立约的三重生活动态关系也是新约的特点，就一点

也不应该感到惊奇。  

 

首先，新约涉及上帝的恩慈。上帝立新约时，应许要对他被掳的百姓施极大

的怜悯。如耶利米书 31 章 34节所说：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耶 31:34） 

 

在这方面和其他很多方面，新约清楚彰显了上帝的温柔怜悯。 

 

同时，人的忠心也是新约的一个因素。上帝并没有应许废掉他的律法，他也

没有免除任何人遵守律法的责任。相反，他加他们能力，让他们可以忠心。事实上，

上帝在耶利米书 31章 33 节应许说：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 31:33） 

 

在新约时期，上帝要赐他百姓一种爱，爱他的律法，使他们热心顺服他。 

最后，祝福和咒诅的后果在新约中也是很明显的。就像耶利米书 31章 33 节

继续说的那样： 

 

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耶 31:33） 

 

这宣告保证：上帝要大大祝福他的百姓，因为他要加他们能力，履行他圣约

的义务。这意味着，任何不遵守这些义务的人都不会得到这种祝福。 

 

新约与旧约的区别，在于人是否有能力遵守。上帝在耶利米书 31 章

说，他要把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他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接着是

这立约的模式 — “我要作你们的上帝，你们要作我的子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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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上帝是怎样把律法写在他百姓心里，去看以西结书一段非常相

似的经文，这对人会很有帮助。在以西结书 36 章，上帝不是说要把

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而是说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不是

说要把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而是说：“我必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然后，就像在耶利米书 31 章那样，他又在这

之后提出了立约的模式 — “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

民。”所以，把这些预言的经文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就看到，上帝

把律法写在他子民心里的方法，就是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通过

上帝亲自内住同在，他要让他新约时代的百姓遵守他的律法。所以，

新约稳固，不是因为我们信实，而是因为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动工，起着工具的作用。  
 

— 马太·纽柯克博士 
 

现在，我们必须始终记住，遵循在基督里上帝国度最后阶段的模式，新约分

三阶段生效。新约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他使徒的工作中开启。贯穿教会历史，新约

通过基督延续在教会大能做工，结出果子。基督在世代完满，在荣耀中再来时，新

约就要达至完全。 
 

首先，新约圣经强调，天父差遣他儿子到世上的时候，上帝以恩慈开启新约。

它还强调，基督自己信守上帝要求人类忠心的每一样要求，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而

且它还强调，基督得到了从死里复活的祝福。因此，所有对基督有信心以至得救的

人，都蒙上帝悦纳。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 9章 12-15节说的那样： 
 

[基督]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来 9:12-15） 
 

上帝介入历史，差遣他儿子遵守上帝律法的每一个细节，并为罪献上自己，

作完美和完全的祭物，以此立下新约。他的献祭给凡信他的人带来永远的饶恕。 
 

这是一个奇妙的基督教教义，就是和旧约的中保，即祭司不同，祭

司必须年复一年献上公牛和山羊，求上帝赦罪，耶稣实际上是按圣

经告诉我们那样，一次进入至圣所。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

我们的罪流血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通道，来到主面

前，让我们确实可以有人代表我们，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血进入至圣

所。 
 

— 乌亚尼·斯都博士  

 

虽然基督第一次降临时的救赎工作很重要，但新约极大的救恩也取决于基督

作新约的中保，继续工作。基督日复一日在天父的宝座前为他的子民代求。希伯来

书作者在希伯来书 7章 24-25节写下这段话，指出这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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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

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来 7:24-25） 

 

因为上帝的恩慈，基督为我们作王掌权和代求。他解决我们的失败，确保我们得到

永远的祝福。 
 

最后，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并且继续为我们代求，我们就可

以确信，在基督里上帝的国有一天要完满。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上帝前

所未有的恩慈。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 9章 28节解释的那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

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来 9:28） 
 

那一天临到的时候，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都会完全忠于上帝的旨意，我们要

在新天新地得到永生的祝福。 

 

