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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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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0R,
;J y->:A-(R?-=$?-GA-.3-0:A-$?%-

<2-\J%-2:A-}R/-:PR, 

?-2&.-.%-0R,
.3-0:A-$?%-<2-9J<-2-.J-$%-;A/-0:A-{R<, 

(1) $4S-2R-;J y-> -=-..-0:A-2R.-0-i3?-.%-:63-\ A%-

  ;R%?-? -H2-0:A-(R?-5S$?,   
 

1.  .0J-.J2-:.A-/A-$4S-2R-;J y-> -#A y-<A:A-?A-,R-=-..-0-

;R.-0:A-2R.-0-i3?-=-1=-2-;A/,  .J%-{2?-? -.2?-

$4%-3.R-#3?-=-;J y-> -0-i3?-GA-3A-P%?-3%-. -:PR-2-

3-9.,  N%-$R-.%-,  2=-;=-o-$<-?R$?-? -;R.-0:A-
2R.-<A$?-;J y-> -0-;%-;R.,  o-<A$?-GA-/%-/?-G%-$4 S-
2R-;J y-> -=-..-0-LJ.-3#/-?-;-3%-0R-;R.,  KA-o=- =- . J- 

=?- ?-;-3%-2-;R.,  :63-\A%-;R%?-? -;J y-> -0-i3?-

GA?-2R.-GA-(R?-5S$?-GA-{R<->J?-+J-$4S-2R-;J y-> -=-..-0: A-
2R.-<A$?-GA-(J.-. -$?R=-(R/-:.J2?-28A/-;R., 

 

第一章：

《圣经》简介

第一节：

《圣经》是一本

什么样的书？

(1) 藏族基督徒与普世

教会

1. 你现在拿在手里的

这本书是专为藏族基

督徒而写。在卫藏、

安多和康区，藏族基

督徒的数目在不断增

长，此外中国内地、

尼泊尔和印度也有藏

族基督徒。在中国有

上 千 万 人 信 仰 基 督

教，其它国家的基督

徒数目更多。世界各

处的基督徒都关心西

藏的教会，他们日日

夜夜为西藏的信众祈

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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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S-2R-;J y->:A-..-w/-i3?-GA?-$%-. -;R.-<%-.3-

0:A-$?%-<2-[R$-$A-;R.,  $%-=$?-9J<-/,  .3-0:A-
$?%-<2-/A-%-5S:C-..-0:A-k%-$8A-.%-:S-2?-? R,  
$=-+J-HJ.-<%-z-?<-1J2?-/?-1R-V%-0R-+-=-3)=-/-1 R-
V%-$A-k%-$8A:A-hR-$9A$?-o -<J., hR-:.A-i3?-GA?- 

.?-<2?-2./-0-/?-29%-1R-V%-.!<-0 R-.%-1R-V%-

.3<-0R-$*A?-:.J$?-0-v<,  .3-0:A-$?%-<2-/A-

.?-<2?-?3-&:A-<A%-.!R/-3(R$-=-..-3#/-i3?-=-

..-0:A-k%-$8A-L?-.%-,  .3-0:A-$?%-<2-/A-3A:A-
<A$?-!/-=-1=-2:A-.!R/-3(R$-$A-2!:-;A/-=,  
o-2R.-.%-,  *J?-0,  2.-3J.,  U -$ -3-9.,  K$-0R-
.%-*R-0R,  8A%-0-.%-:VR$-0,  (%-?-2o2-; R.-3J.-

2&?-=-;%-1=-2-;A/, 

(2) .3-0:A-$?%-<2-/A-;-y7J-.!R/-3(R$-$A?-%-5S-=-

  $/%-2:A-:UA/-;A$-;A/-0:A-{R<, 
 

3.  .3-0:A-$?%-<2-GA-3.R-.%-0R<-     (:$R.-0-9J<-

2:A-3.R-) :)A$-gJ/-.%-3A:A-<A$?-GA-L%-5=-2!R.-0-

;A/,  .J-v<-/-.!R/-3(R$-$A?-&A-;%-3J.-0-/?-:63-

\A%-2!R.-0-.%-, 3A:A-<A$?-GA-1-3-.%-0R-29R?-$/%-!J,  
,R$-3:A-3A-.J-5S-$*A?-=-.!R/-3(R$-$A?-Y%-.$R?-0:A-

2. 无论身处何方，信

仰基督的人都要阅读

《圣经》，因为《圣

经》是一切信仰的基

础。如果你去拉萨参

观布达拉宫，可以看

到山脚下整齐的石块

地基，这些石头从七

世纪起就支撑着白宫

与 红 宫 。 同 样 的 ，

《圣经》三千年来支

撑着所有信仰上帝的

信徒。《圣经》是上

帝为所有人预备的福

音，一个人的民族、

性别、年龄、经济状

况、职业以及结婚与

否都无关紧要。

(2) 《圣经》是上帝赐

予我们的福音

3. 《圣经》的第一卷

（《创世纪》）记载

了世界的起源与人类

的诞生。根据《创世

纪》，上帝从虚无中

创 造 了 世 界 ， 然 后

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

和 夏 娃 。 上 帝 给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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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A3?->A$-$/%-,  :R/-G%-#R%-5S?-b%-24$?-

/?-2!:-OA3?-.J-=-3-*/-0?-# A$-&/-. -I<-2-.%-,  
3,:-3<-.J-5S-$*A?->A:R,  .R/-.3-. -%-5S-5%-3-.! R/-

3(R$-$A-2!:-OA3?-=-3A-*/-0:A-#A$-&/-;A/-0?-1%-

.J-%-5S:C-.%-,R$-3:A-1-3:A-{R<-#R-/-3-;A/-+J,  .J%-{2?-

GA-3A-<J-<J:A-{R<-;%-;A/,  %-5S?-;y-7J-.!R/-3(R$-$A-
2!:-OA3?-=-3-*/-0?-:)A$-gJ/-#3?-? -:(A-2-;R.,  
:R/-G%-$4S-2R-;J y->?-:(A-2-2&R3-/?-%-5 S?-#R%-=-..-0-

L?-0:A-|R-/?-,<-2-:,R2-YA.,   { -52-;R y-@-//-I A-
3.R-=?-HJ.-5S?-;J y-> -/A-*2?-3$R/-3 -y>A-!-9J<-3#/-. J-
.%-.!R/-3(R$-$A-Y?-.J-;A/-0<-..-0-LJ.-0:A-KA<-.R/-

:.A-5S-VA?-;R.-&J?-$?%?,1  :(A-2-=?-2& R3-/?-.0$-

+ -3J.-0:A-5K-YR$-:5S=-3#/-,3?-&.-GA?-.3-0:A-$?%-

<2-[R$-$R
 

4.  .3-0:A-$?%-<2-2[$?-/?-%-5S?-.2%-!/-

.%-w/-0:A-.!R/-3(R$-$A-,$?-3*J?-0:A-,R.-5=-gR$?-

+J-#R%-.%-:VJ=-2-;$-0R-,R2-/?-%-5S<-8A-2.J-L%-,2  
%-5S?-.!R/-3(R$-=-;A.-gR/-/?-$?R=-(R/-:.J2?,3  

1 ;R-@-//-=J:-20 A%-31=-$9A$?,
2 ;R-@-//-=J:-16 A%-33

3 ;R-@-//- 15 A%-7

们宣布了一条诫命，

但他们却有意违反，

成了罪人，死亡也就

随之而来。这个故事

不单单是讲我们的始

祖，也是针对我们每

一个人，因为我们都

是不遵守上帝诫命的

罪人，死亡就是对不

遵守诫命的惩罚。然

而，主耶稣战胜了死

亡，凭着对他的信心

我 们 有 了 得 救 的 盼

望。《约翰福音》里

写 道 ： “ 但 记 这 些

事，要叫你们信耶稣

是基督，是上帝的儿

子，并且叫你们信了

他，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1”任何想要

战胜死亡，在基督里

得到永生的人都要阅

读《圣经》。

4. 《圣经》教导我们

如何生活，以使全能

的上帝喜悦，我们因

此与他葆有正确的关

系，在他里面获得平

安2，向他祈祷时我们

就能满怀信心，如主

1   约翰福音20：31

2   约翰福音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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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2R-;J y->?-=-y!-;A?-VA?-0:A-:UA/-29%-/%-

.!R/-3(R$-$A-2!:-,R?-/?-Y%-2-i3?-2. J-2-;A/-/R-
8J?-:#R.-;R.-0-$?%?,4  .3-0:A-$?%-<2-2[$?-0-

.%-#R%-=-(R/-=3-:.J2?-0-.J-$*A?-/A-;-y7J-.!R/-3(R$-

.%-2!:-3R=-8 -2-v<-;A/, $?%-<2-[R$-{2?-;-y7J-

.!R/-3(R$-$A?-%-5S<-$?%-2-.%-,  %-5S?-(R/-=3- 

:.J2?-{2?-%-5S?-#R%-=-2!:-3R=-8 -28A/-;R.,  
.J-v<-L?-/-%-5S?-#R%-$A-{R<-=-)J-3%-gR$?-/?-%-5 S:C-
U -$ -.%-,  /%-3A-PR$?-0R-?R$?-=-#R%-&A-:S:A-]-/-3J.-

0-;A/-0-$?=-2>.-LJ.-,2, 

(3) .3-0:A-$?%-<2-=-.2%-(-;R.-0:A-{R<,  
 

5.  .3-0:A-$?%-<2-;-y7J-.!R/-3(R$-<%-*A.-/?-

:L%-2-;A/-0?-.J-=-.2%-(-;R.,  .J<-%-5S?-;A.-gR/-

/?-..-0-LJ.,  .!:-fR$-;R.-0:A-{2?-? -=-=?-/%-

3A-;%-/-PR$?-0R-i3?-=?-2a2-L-:5S=-2-.%-,  
=-=-9-0-]-3-{<-lA?-0-?R$?-GA-?<-:PR-2-.%-,  
=-=?-3R-lA?-LJ.,  :R/-G%-.!R/-3(R$-$A-.$R%?-0-

gR$?-0:A-KA<-;J y-> -0-i3?-GA?-(R/-=3-2+2-!J-.3-0:A-
$?%-<2-[R$  $%-=$?-9J<-/,.3-0:A-$?%-<2-

4 =-!-  11 A%-28

耶稣在3《路加福音》

中所说：“（却还不

如）听上帝之道而遵

守的人有福。 4”阅

读《圣经》和祈祷如

同与上帝谈话：当我

们阅读《圣经》时，

上帝对我们说话；当

我们祈祷时，我们对

上帝说话。如果我们

对他了解得多一点，

我们就能对自己的孩

子、家人和朋友讲述

他是多么美好。

 

(3) 《圣经》有权柄

5. 《圣经》有权柄，这

是因为它直接来自上

帝，我们可以完完全

全相信它所记载的。

一旦有了困难或是遇

到麻烦，一些人会向

亲友求助，另一些人

则去和尚、喇嘛或是

星象师那里请教，还

有人会去算命。但对

基督徒而言，只有通

过虔心阅读《圣经》

3   约翰福音15：7

4   路加福音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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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3J.-0:A-=3-!R/-#R-/-;A/-0?-?R,  .3-0:A-$?%-

<2-GA-$?%-3$<-IA-3.R-=J: -119  A%-105  =?, 

  ,  HJ.-GA-2!:-.J  -%-;A-$J-:OA.-3<-3J-+J,   

  ,%-=-=3-! R/-3#/-;%-:R.-9J<-.J-<%-;A/, 

8J?-$?%?, 
 

6.  <J: -3A$-.%-0R,
.3-0:A-$?%-<2-{R<-2.J/-0-28A,
1) .3-0:A-$?%-<2-.!R/-3(R$-$A-2!:-;A/-0?- 

      2.J/-0-;A/,
2) .3-0:A-$?%-<2-/A-%-5S:C-..-0:A-k%-$8A-;A/,
3) .3-0:A-$?%-<2-2[$?-/?-.!R/-3(R$-$A-,$?- 

   3*J?-0:A-,R.-5=-gR$?,
4) .3-0:A-$?%-<2-=?-.0$-+-3J.-0:A-5K-=-:PR-2:A- 

   =3-2!R.-0-;A/, 

才 能 理 解 上 帝 的 意

旨，因为《圣经》是

指导我们正确行事的

唯一向导。《诗篇》

第119章105节写道：

 “你的话是我脚  

 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6.表一

关于《圣经》的四

真谛

1) 《圣经》是上帝

的话语，因此真实可

信。

2) 《圣经》是我们信

仰的基础。

3) 阅读《圣经》教

会我们如何使上帝喜

悦。

4) 《圣经》里写明了

永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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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
.3-0:A-$?%-<2-GA-P2-5=, 

(1) .3-0:A-$?%-<2-VA?-0:A-.?-GA-{R<, 
 

7.  .3-0:A-$?%-<2-=-8=-(.-fA%-0-.%-8=-(.-

$?<-0-9J<-2:A-(->?-$4S-2R-$*A?-;R.-=, .J-5S-2R.-GA-
=R-o?-2!R.-0:A-}R/-IA-.?-<2?-3%-0R:A-/%-VA?-;R.-0-

8A$-;A/,  8=-(.-fA%-0-/A-=R-%R-2,500-3,000  }R/-. -

VA?-0-.%-,  8=-(.-$?<-0-.?-<2?-.%-0 R:C-{2?-? -

VA?,  .J-/A-N%-$R:A-@/-o=-<2?-GA-.?-? -;A/,

(2) .3-0:A-$?%-<2-GA-:VA-3#/-i3?, 
 

8.  .3-0:A-$?%-<2-:VA-3#/-<J-<J:A-35/-3A-
>J?-G%-,  ;y-7J-.!R/-3(R$-$A?-=%-!R/-0-9J<-3#/-

i3?-=-$?%?-$/%-2-.J-%-5S?-%J?-$+/-I A?->J?,  
=%-!R/-0-i3?-GA?-.!R/-3(R$-$A?-$%-$?%?-0-.J-#R-
/-VA?,  =%-!R/-0:A-/%-/?-3R y->J-.%-,  AJ y-=A-;,  >y-3 -

AJ=,  ;J y->-; -?R$?-{.-P$?->A/-+ -(J,  =%-!R/-0- 

3R y->J-;A?-:)A$-gJ/-#3?-2!R.-0:A-{R<-.%-,  
.!R/-3(R$-/?-.3A$?-2?=-IA?-2.3?-0: A-3A-<A$?-

第二节：

《圣经》从何而

来？

(1) 《圣经》是什么时

候写的？

7. 《圣经》分为《旧

约》与《新约》两部

分，在西藏出现文字

记述历史很久以前这

两部分就已成书了。

《 旧 约 》 大 约 写 于

2,500-3,000年以前，

而《新约》的写作时

间为公元1世纪，相当

于中国的东汉。

(2) 《圣经》的作者是

谁？

8. 虽然我们对写下 

《圣经》各卷的作者

情况还不完全清楚，

但我们却能确知上帝

要通过先知来传达神

意。在《旧约》中，

先知原原本本记载下

上帝的话，其中最有

名 的 有 摩 西 、 以 利

亚、撒母耳和以赛亚

等。先知摩西记载了

神创世界、上帝定犹

太人为选民以及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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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0-;A-L%-5=-.%-.J-5S:C-$/:-<2?-GA-=R-o?-VA?,  
=%-!R/-0->y-3 -AJ=-IA?-; y-@ -. -0:A-o=-0R:C-=R-o?-VA?,5   
=%-!R/-0-AJ y-=A-; -;A?-3A-i3?-=-:S-{ -.R<-/?-.! R/-