我们想到主的工作时，常常用第一次来和再来的角度思想。他第一

次来的，生、死、复活，把国度带进这世界。他带来新约时代。他

带来对罪完全的赦免。他已经击败罪，击败了死亡，击败了那恶

者……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把罪、死和魔鬼完全践踏在他脚下，这

样邪恶就被摧毁，一切都要清算，最后审判就来到，那时上帝公开

处理罪和死亡，那些不属于他的人要受永远审判。属于他的人将享

受新天新地的果实和好处，然后我们要看到一切都要达到他们的结

局。 
 

 —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上帝的国和他的圣约，他圣约的历史，上帝圣约的基本动

态关系，我们就要来看最后一个主题：上帝圣约中的子民。 
 

 

 

圣约中的子民 
 

上帝通过圣约治理他的国度时，总是与人打交道。这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

人是上帝君尊祭司的形象，受造是为了把他的国度传遍全地。但在现实当中，上帝

的圣约涉及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人。这种不同的人在圣经中是如何呈现的？当我们

思想上帝圣约中的子民时，它又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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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看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看上帝的圣约如何以不

同的方式与不同类型的人类打交道。第二，我们会看这些类型是如何冲击圣约动态

关系在上帝圣约子民身上的应用。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人立约。 

 

 

 

人类的分类 
 

 

每一个熟悉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旧约圣经经常区分不同类型的个人和群体 

— 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强者和弱者，仅举几例。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

详细讲所有这些不同的人。但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更大的人群上，这对人会有

帮助，这些人群在圣经关于上帝的圣约的记载中常常占据中心位置。 

 

我们首先看人的这些区分，留意相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是如何包括在上帝的圣

约中。然后我们要看被接纳进入上帝的圣约的人和被排除在上帝的圣约之外的人之

间的区分。让我们从上帝的圣约中既有相信的人，也有不信的人这事实开始。 
 

 

 

 

圣经描写了与上帝的约相关的人类三种分类。 

在约中相信的人 

在约中不信的人 

在约之外不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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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之内的人 
 

基督徒常常认为，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会进入上帝的圣约，但情况几乎不是

这样的。你会记得，我们讲到上帝与亚当和挪亚立的圣约是普世性之约，因为它们

让所有人都与上帝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旦人类落入罪中，相信的人还是不信的

人都有了这种关系。在亚当之约中建立的上帝国基本原则适用于那些有得救信心的

人，如亚伯和赛特，也适用于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如该隐和他杀人的后裔拉麦。同

样，挪亚时代的自然界稳定之约也适用于相信的人，如挪亚的儿子闪，以及不信的

人，如挪亚的孙子迦南。 
 

在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里以色列国家性圣约也是如此。所有以色列人都通

过这些圣约与上帝立约，不管他们是否得到了永远的救恩。例如，在上帝与亚伯拉

罕里的圣约中，雅各和以扫都受了割礼。在摩西的时候，以色列每一个支派在西乃

山立约时，他们里面既有相信的人，也有不信的人。上帝与大卫建立朝代的圣约也

是这样。所有大卫的后裔和以色列的国民都与上帝立了约，不管他们是不是真正相

信的人。 
 

在新约中不信的人的问题上，我们要小心。旧约圣经对新约的预言表明，新

约只包含真信的人。请听耶利米在耶利米书 31 章 34节是怎样描述新约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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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 

 

正如这段经文揭示的那样，每一个被算在新约里的人都会认识主，他们的罪

得到永远赦免。他们的过犯都不会算在他们头上。 
 

不过，当我们思考耶利米的预言怎样应验的时候，必须记住新约时代的一个

特点，这特点我们在这系列已经多次提到。新约圣经解释说，在基督里的新约是分

三个阶段实现的。它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揭开序幕；在教会历史中一直延续；只有

当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时，才会达到完满。 

 