3(R$-#R-/<-2~J/-2!<-LJ.-.$R?-0-H2-21$?-36.,  
,A-=R:A-}R/-IA-.?-<2?-2o.-0<-.!R/-3(R$-$A?-=%-

!R/-0-;J y->-; -=-*2?-3$R/-;J y-> -:LR/-0:A-{R<-$?%?,  
24/-:6=-3#/-IA?-;z-@ -. -;=-IA-o=-?-; J y-< ->-=J3-

$+R<-2>A$-2+%-2:A-eJ?-? -=%-!R/-0-AJ y?-<-.%- 

/Jy-@J3-; -$*A?-GA?-; y-@ -. -0-i3?-=-a<-$?R-LJ.-0:A-
<R$?-0-$/%-,  $4S-2R-;J y->:A-*J-$/?-i3?-.%-,  
;%-/-.J-5S:C-aR2-3-5S?-8=-(.-$?<-0:A-3.R-i3?-VA?,  
.!R/-3(R$-$A?-=%-!R/-0-.%-{ -52-.J-5S<-$%-VA?-

.$R?-0-$?%?-0?-$?%-<2-GA-8=-(.-$?<-f A%-$*A?-

2.J/-0-;A/-0-%-5S?-,J-5S3-3J.-0<->J?, 

(3) .3-0:A-$?%-<2-2R.-;A$-=-2+<-2:A-{R<, 
 

9.  8=-(.-fA%-0-/A-AA y2-<A-9J<-2:A-; y-@ -. -0:A-$/:-

<2?-GA-{.-;A$-+ -VA?,  $4S-2R-;J y-> -#A y-<A:A-?A-,R-;A-.?-

{2?-? -;-y@ -. -0-i3?-<%-$A-$/:-<2?-GA-1=-{.-

5    ;A-?A-<-AJ=-=%-0-/A-o-{.-.-.LA-?J-=J-;%-9J<-2-.%-,   
 ;-@-.-0-i3?-/A-o$-{.-.-.LA-?J-=JJ:A-2-;%-/-;-,:A-;%-9J<,

人的早期历史。先知

撒母耳记载了以色列

诸王的历史。先知以

利亚宣告人们必须弃

绝偶像崇拜，只单单

敬拜上帝。公元前 8
世纪，上帝向先知以

赛亚宣示了主耶稣的

到来。先知以斯拉和

尼希米帮助犹太人重

建家园，修复了原先

被侵略者毁坏的首都

耶路撒冷。《新约》

是由那些同主耶稣生

前相处过的人或者他

们的学生所作。上帝

告诉这些先知和使徒

要写下的内容，他们

就原原本本按上帝的

话去写，因此我们确

信他们在《旧约》和 

《新约》里写下的一

切真实可信。

(3）《圣经》如何译成

藏语？

9. 《旧约》绝大部分是

用希伯来语——犹太

人的古典语言写成。

和藏语不同，希伯来

语从右向左书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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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0?-Az-<3-{.-(-2>.-G%-, A y-<A$-o=-#2-G A- 

;A-$J-VA?, .J:A-KA<-;-y@ -. -0:A-$8R/-/ -i3?-GA?-<%-$A-
$/:-<2?-GA-{.-;A$-(R?-{.-v<-aR2-9<-aR2-.R%-L?-

.$R?,  .?-<2?-.%-0R:C-{2?-? -, A y-<A$-{.-/A-KA-o=-

IA-{.-;A$-8A$-;A/-0?-8=-(.-$?<-0-, A y-<A$-$A-;A-$J-=-

VA?-0-.%-,    , A y-<A$-{.-;A$-/?-8=-(.-$?<-f A%-

.J-$*A?-2R.-;A$-43-. -3-9.-{.-;A$-@-&%-3%-0 R<-

2+<-2-<J.,  
 





2R.-;A$-.%-3A-:S-!J-AAy2-<A-;A$-$;?-KR$?-/?-$;R/-

KR$?-?-VA?-:.$ 

2R.-;A$-.%-:S-!J-,Ay-<A$-;A$-$;R/-KR$?-/?$;?-KR$?-

?-VA?-:.$

主耶稣基督的时代，

犹太人已经忘记了自

己古老的语言，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阿

拉米语，而书写则用

希腊语。犹太人的年

青人在学校里，需要

把希伯来语作为一门

古典语言来攻读。公

元 1世纪，希腊语是

当时的国际通用语，

所以《新约》用希腊

语写成。此后希腊语 

《新约》被翻译成了

许许多多语言，其中

就包括藏语。 

希伯来语和藏语不同，

希伯来语从右向左书

写。

希腊语同藏语一样，希

腊语从左向右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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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885年《新约》

在拉达克第一次被译

成藏语。1903年《新

约》有了第二种藏文

译 本 ， 并 于 1 9 3 3年
在上海重印。1948年
全本藏文《圣经》在

印度出版发行。1970
年一位名叫埃利亚·

次旦平措的藏族基督

徒出版了《新约》全

书。目前，人们正在

把《圣经》一些容易

阅 读 的 新 版 译 成 藏

语。

10.   .3-0:A-$?%-<2-GA-8=-(.-$?<-0-, A-=R-
1885  =R<-=-?$?-? -2R.-;A$-+ -,J%?-.%-0 R<-

2+<-2-.%-,  ,A-=R-1903  =R<-o-$<-=-,J%?-$*A?-0<-

2+<-/?-1933  =R<-N%-$R-Z%-@:J-=-;%-2*<-0<-

2+2,  1948  =R<-2R.-;A$-$A-$?%-<2-(-5%-o-$<-. -

.0J-0/-L?,  ;J y-> -0-AJ y-=A-; -5K-w/-1/-5S$?-GA?-

1970  =R<-8=-(.-$?<-0-.J-lR3-1A$-$/%-/?-0<-

. -0/,   .J%-{2?-[R$-2.J-2:A-0<-$8A-$?<-0-2 R.-

;A$-+ -+<-28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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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圣经》概览

(1) 《圣经》的两大

部分

11. 《圣经》可分为

两个主要部分：《旧

约 》 与 《 新 约 》 。 

《 旧 约 》 分 3 9卷 ， 

《新约》有27卷，因

此全本《圣经》一共

有 6 6卷 。 每 卷 下 分

章、节，《圣经》中

最 长 的 经 卷 为 《 诗

篇》，有 150章，而 

《诗篇》中最长的一

章包括176节。查找经

文有三个步骤：先找

到卷，再去查章，最

后按节查找需要的经

文。例如查《约翰福

音》3：16这节经文，

先要在《新约》中找

到《约翰福音》，再

按章找到第3章，之后

按节找到第16节。以

这种方式，你就能在

《圣经》中查找到所

需经文。 

?-2&.-$?3-0,
.3-0:A-$?%-<2-, A<-2>.-0, 

(1) .3-0:A-$?%-<2-GA-(->?-$4S-2R-$*A?, 
 

11. $R%-. -2>.-0-v<-.3-0:A-$?%-<2-=-(->?-

$4S-2R-$?<-fA%-$*A?-;R.,  8=-(.-fA%-0<-3. R-?3-& -

?R-.$ -;R.-0-.%-8=-(.-$?<-0-=-3.R-*A?-> -l-2./-

;R.,  .3-0:A-$?%-<2-(-5%-=-3.R-S$-2& -<J-S$-;R.,  
3.R-<J<-=J: -;R.-=-=J: -<J-<J<-A%-P%?-G%-;R., $?%-

<2-GA-/%-/?-=J: -2o-.%-s-2& -;R.-0:A-$?%-3$<-

9J<-2:A-3.R-.J-<A%->R?-;A/-=,  .J:A-/%-$A-=J: -<A%->R?-

=-A%-P%?-2o-.%-2./-2& -.R/-S$-;R.,  $?%-<2-

GA-A%-P%?-:5S=-2<-<A3-0-$?3-;R.,  .%-0R-3.R,  
.J-/?-=J:,  .J-/?-A%-P%?-:5S=-o,  .0J<-/-;R y-@-

//-=J: -$?3-0-A%-2& -S$-:5S=-2<-8=-(.-$?<-0-

=-$9A$?-/?-;R y-@-//-IA?-VA?-0:A-:UA/-29%-$ A-3.R-
fJ.-/?-=J: -$?3-0<-$9A$?-0-.%-,  A%-2& -S$-0<-

:5S=,  .J-v<-L?-/-$?%-<2-GA-A%-P%?-$%-<%-8A$-

f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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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A-$?%-<2-GA-3.R-i3? -G A-{R<, 