新约时代分三阶段展开，这有助我们明白，在基督再来之前，相信的人和不

信的人都算作是上帝的子民。在基督国度开启期间，跟从他的人当中有相信的人，

也有不信的人。在基督国度延续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有形的基督教会包括实际得到

永远拯救的真信徒，还有 因着与基督和他的教会有关联，得到暂时祝福的非信徒。 

 

什么是有形教会？就是普世教会，是指全世界的教会，由众多地方

教会、众多宗派，还有一些根本不认为自己属于宗派的教会组

成……这在神学上与无形教会有分别。而无形教会不是指你能看见

的教会，而是指你看不见的教会。希伯来书 12 章中，众长子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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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的总会，指的是那些已经死了和上了天堂的人，指的是现在在

上帝宝座前的选民，他们与天使和天使长在一起，过去和将来永远

在一起的那种人。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构成了耶稣基督的教会。 
 

— 德瑞克·托马斯博士 

 

请听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 2 章 19节中是如何谈论教会中不信的人的：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

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约壹 2:19） 

 

使徒在这里写到那些离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他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

算作是 “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曾生活在上帝的百姓中间。但约翰也说，他们

离弃信仰，这就表明他们“不是属我们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相信的人。

正如他所说的，如果他们真是真信徒，在基督里得了永远的救赎，“就必仍旧与我

们同在”。也就是说，他们会一直相信到底。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教会名册上都包括真信徒和不是真信徒的人。耶利米关

于新约中完全得救赎子民的预言，只有在基督再来时才会应验。届时，上帝圣约民

中不信的人要受上帝永远的审判。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会留在新的创造界，与基督

一同作王。 

 

除了在上帝的约中人的区分，旧约圣经对上帝圣约的记载还涉及到在不同历

史时期，被包括在上帝的圣约里的人与被排除在上帝的圣约之外的人的区分。 

 

 

包含在圣约内和排除在圣约外的人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全人类都包括在上帝与亚当和挪亚普世性圣约中。没

有任何群体被排除在这圣约所确立的根基和自然界稳定之外。但是当上帝拣选以色

列人作他特别的圣约子民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立

的国家性圣约，主要包括亚伯拉罕的肉身后裔，以及相对很少的被收纳进入以色列

的外邦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外邦人被排除在以色列的国家性圣约之外。请听以弗

所书 2章 12 节，以及保罗是怎样描述外邦人成为跟从基督的人之前的光景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

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弗 2:12） 

 

外邦人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他们没有盼望，没有上帝。所以，在以

色列国家性圣约存在的几个世纪里，世界上其实有三种人：在以色列的圣约中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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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的人，在以色列的圣约中不信的人，以及被排除在以色列的圣约之外不信的外

邦人。 

 

这三重区分很重要，因为它也适用于新约，直到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正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在那一天之前，真正相信的人与那些和有形教会有关联的不信之人

一同被纳入新约。而在新约时期，还有第三类人：没有承认福音或加入教会的男女。

这些人被排除在新约之外。在旧约历史上，那些在圣约外的人主要是外邦人。但现

在基督已经临到，在新约之外的人包括在基督和他的教会中无份的犹太人和外邦人。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的某些区分是怎样和上帝的圣约子民联系起来的，

我们就准备转过来讨论圣约的动态关系是怎样应用在这些群体之上。这些类别的人

是怎样经历上帝的恩慈、对人忠心的要求，以及祝福和咒诅的后果的呢？ 
 

 

 

动态的应用 
 

所有人都经历了亚当和挪亚普世性的圣约动态关系。亚当之约确立的基础政

策，挪亚之约确立的自然界稳定，都直接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然而，上帝在亚伯

拉罕、摩西和大卫里与以色列立的国家性的圣约却不是这样。新约也不是这样。 

旧约圣经对人的三种分类也适用于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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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思想圣约的动态关系在不同群体中的应用时，需要看国家性的圣约和新