.3-0:A-$?%-<2-GA-<J:-3A$-$*A?-0,
8=-(.-

fA%-0, 
3.R:A-<A$?, 3.R:A-P%?, 3.R-;A-2#?-3A%-,

(R?-OA3?, 5  1. :$R.-0, 

 2. :,J$?-0, 

 3. =J-7A-5=-

      OA3?, 

 4. P%?-!

 5. 2!:-=%-,

=R-o?, 12  6. ;R->-A, 

 7. OA3?-.0R/,
 8. <.,
 9. 1 >-3-AJ=,
10. 2   >-3-AJ=,
11. 1 o=-  

      <2?, 

12. 2 o=-

    <2?,
13. 1 }R/-<2?, 

14. 2 }R/-<2?,
15. AJ?-<, 

16. /J-@J3-;, 

17. AJ?-,J<,

(2) 圣经各卷名称

《圣经》

各卷卷名一览表
旧

约

类

型

包

含

卷

数

卷名

律

法

书

5 1. 创世记

2. 出埃及记

3. 利未记

4. 民数记

5. 申命记

历

史

书

12 6. 约书亚记

7. 士师记

8. 路得记 

9. 撒母尔  

   记上

10.撒母尔

   记下

11.列王记上

12.列王记下

13.历代志上

14.历代志下

15.以斯拉书

16.尼希米记

17.以斯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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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2-GA-<J:-3A$-$*A?-0,
8=-(.-

fA%-0, 
3.R:A-<A$?, 3.R:A-P%?, 3.R-;A-2#?-3A%-,

=%-!R/-0-

:A-3.R,
17 23. ;J->-;,

24. ;J-<J3-;,
25. #$-\

26. AJ-9A-!A-      

    AJ=,
 27. .-/A-AJ=,
28. @R->J-A,
29. ;R-AJ=,
30. A-3R?,
31. AR-2J.-;, 

32. ;R-/,
33. 3A-!
34. /-@3,
35. @-2-!$

36. 9J-1/-;, 

37. @$-$-AA, 

38. 9-!<-;, 

39. 3-=-!A

《圣经》

各卷卷名一览表
旧

约

类

型

包

含

卷

数

卷名

先

知

书

17 23. 以赛亚书

24. 耶利米书

25. 耶利米

    哀歌

26. 以西结书

27. 但以理书

28. 何西阿书

29. 约珥书

30. 阿摩斯书

31. 俄巴底

    亚书

32. 约拿书

33. 弥迦书

34. 那鸿

35. 哈巴谷书

36. 西番亚书

37. 哈该书

38. 撒加利

    亚书

39. 玛拉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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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2-GA-<J:-3A$-$?3-0,
8=-(.-

$?<-0,
3.R:A-<A$?, 3.R:A-P%?, 3.R-;A-2#?-3A%-,

:UA/-29%-

.%-{-52-

i3?-GA-
36.-0,

5 40. 3.-,, 

41. 3<-!

42. =-!

43. ;R-@-//, 

44. {-52-i3?-

     GA-36.-   0,
:UA/-;A$ 21 45. <R-3-0, 

46.  1 !R-<A/-,-0,
47. 2 !R-<A/-,-0, 

48. $-=.-;-0,
 49. AJ-1J-?-0, 

50. 1A-=A2-0A-0, 

51. !R-=R-?-0, 

52. 1 ,J-?-=R-/A-
     !J-0, 

53. 2 ,J-?-=R-/A-
     !J-0,

《圣经》

各卷卷名一览表
旧

约

类

型

包

含

卷

数

卷名

新

约

福

音

书

与

使

徒

行

传

5 40. 马太福音

41. 马可福音

42. 路加福音

43. 约翰福音

44. 使徒行传

书

信

集

21 45. 罗马书

46. 哥林多   

    前书

47. 哥林多

    后书

48. 加拉太书

49. 以弗所书

50. 腓力比书

51. 哥罗西书

52. 帖撒罗 

    尼迦前书

53. 帖撒罗

    尼迦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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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2-GA-<J:-3A$-$?3-0,
8=-(.-

$?<-0,
3.R:A-<A$?, 3.R:A-P%?, 3.R-;A-2#?-3A%-,

:UA/-;A$ 21 54. 1 +A-3R-,J:,
 55. 2 +A-3R-,J:,
56. +A-+,
 57. 1J-=A-3R/, 

58. AA2-<A-0, 

59. ;-!R2,
60. 1 0J-QR,
61. 2 0J-QR, 

62. 1 ;R-@-//, 

63. 2 ;R-@-//,
64. 3 ;R-@-//,
 65. ;-@-.,

3-:R%?-

=%-2!/,
1 66. 3-:R%?-

     =%-2!/,

《圣经》各卷卷名一

览表
旧

约

类

型

包

含

卷

数

卷名

书

信

集

21 54. 提摩太

前书

55. 提摩太

后书

56. 提多书

57. 斐利门书

58. 希伯来书

59. 雅各书

60. 彼得前书

61. 彼得后书

62. 约翰一书

63. 约翰二书

64. 约翰三书

65. 犹大书

启

示

录

1 66. 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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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圣经》中有不

同 类 型 的 经 卷 ， 如 

《旧约》中的前五卷

从《创世纪》到《申

命记》合称“律法书”， 

因为其中包含了上帝

给 犹 太 人 的 宗 教 律

法。

13. 律法书：《圣经》

的 前 五 卷 书 名 分 别

为《创世记》、《出 

埃 及 记 》 、《 利 未 

记》、《民数记》和 

《申命记》。（有时

它们也合称“摩西五

书 ” 。 ） 第 一 卷 书 

《创世记》记载了神

创 世 界 和 原 罪 的 来

历，同时也讲述了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

以及约瑟等犹太人先

祖的历史。第二卷书

《出埃及记》讲述了

犹太人在埃及做奴隶

的悲惨经历以及上帝

如何差派摩西拯救他

们。第三卷书《利未

记》记录了上帝给予

犹太人的宗教律法以

及敬拜上帝的仪式。

第四卷书《民数记》

则讲述了以色列民众

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在

西 奈 沙 漠 游 牧 漂 泊 

的历程。最后一卷书

12.   .3-0:A-$?%-<2-GA-3.R-i3?-<A$?-:S-3 A/-

;R.,  .0J<-/-8=-(.-fA%-0:A-3.R-.%-0R-:$R.-0-/?-s-

0-2!:-=%-2<-IA-2#?-3A%-=-(R?-OA3?-9J<,  $%-

=$?-8J-/,  .J<-.!R/-3(R$-$A?-;-@ -. -0-i3?-=-$/%-

2:A-(R?-OA3?-VA?-;R., 

13.   (R?-OA3?-GA-3.R-i3?,
.3-0:A-$?%-<2-GA-3.R-.%-0R:C-2#?-3A%-=-:$R.-0-

.%-,  :,J$?-0,  =J z-7A-5=-OA3?,  P%?-!  2!:-

=%-2&?-s-;R.,  {2?-:$<-=%-!R/-0-3R y->J-;A-3.R-
.%-0R,  $*A?-0,  $?3-0,  28A-0, s-0-;%-9 J<-2-

;A/, :$R.-0-9J<-2:A-3.R<-:)A$-gJ/-L%-5=-.%-,  
*J?-#A$-L%-5=-IA-=R-o?-VA?-;R.-0-3-9.,  ;-y@ -. -0:A-
3J?-0R-Ay2-<-@3-.%-,  AA y-?$  ;-y!R2,  ;R y-?J2-2&?-