约是怎样应用在三种人身上的：第一是被排除在这些圣约之外不信的人；第二，包

含在这圣约中不信的人；第三是包含在这圣约中的真信徒。让我们先看看那些被排

除在以色列国家性的圣约和新约之外不信的人。 
 

 

排除在圣约外的非信徒 
 

与国家性的圣约和新约没有关系的不信之人，却仍然受上帝与亚当和挪亚所

立的普世性的圣约约束，因此，他们仍经历这些圣约的动态关系。他们领受了上帝

的恩慈，因为上帝对万民显出慈爱。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 5章 45节所说那样： 

 

你们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太 5:45） 

 

我们常常把这些祝福称为“普遍恩典”，因为它们不是救赎的恩典。它们而

是彰显上帝对全人类的恩典。 

 

除此以外，以色列国家性的圣约和新约之外不信的人，仍需要按他们领受的

启示的程度，向上帝献上忠心的侍奉。他们可能对上帝给予以色列和教会的特殊启

示有一定认识。但即使他们从来没有与以色列或基督教会接触过，他们仍通过普遍

或自然启示，基本了解他们对上帝的义务。 
 

上帝在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在罗马书 1 章这样论证，不管是谁，也不

管是什么文化的人，每一个曾存在过的人都知道上帝存在……保罗

说，每一个人都凭良心知道上帝存在。人有理性，他有良心，通过

世界上的造物，已经清楚看到上帝的神性。所以，人都知道上帝存

在。 

 

— 克里特·哈克斯牧师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 1章 20节中所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

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 1:20） 

 

普遍启示总是责成在以色列国民性的圣约和新约之外不信的人，要承认并侍

奉造他们的主。 

 

结果就是，这些不信的人也经历上帝判定的祝福和咒诅的后果。上帝常常给

从未加入以色列或基督教会的不信之人暂时的祝福。他也按他的决定，把暂时的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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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浇灌在他们身上。但圣经很清楚讲到，在那场大审判的时候，上帝今生暂时的祝

福和咒诅要导致上帝对这些不信之人的永远咒诅。 

  

和被排除在这些圣约之外不信的人不同，对于那些被包括在上帝与以色列立

的圣约和新约中的不信之人，圣约动态关系的应用是以不同方式进行的。 
 

 

包含在圣约内的非信徒 
 

首先，上帝对这些人彰显极大的恩慈。诚然，他们没有得到永远的拯救，但

在旧约和新约，上帝还是对与上帝圣约子民相联的不信之人表现出极大的恩慈。使

徒保罗在罗马书 9章 4 节反思了就连以色列当中不信的人也享有的优势。他写道：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

是他们的。（罗 9:4） 

 

上帝对那些在上帝与以色列的圣约中的不信之人，比对那些在圣约之外的人

显出更大的恩慈。对于与基督教会有关系的不信之人也是如此。 

 

在旧约中，以色列中相信之人和不信之人肉身都从埃及为奴中解救出来。他

们都在西乃山领受了上帝律法这恩赐。他们都征服了应许之地。他们在大卫和所罗

门统治期间得到祝福。同样，新约教会中不信之人也因与基督的身体有关联而成为

圣洁。他们听到圣道的传讲。他们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有份。在这些和许多其他方面，

上帝对旧约以色列和新约教会中不信之人表现出极大的恩慈。 
 

以色列国家性的圣约和新约中不信之人，除了领受了上帝极大的慈爱，还当

向上帝献上忠心的侍奉。他们对上帝的旨意有了更多认识。所以，上帝对他们提出

了更高的顺服标准。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 12章 48节所说的那样：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 12:48） 

 

学习上帝话语真理的人，认识上帝的道路的人，要为着他们领受的交账。 

 

圣经也表明，以色列国家性的圣约和新约中不信之人，都会经历上帝祝福和

咒诅的后果。按照上帝的决定，他们在今生领受不同种类暂时的祝福和暂时的咒诅。

但除非他们对基督有了得救的信心，否则在审判那大日，这些祝福和咒诅只会导致

上帝永远的咒诅。他们要永远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在希伯来书 10 章 28-29 节，