GA-=R-o?-;%-;R.,  :,J$?-0-9J<-2:A-3.R-$*A?-0-.J-=-

;-y@ -. -0-$/:-2R:C-AJ y-)J2-;=-=-V/-$;R$-+ -I<-/?-

.!R/-3(R$-$A?-=%-!R/-0-3R y->J-.J-5S<-2&A%?-:PR=-

$+R%-2:A-KA<-3%$?-0:A-=R-o?-VA?-;R.,  =z J-7A-5=-

OA3?-9J<-2:A-3.R-$?3-0<-.!R/-3(R$-$A?-;y-   @ -. -0-

i3?-=-$/%-2:A-(R?-OA3?-.%-.!R/-3(R$-=-2~J/-

2!<-8 -2:A-(R-$-VA?-;R.,  P%?-!-9J<-2:A-3.R-28A-0<-

; y-@ -. -0-i3?-:VR$-0-v<-?A y-/ -LJ-,%-=-:H3-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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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R.-;R.,   2!:-=%-9J<-2:A-3.R-s-0<-

.!R/-3(R$-$A-(R?-OA3?-;%-2*<-VA?-;R.-=,  =%-!R/-

0-3R y->J-;A?-;-y@ -. -0-i3?-=-! y-//-9J<-2:A-;=-=-$8A?-

($?-3-L?-0:A-}R/-. -$/%-2:A-2!:-aR2-;R., 
 

14. =R-o?-GA-3.R-i3?,
3.R-eJ?-3-/A-;R y-> -A-.%-,  OA3?-.0R/,  < y.,  >y-3 -

AJ=-IA-3.R-.%-0R-.%-$*A?-0,  o=-<2?-G A-3.R-.%-

$*A?,  }R/-<2?-GA-3.R-.%-$*A?,  AJ y?-<,  
/J y-@J3-;,  AJ y?-,J<-2&?-2& -$*A?-;A/,  ;R y-> -A-9J<-

2:A-3.R-/A-;-y@ -. -0-i3?-:VR$-0-v<-! y-//-;=-. -

aJ2?-/?-$8A?-($?-L?-0:A-=R-o?-;A/,  OA3?-.0R/-

9J<-2:A-3.R-/A-;y-@ -. -0-i3?-GA?-;y-7J-.!R/-3(R$-.R<-

/?-;=-z-i3?-? -K$-:5=-2?-.J-5S-.P:A-.2%-+ -KA/-

0:A-=R-o?-;A/,  .J-5S?-,R.-0-%/-0-%%?-/?-? J3?-+<-

2:A-{2?-? -.!R/-3(R$-$A?-#R-5S-.P:A-=$-/?-*R2-0:A-
KA<-$J-:OA.-3#/-i3?-3%$?-0:A-=R-o?-;A/,  < y.-

9J<-2:A-3.R-/A-OA3?-.0R/-IA-.?-{2?-? -L%-2:A-1%-

8A$-;A/-=,  ;y-7J-.!R/-3(R$-$A?-;-y@ -. -0-3A/-0: A-2.-

3J.-1=-0-8A$-=-,$?-eJ-$9A$?-0:A-|R-/?-< y.-9J<-2:A-
2.-3J.-.J-*2?-3$R/-;J y->:A-3J?-0R-8A$-+ -:I<-2:A-1%-

;A/,  >y-3 -AJ=-IA-3.R-.%-$*A?-/A-; y-@ -. -0:A-o=-0R-

《申命记》重申了许

多律法的诫命，并借

先知摩西指示犹太人

在迦南地定居下来。

 

14. 历史书：《圣经》

接 下 去 十 二 卷 书 分

别 为 《 约 书 亚 》 、

《 士 师 记 》 、 《 路

得记》、《撒母耳记

上 、 下 》 、 《 列 王

纪上、下》、《历代

志 上 、 下 》 、 《 以

斯 拉 记 》 、 《 尼 希

米 记 》 和 《 以 斯 帖 

记》。《约书亚》记

述了以游牧为业的犹

太人如何到达迦南地

并定居下来。《士师

记》记录了犹太人遗

忘上帝，开始敬拜当

地的神祇，后来被他

们 的 敌 人 战 胜 。 当

犹太人悔改后，上帝

派 遣 领 袖 去 拯 救 他

们。《路得记》记载

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外

邦妇女路得，如何蒙

恩成为主耶稣一位先

祖的故事，时间在前

卷《士师记》期间。

《撒母耳记上、下》

讲述了犹太人的王扫

罗 和 大 卫 的 历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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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上、下》记

载了其后以色列诸王

的历史，其中包括先

知以利沙和以利亚的

故事。《历代志上、

下》同样记叙了以色

列诸王的历史，尤其

是两位最伟大的王：

大卫和所罗门。

15. 以色列诸王同民

众一样不断地背弃上

帝，作为惩罚，公元

前 587年巴比伦人从

东面侵占了以色列，

把很多犹太人放逐到

巴 比 伦 城 （ 古 代 巴

比 伦 即 现 在 的 伊 拉 

克）。五十年后，波

斯 帝 国 征 服 了 巴 比

伦，允许犹太人回归

故里。《以斯拉记》

和《尼希米记》记载

了犹太人重建被毁的

首 都 耶 路 撒 冷 的 历

史。以斯帖是波斯王

的犹太妃子，《以斯

帖记》讲述了她如何

将犹太人从敌人手中

救出。

 

>y-A=-.%-. y-2A.-?R$?-GA-=R-o?-;A/,  o=-<2?-.%-

$*A?-GA-3.R-/A-;A y-?A-<-AJ=-;=-IA-o=-0R-eJ?-3-.%-=%-

!R/-0-AJ y-=A->-.%-AJ y-=A-; -;A-=R-o?-;A/-=, }R/-<2?-

.%-$*A?-/A-o=-0R-$=-(J->R?-. y-2A.-.%-?R y-=R-3R/-5.-

0:A-;A y-?A-<-AJ=-IA-o=-0R-i3?-GA-=R-o?-;A/,  
 

15. ;A y-?A-<-AJ=-IA-o=-0R-.%-:2%?-3A-?J<-$*A?-

!?-3 -3,.-/?-.!R/-3(R$-$A-2!:-OA3?-=-3-*/-0?-

,A-=R:A-}R/-IA-=R-587  =-2y-2A-=R/-9J<-2:A-;=-3A-i3?-

GA?-><-KR$?-/?-24/-:6=-L?-/?-;A y-?A-<-AJ=-;=-

.2%-. -#.-0-.%-,  .J-5S?-;-y@ -. -0-3%-0 R-<%-$A-;=-

/?-2y-2A-=R/-;=-. -o%-:2.-2+%-,  ($/:-<2?-G A-
2-y2A-=R/-;=-/A-.J%-{2?-GA-.LyA-<$-;A/,)  =R-%R-s-

2&:A-eJ?-? -+-9A$-$R%-3:A-o=-#2-GA-.3$-.0%-$A?-

2y-2A-=R/-;=-=-24/-:6=-L?-/?-+-9A$-$A-o=-0R?-

;-y@ -. -0-i3?-;A y-?A-<-AJ=-;=-=-5<-=R$-(R$-0:A-2!:-

2+%-2-.%-,  $+R<-$>A$-L%-2:A-; y-@ -. -;=-IA-o=-?-

;J y-< ->-=J3-a<-$?R-L?-0:A-=R-o?- i3?-A J y?-<-.%-

/J y-@J3-; -;A-3.R:A-/%-VA?-;R.,  AJ y?-,J<-/A-+-9A$-$A-o=-

3R-;y-@ -. -3-8A$-;A/-=,   AJ y?-,J<-IA-3.R-/A-#R%-$A?-

;y-@ -. -0-i3?-.P:A-=$-/?-2*2?-0:A-=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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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2-GA-3.R-i3?,
8=-(.-fA%-0:A-3.R-eJ?-3-/A-;R y2-.%-,  $?%-3$<,  
=J$?-2>.,  !R/-0:A-3.R,  $?%-\ -2&?-s-; A/,  
;R y2-/A-3A-?J3?-S%-0R-.%-*R/-3J.-0-8A$-;A/-+J-#$-2}=-

(J/-0R-M%?-{2?-? -#R%-$A?-.!R/-3(R$-=-#$-2}=-

L%-.$R?-0:A-o -nJ/-2!:-:SA-8?,  1%-.J:A-2eR.-

.R/-$4S-2R-/A-3A-i3?-$%-$A-KA<-#$-2}=-M R%-2-.J-;A/,  
;R y2-GA-1%-2[$?-/?-.J:A-,.-?J3?-$?R-,R2-0-LJ.-0-3-

9.-%-5S?-.!R/-3(R$-$A?-.R/-3J.-#$-2}=-M R%-:)$-

3A-YA.-0-;%->J?,  $?%-3$<-9J<-2:A-3.R-;A y-?A-<-AJ=-

IA-o=-0R-. y-2A.-?R$?-GA?-2l3?-0:A-3$<-.%-( R/-=3-

;A/,  =J$?-2>.-3.R-/A-;A y-?A-<-AJ=-;=-IA-o=-0R-
?R y-=R-3R/-IA?-2#?-0:A-=J$?-2>.-;A/-+J-2R.-GA-#-(J-1-

=:A-=J$?-2>.-:VA-!%?-.%-:S,  !R/-0:A-3.R<-

o=-0R-?R y-=R-3R/-IA?-.!R/-3(R$-3J.-/-3A:A-5K-.R/-3J.-

;A/-8J?-0:A-2eR.-.R/-VA?-;R.-&A%-,  $?%-\ -/A-2lJ-
$.%-$A-~/-%$-;A/,   
 

17. =%-!R/-0:A-3.R-i3?,
.J-eJ?-GA-3.R-/A-;J y->-; -.%-,  ;J y-<J3-;,  #$-\  
AJ y-9A-!A-AJ=,  . y-/A-AJ=,  @R-y>J-A,  ;R y-AJ=,  A-y3R?,  
AR y-2J.-;,  ;R y-/,  3A y-!  / y-@3,  @-y2-!$  9J y-1/-;,  

16. 智慧书：《旧约》

接 下 来 的 五 卷 书 是 

《 约 伯 记 》 、 《 诗

篇 》 、 《 箴 言 》 、 

《 传 道 书 》 和 《 雅

歌》。约伯是一位诚

实虔信的人，但却遭

受了巨大的灾祸，他

于 是 向 上 帝 探 询 缘

故。这篇故事的主旨

在于探究人生受苦的

缘由。通过阅读《约

伯 记 》 ， 我 们 不 仅

获得心灵上的安慰，

还能明白上帝并不让

人们无意义地受苦。

《诗篇》保存了以色

列王大卫与其他人的

赞美诗和祷词。《箴

言》是所罗门王收集

整理的智慧之辞，在

题材上《卡其帕鲁》

近似。《传道书》谈

论的是没有上帝，生

活 如 何 失 去 意 义 ， 

《雅歌》则是关于爱

的诗歌集。

17. 先知书：《圣经》

接下来的十七卷书合

称 先 知 书 ， 分 别 为 

《 以 赛 亚 书 》 、 

《 耶 利 米 书 》 、 

《 耶 利 米 哀 歌 》 、

《 以 西 结 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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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以 理 书 》 、 
《何西阿书》、《约
珥 书 》 、 《 阿 摩 司 
书 》 、 《 俄 巴 底 亚
书》、《约拿书》、
《 弥 迦 书 》 、 《 那
鸿 书 》 、 《 哈 巴 谷 
书 》 、 《 西 番 雅 
书》、《哈该书》、
《 撒 迦 利 亚 书 》 和 
《玛拉基书》。先知
是上帝所差，解释上
帝的诫命，宣讲义人
得救和上帝的审判。
通过上帝给予先知的
智慧，他们在数百年
前就宣告了救主耶稣
的来临，他将把所有
的人从罪与死中解救
出来。先知书是《旧
约》最后一部分。

18. 福音书和使徒行
传：《圣经》此后为
《 新 约 》 部 分 ， 前
五 卷 书 为 《 马 太 福 
音 》 、 《 马 可 福 
音 》 、 《 路 加 福 
音》、《约翰福音》
和《使徒行传》。马
太、马可、路加和约
翰 分 别 讲 述 了 主 耶
稣的生平和他在世上
所做的工。《使徒行
传》则记述了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后，使徒
如何在亚、欧、非各
地传布福音，建立教
会。

@ y$-$-AA,  9-y!<-;,  3-y=-!A-2&?-2& -2./-;A/,  
=%-!R/-0-i3?-GA?-.!R/-3(R$-$A-2%-(J/-v<-;A y-?A-<-

AJ=-3A-i3?-=-S%-2-*A.-.%-.!R/-3(R$-$A-OA3?-$&R.-

GA-{R<-=-$?%?-0-3-9.,  .!R/-3(R$-$A-2!:-OA3?-

$?=-2>.-$/%-2-<J.,   .!R/-3(R$-$A?-=%-2!/-

0<-}R/->J?-$/%-/?-#R-5S?-;z-@ -. -0-i3?-=-; J y-> -3-

:LR/-0:A-.?-<2?-3%-0R:C-}R/-. -3A-<A$?-!/-*J?-

#A$-.%-,   :(A-2:A-$/?-=?-1 R=-2<-36.-3#/-

*2?-3$R/-;J y->:A-{R<-H2-21$?-36.,  =%-!R/-0:A-
3.R-i3?-/A-8=-(.-fA%-0:A-3.R-3,:-3-; A/-/R, 
 

18. :UA/-29%-.%-{ -52-i3?-GA-36.-0,
8=-(.-$?<-0:A-3.R-.%-0R-/A-3y.-, -.%-,  3y<-!  
= -y!  ;R y-@-//,  { -52-i3?-GA-36.-0-2&?-s-; A/,  
3y.-, -.%-,  3y<-!  = -y!  ;R y-@-//-2&?-28 A?-$4S-2R-
;J y->:A-{ -5K-.%-K$-=?-GA-=R-o?-VA?-;R.,  $4S-2R-;J y-> -

{ -$>J$?-/?-a<-$?R/-0:A-eJ?-? -#R%-$A-*J-$/?-i3?-

GA?-AJ y->J-;-.%-,  ;R y-<R2-Az-n J-<A-!-\A%-. -:UA/-29%-

H2-21$?-L?-/?-*2?-3$R/-;J y-> -#A y-<A:A-?A-,R:C-(R?-

5S$?-24$?,  =R-o?-.J-/A-{ -52-i3?-G A-36.-0: A-
3.R<-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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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UA/-;A$-$A-3.R-i3?,
eJ?-3:A-3.R-;A-2#?-3A%-/A-<R y-3-0-.%-,  !R y-<A/-, -0-.%-

0R-.%-$*A?-0,  $ y-=.-; -0,  AJ y-1J-? -0,  1A y-=A2-0A-0,  
!R y-=R-? -0,  ,J y-?-=R-/A-!J-0-.%-$*A?,  +A y-3R-,J: -.%-

$*A?,  +A y-+,  1J y-=A-3R/,  AA y2-<A-0,  ; y-!R2,  
0J y-QR-.%-$*A?,  ;R y-@-//-.%-0R,  $*A?-0,  $?3-0,  
;-y@ -. -2&?-*A-> -l-$&A$-;A/,  .?-<2?-.%-0 R:C-/%-

=-;J y-> -0-i3?-AJ y->J-;-/2-KR$?-.%-,  ;R z-<R2-Az-n J-<A-!-

\A%-=-2#.-;R.-0?-(R?-5S$?-GA-.2 -:OA.-0-{ -52-

0y: -= -.%-,    0J y-QR-;-y!R2-?R$?-GA?-.3A$?-2?=-I A-
:UA/-;A$-PR%-HJ<-#$-=-2#.-0:A-;J y-> -0-i3?-=-2+%-

$/%-2-<J.,  .0J<-/-.J-5S?-<R y-3-0:A-$R%-3:A-o=-#2-G A-
o=-?-<R y-3,  , A y-<A$-o=-#2-GA-PR%-HJ<-!R y-<A/-, -;%-/-