希伯来书作者写到要临到新约中不信之人的永远审判：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恤而死；何况人践踏

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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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来 10:28-29） 

 

注意这里，这些人因“约之血”而“成圣”。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得到永远

的救赎。而是说，他们与世界分别出来，加入新约。当这些人叛逆上帝的时候 — 

他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叛逆上帝 — 等待他们的，只有一样事情，就是上

帝永远的审判，为他敌人存留的审判。 
 

我们已经看了排除在以色列国家性的圣约和新约之外，以及包括在其中不信

之人。现在，让我们来看包括在这些圣约中真信的人，他们是如何经历与上帝互动

的动态关系的。 
 

 

包含在圣约内的信徒 
 

上帝对真信徒的恩慈无法估量，这包括赦罪和与上帝永远的相交。正如保罗

在罗马书 8 章 1-2节所写的：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

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 8:1-2） 

 

 

上帝爱我们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

代替我们受苦，救我们脱离我们为自己带来的定罪……所以，这应

给我们带来极大鼓励。事实上，保罗在罗马书 8章讲到这一点，用这

样的话鼓励我们，他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

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所以，上帝已经

明确、最终、按照高潮向我们表明他是如何爱我们，就是把他的儿

子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应该相信他，确信他真是爱我们。 

 

— Dr. Brandon D. Crowe 

 

与此同时，虽然我们已经脱离了上帝律法的定罪，但出于感恩上帝在基督里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已蒙召忠心侍奉上帝。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 8章 7节继续

把相信之人和不信之人作对比的原因，他这样说：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罗 8:7） 

 
相反，人爱上帝，就顺服他的律法。所以，保罗在罗马书 8章 12-13节加上

了这段话： 
 

弟兄们……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罗 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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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有义务活得和不信之人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有义务顺服上帝的律法 

— 不是为了赚取救恩，而是为了因上帝施恩赐下拯救而荣耀上帝。 

 

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基督徒也必须遵守圣经的规范制度，以此检验和

证明自己的信心。旧约中真信的人蒙召遵守摩西律法，以此察验他们的信心。新约

中的基督徒也蒙召接受同样的考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3 章 5 节中告诉哥林

多人那样：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

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林后 13:5） 

 
基督是上帝完全顺服的儿子，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永远的拯救是

有保障的。但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证明上帝已赐给我们的救恩。正如保罗在腓立比

书 2章 12节鼓励那样： 

 
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腓 2:12） 

 
正如我们应当料到那样，以色列国家性的圣约和新约中真正相信的人，也会

以各种方式经历顺服和不顺服的后果。一方面，正如上帝按他的智慧所决定的，真

信徒会经历暂时的祝福。我们会得到上帝的灵赐下的许多祝福。除此之外，上帝甚

至常常赐他百姓物质方面的祝福。但也会出现相反情况。上帝管教操练他真正的儿

女。在希伯来书 12章 6 节，作者这样解释时提到了旧约：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来 12:6） 

 
尽管真信徒在今生混杂着经历这些暂时的祝福和咒诅，但不信之人和相信之

人有一种天壤之别。当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时，真正相信的人只会经历上帝永远的祝

福。正如我们在启示录 21章 7节看到的：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儿子。（启

21:7） 

 

我们继续查考旧约圣经时，必须总要记住这对人类的三重区分，以及圣约的

动态关系是怎样应用在他们身上的。记住在国家性的圣约和新约之外不信的人、这

些圣约中不信的人，以及这些圣约中真正相信的人之间的区分，这样就装备我们认

识旧约对原初读到旧约圣经的古代以色列人的影响。我们也会得到更好装备，看到

旧约如何适用在今天我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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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我们在这一课已经介绍了上帝的圣约这圣经的概念。我们已经看到上帝通过