AJ y->J-;-/2-KR$?-GA-PR%-HJ<-AJ y-1J-? -=-2#.-0:A-;J y-> -0-

i3?-=-:UA/-;A$-2+%-$/%-,  {2?-:$<-. J-5S?-

$4S-2R-;J y-> -=-..-0-LJ.-3#/-i3?-GA-]R-!R2?-:1J=-2:A-
K A<-;J y-> -0-,A-=-:UA/-;A$-2+%-$/%-,  :UA/-;A$-+A y-3R-
,J: -.%-0R-.%-$*A?-0,  +A y-+,  1J y-=A-3R/-2&?-; J y-> -0-

3A-|J<-=-2+%-;R.,  

 

19. 书信集：《圣经》
接 下 来 的 二 十 一 卷
书 是 《 罗 马 书 》 、 
《 哥 林 多 前 书 》 、 
《 哥 林 多 后 书 》 、 
《 加 拉 太 书 》 、 
《以弗所书》、《腓立
比 书 》 、 《 歌 罗 西 
书 》 、 《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 、 《 帖 撒 
罗 尼 迦 后 书 》、 
《 提 摩 太 前 书 》 、 
《 提 摩 太 后 书 》 、 
《 提 多 书 》 、 
《 腓 利 门 书 》 、 
《希伯来书》、《雅
各 书 》 、 《 彼 得 前 
书 》 、 《 彼 得 后 
书 》 、 《 约 翰 一 
书 》 、 《 约 翰 二 
书》、《约翰三书》
和《犹大书》。公元 
1世纪时，早期的基督
徒散布在中东、欧洲
和北非的许多国家。
教会的长老，如使徒
保罗、彼得和雅各，
有时会就特别事项写
信给居住在同一座城
市的基督徒，象罗马
（当时罗马帝国的首
都）、哥林多（希腊
城市）或以弗所（西
亚城市）；有时他们
的书信没有针对性，
而是鼓励所有的基督
徒坚定信仰。《提摩
太前书》、《提摩太
后书》、《提多书》
和《腓利门书》是写
给单个基督徒的。

 



27=J:-.%-0R, 第一章

20. 启示录：《圣经》

最后一卷书是《启示

录》，主旨是主耶稣

在世界末日的降临，

上帝将摧毁一切死亡

与邪恶，并将主耶稣

里的信徒升入天堂，

与主耶稣同享永生。

20. 3-:R%?-=%-2!/-IA-3.R,
.3-0:A-$?%-<2-GA-3,:-3:A-3.R-/A-{ -52-;R y-@-//-I A?-

VA?-0:A-3-:R%?-0:A-=%-2!/-9J<-2:A-3.R-;A/,  .J:A-
/%-.R/-$4S-2R-/A-:)A$-gJ/-IA-3,:-3:A-*A/-3R<-

$4S-2R-;J y-> -;%-2*<-:63-\A%-=-1J2?-0-.%-,   
.!R/-3(R$-$A?-:(A-2-.%-%/-0-l-2-/?-3J.-0<-29 R?-

$/%-+J-$4S-2R-;J y-> -;A?-..-w/-,3?-&.-.!R/-3(R$-$A-
8A%-#3?-? -OA.-/?-.J<-%-5S-#R%-.%-3*3-5K-.0$-+ -

3J.-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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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J: -$*A?-0,
.3-0:A-$?%?-<2-GA-1%-, 

?-2&.-.%-0R,
8=-(.-fA%-0:A-=R-o?-3.R<-2#?, 
 

21.   .3-0:A-$?%-<2-GA-3.R-.%-0R-v<-/-;-y7J-
.!R/-3(R$-$A?-:)A$-gJ/-#3?-.%-.J<-;R.-0-,3?-&.-

&A-;%-3J.-0-/?-2!R.-$/%-2-<J.,  .J:A-.?-? -#R%-$A?-

*A-^-.%-,  2<-$%-#3?-.%-.J<-;R.-0:A-{<-3,  
{3-?-.%-o-35S,  lA->A%-.%-?J3?-&/-,3?-&.-? R$?-

29R?-$/%-2:A-eJ?-? -.%-,R$-3:A-3A-A-y.3-.%-@-y7-9J<-

3#/-#R%-.%-:PR$?-0:A-KA<-2!R.-$/%-,  AJ y-.J/-

8J?-0:A-;=-=-w3-<-=J$?-0R-8A$-29R?-/?-#R%-$A?-

36.-0:A-3A-.J-$*A?-.J-< -28$-/?-#R%-$A?-3A-.J-5S<-Y%-

o -;R.-0:A-2!:-OA3?->A$-$/%-,  Ay-.3-.%-@-y7-;A?-

.!R/-3(R$-$A-2!:-.J-=-3*/-/-.J-5S-.?-$+/-. -.!R/-

3(R$-.%-:PR$?-+J-*A.-0R-;R%-,  :R/-G%-.J-5S?-

.!R/-3(R$-$A-2!:-.%-:$=-2?-#R-5S-.%-;-y7J-.!R/-

3(R$-$A-:VJ=-2-;$-0R-3J.-0<-I<,   .!R/-3(R$-$A?-

.J-5S-w3-<-.%-#R%-$A-{ -3./-/?-KA<-2+R/,6 

6    :$R.-0-9J<-2:A-3.R-=J:-1-3 =-$9A$?,

第二章：

《圣经》故事

第一节：

《旧约》故事

21. 《圣经》中的第

一个故事记叙了上帝

如何从虚无中创造宇

宙以及其中的万物。

他 创 造 了 太 阳 和 月

亮、外太空与其中的

星星、大地和海洋、

植物以及动物。他还

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

当和夏娃，把他们放

在一个叫做伊甸园的

地方生活。他要求他

们 遵 守 一 条 诫 命 ，

如果亚当和夏娃听从

上帝，他们就会和他

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

起。可是，亚当和夏

娃背逆上帝的旨意，

败 坏 了 和 上 帝 的 关

系，上帝就把他们从

伊甸园赶了出去，从

此不再见他们5。

5   创世记1-3



第二章30=J:-$*A?-0, 

22.  A-y.3-.%-@-y7:A-2 -o.-GA?-3 -3,.-/?-#R-5S<-

L3?-0-36.-3#/-.!R/-3(R$-$A-2!:-OA3?-.%-:$=-

2?-3)$-+ -.!R/-3(R$-$A?-3A-i3?-GA-2?3-0-,3?-

&.-g$-+ -%/-0-#R-/-;R.-0-$9A$?-/?,   3A:A-<A$?-

36.-0:A-K$-=?-=-:IR.-0-.%-,$?->A/-+ -*R-/?-3A:A-
<A$?-5<-$&R.-0:A-KA<-. -( -=R$-(J/-3R-29R-lA?-$/%-,  
:R/-G%-;-y7J-.!R/-3(R$-$A?-/R y-A-9J<-3#/-3 A-?J3?-S%-