圣约治理他的国度，我们也看了圣经历史，知道上帝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

西等人所立的圣约，以及新约强调了上帝的国度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此外，我们还

探讨了上帝的恩慈、人的忠心，以及祝福和咒诅的后果等基本动态关系，这些动态

关系是上帝和他圣约子民在每一个圣约时期互动的特点。最后，我们探讨了这些动

态关系如何应用在贯穿圣经时期和今天不同类型的人身上。 

 

上帝的圣约对理解旧约圣经的重要性，如何强调也不为过。每一位圣经作者

都知道，上帝通过圣约治理他的国度。因此，旧约圣经每一页的每一个教导的意义

都植根于圣约的框架。我们服侍的是带来新约的基督。而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

必须尽力认识旧约圣经中上帝的圣约，好使我们可以在这世代为他而活。更新我们

对圣经中上帝圣约政策的委身，这要带领我们在基督的国度中得到基督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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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伯瑞特博士（Richard L. Pratt, Jr. 主持人） 是 IIIM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的共同创办人和主席。曾在美国改革宗神学院教导神学课程 20多年之久，曾任旧

约系主任。作为按立的牧师，柏瑞特博士奔波于世界各地布道和讲导。他曾就读威

斯敏斯特神学，在弗吉尼亚州协和神学院获得道硕，并在哈佛大学得到旧约神学博

士。柏瑞特博士任《新国际版改教精神研读本圣经》（中文新译本研读本）总编

辑，撰写《清醒的祷告》、《将人的心意夺回》、《尊贵的设计》、《他赐给我们

故事》、以及《历代志上下》和《哥林多前后书》的注释书。 
 

 

大卫·科雷亚博士 (David Correa)，[墨西哥]耶稣长老教会 [Presbyterian 

Iglesia Jesus in Progreso] 牧师，及圣巴勃罗长老会神学院 [San Pablo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Merida, Mexico]，副教授及青年事工研

究所所长。 

 

布然敦·考威博士 (Brandon D. Crowe)，[美]韦斯敏斯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助理教授。 

 

谢里夫·阿提夫·法希姆先生 (Sherif Atef Fahim)，任教于[埃及]亚历山大

神学院 [Alexandria School of Theology in Egypt]。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 (Mike Glodo), [美]改革宗神学院，佛州奥兰多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Orlando, Florida]，圣经研究副教授。 

 

克里特·哈克斯牧师 (Clete Hux)，[美]护教学资源中心 [Apologetics 

Resource Center in Birmingham, AL]，主任兼反邪教护教论者。 

 

布拉德利·约翰逊先生 (Bradley Johnson)，[美]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客座教授，肯塔基州尼古拉斯维尔联合卫理公会卫

斯理教堂 [Wesley Chapel UMC in Nicholasville, KY]，牧师。 

 

马太·纽柯克博士 (Matthew Newkirk)，[日本]冈崎基督圣经学院 [Christ 

Bible Seminary in Okazaki, Japan]，校长及旧约教授。 

 

杰弗瑞·尼豪斯博士 ( Jeffrey J. Niehaus)，[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旧约教授。 

 

迈克·罗斯博士 (Mike Ross)，[美]改革宗神学院，北卡州夏洛特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Charlotte, NC]，教导实践神学；[美]北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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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基督圣约教会 [Christ Covenant Church in Matthews, North Carolina]，前

主任牧师。 

 

布莱恩·罗素博士 (Brian D. Russell)，[美]爱斯博瑞神学院佛州奥兰多校

区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Orlando, FL]，圣经研究教授及城市事工

学院院长。 

 

乌亚尼·斯都博士 (Vuyani Sindo)，[南非]乔治怀特腓德学院 [George 

Whitefield College in South Africa]，讲师。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 (Mark Strauss)，[美]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 [Bethel 

Seminary, San Diego]，新约神学教授。 

 

德瑞克·托马斯博士 (Derek Thomas)，[美]改革宗神学院，亚特兰大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tlanta, GA]，系统及历史神学教授。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Wellum)，[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基督教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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