0R-.%-*R/-3J.-0-8A$-=-,$?-.IJ?-0?-#R%-.%-#R%-$A-
/%-3A-2./-( -=R$-/?-2*2?-$/%-,  .J-v<-;A/-;%-( -

=R$-L%-2:A-eJ?-? -/R y-A-;A-2 -o.-GA?-.-.%-#A$-*J?-L?,  
.J:A-KA<-.!R/-3(R$-$A?-#R%-*A.-.%-3A:A-:VJ=-2-

a<-$?R-;R%-2:A-(J.-. -:(<-$8A-8A$-29R?-$/%-,  
3A:A-<A$?-!/-=-LA/-IA?-_R2-0:A-KA<-Ay2-<-@3-9 J<-2:A-
3A-8A$-.!R/-3(R$-/?-.3A$?-2?=-IA?-2.3?,  
Ay2-<-@3-1=-(J<-,A-=R:A-}R/-IA-=R-(A$-!R%-.$ -2o:C-}-

eJ?-? -:O%?-0-.%-3J y-?:R-0A-+-3J-;-(.J%-{2?-G A- 

.LyA-<$-)  ;=-IA-A y<-9J<-2:A-PR%-HJ<-. -28$?-3#/-

;A/,  .!R/-3(R$-$A?-#R%-=-0 -y=J-?A-,/-;%-/-! y-//-

9J<-2:A-;=-P -=-:PR-2:A-2!:-$/%-! J-Ay2-<-@3-I A?-

/%-3A-OA.-/?-.J<-$/?-% R?-L?,  ! y-//-;=-. -aJ2?-

0:A-eJ?-? -.!R/-3(R$-$A?-;=-P -.J-/A-Ay2-<-@3-.%-

#R%-$A-2 -o.-=-$/%-o:A-8=-(.-$/%-, Ay2-<-@3-I A-2 -

22. 虽然上帝对他们

的爱没有改变，亚当

和夏娃的子孙却不断

违抗上帝的旨意。终

于，上帝看到人们不

断作恶，深深后悔不

该造了人类，决定用

一 场 大 洪 水 使 之 灭

绝。但上帝唯独喜悦

义人挪亚，就从洪水

中救了他和全家。尽

管如此，挪亚的子孙

在 洪 水 退 后 依 然 作

恶，上帝就拣选亚伯

拉罕来实现自己的计

划，修复世人同上帝

的关系，把上帝的祝

福带给世上万民。亚

伯拉罕大约出生于公

元前19世纪，生活在

美索不达米亚（今伊

拉克）一座名叫吾珥

的城市。上帝吩咐亚

伯 拉 罕 去 巴 勒 斯 坦 

（亦称迦南地），他

就带全家去了那里，

上帝应许将把这片土

地 赐 给 他 和 他 的 子

孙。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和孙子雅各（又

称“以色列”）在迦

南地过着游牧生活，



第二章31=J:-$*A?-0,

AA y-?$-.%-5-2R-;-y!R2-K$?-mA-L?-+J-0 -y=J-?A-,/-;=-=-

2#.-0-.%-.J-5S:C-HA3-o.-:1J=,7  :R/-G%-3 -$J-8A$-

L%-/?-2NJ?-vR$->A-*J/-(J-2?-Ay2-<-@3-I A-2 -o.-5%-

3-AJ y-)J2-;=-. -9?-<A$?-:5S=-2:A-KA<-. -KA/,8 .J-5S:C-
/%-/?-;R y-?J2-9J<-2:A-3A-8A$-AJ y-)J2-;=-IA-o=-0R:C-]R/-

(J/-. -I<-2-.%-,  #R%-$A?-eJ?-? -<%-$A-/%-3A-!/-3 -$J-
/?-2*2?,   
 

23.   ;A y-?A-<-AJ=-IA-2 -o.-AJ y-)J2-;=-=-V/-$; R$-

+ -I<-/?-=R-28A-2o-2#.-.$R?-L%-2-.%-#$-2}=-

P%?-3J.-M%?,  ;-y7J-.!R/-3(R$-$A?-#R-5S:C-#$-2}=-

$9A$?-+J-; y-@ -. -<A$?-1R=-2:A-KA<-3R y->J-9J<-2:A-3A-8A$-

.3A$?-2?=-IA?-2.3?,  =%-!R/-0-3R y->J-;A?-%R-
35<-IA-36.-0-3%-0R:C-|R-/?-;-y@ -. -0:A-3A-<A$?-!/-

AJ y-)J2-;=-/?-OA.,  =3-2<-. -.J-5S?-?A y-/ -<A:A-$>3-=-

;y-7J-.!R/-3(R$-3)=-2-.%-,  =%-!R/-0-3R y->J-<A-lJ<-

:6K$?-+J-.!R/-3(R$-$A?-#R%-=-#R3-OA3?-$/%-,  
.J-v<-/-;y-7J-.!R/-3(R$-/A-; y-@ -. -0:A-3A-<A$?-GA-.!R/-

3(R$-;A/-=,  ;y-@ -. -0:A-3A-<A$?-/A-.!R/-3(R$-$A?-

7    ;A-?A-<-AJ=-/A-;-!R2-GA-3A%-$8/-;A/-0-3-9.,  =%-0:A-3A%-

   ;%-;A/,   ;A-?A-<-AJ=-;=-.%-,  !-//,  0-=J-?A-,/-;=-

   $&A$-;A/,
8    ?-2N-=-$9A$?,

有了众多后裔 6。可

是，当地后来闹了饥

荒，全族人不得不迁

到埃及求食7，雅各的

儿子约瑟在埃及做了

宰相，把全族人从饥

馑中拯救了出来。

23. 以色列的后裔在

埃及四百年为奴，历

经苦难，上帝为了解

救他们，就派摩西到

犹太人中间。摩西凭

了许多异象和神迹，

把犹太人从埃及人的

奴役中领了出来。在

去往迦南地的路上，

上帝在西奈山向众人

显 现 ， 并 召 摩 西 上

山顶，赐予他写在石

上 的 法 版 。 根 据 立

约，上帝是犹太人唯

一的神，犹太人则是

上帝的选民。上帝为

他们立了十诫，写在

石上，同时还制定了

许多宗教律法和敬拜

仪式。但是以色列人

6    雅各又名以色列。以

色列同时也是地名，亦称迦

南地或巴勒斯坦。 

7   参见附录地图。



第二章32=J:-$*A?-0,

.3A$?-2?=-IA?-2.3?-0:A-3A-<A$?-;A/,  ;y-7J-.!R/-

3(R$-  $A?-.J-5S<-hR-=-VA?-0:A-2!:-OA3?-2& -$/%-2-

3-9.,  (R?-OA3?-3%-0R-.%-#R%-=-2~J/-2!<-8 -2:A-
(R-$-3%-0R-$/%-,  ;A y-?A-<-AJ=-0?-3 -3,.-/?-#R%-$A-
2!:-OA3?-.%-:$=-2?-=R-28A-2&:A-<A%-?A y-/:A-LJ-,%-

=-:H3?-.$R?-L%-,  3,:-3<-3R y->J:A->=-:6B/-0-

;R y-> -A-;A?-;-y@ -. -0-i3?-.!R/-3(R$-$A?-.J-5S:C-3J?-0R-
Ay2-<-@3-=-8=-(.-$/%-2:A-;=-! y-//-=-OA., 
 

24.   ,A-=R:A-}R/-1200  }-eJ?-? -;y-@ -. -3A-<A$?-GA?-

! y-//-IA-?-*J-hR-*J?-GA-3A-i3?-2.-0-.%-,  .J-5S?-

! y-//-;=-=-$8A?-($?-L?-0:A-eJ?-? -;y-7J-.!R/-

3(R$-.%-#R%-$A-(R?-OA3?-.R<-/?-;=-z-i3?-? -K$-

:5=-L?,  .!R/-3(R$-$A?-KA-o=-.3$-.0%-i3?-;%-

;%-; y-@ -. -0:A-;=-=-24/-:6=-;%-;%-L J.-. -2&$  
; y-@ -. -0?-.!R/-3(R$-=-,$?-eJ-$9A$?-0:A-$?R=-

(R/-:.J2?-{2?-#R%-$A?-.P-2R-=?-1R=-2:A-KA<-OA3?-

.0R/-9J<-2:A-.2 -OA.-0-2!.-3<-3%$?,  3)$-+ -

=%-!R/-0->y-3 -AJ=-IA?-;A y-?A-<-AJ=-;=-=-o=-#3?-

>A$-2!R.-0-.%-,  >y-A=-9J<-2:A-3A-8A$-;A y-?A-<-AJ=-IA-
o=-0R<-2{R-$8$-$/%-,  >y-A=-IA->=-:6B/-0-o=-0 R-
. y-2A.-.%-?R y-=R-3R/-IA?-]R-PR?-.%-w/-0:A-|R-/?-;A y-?A-<-

却不能谨守律法，上

帝罚他们在西奈沙漠

中漂泊了四十年。后

来，摩西的后继者约

书亚终于带领犹太人

进入上帝应许给犹太

人先租亚伯拉罕的土

地。

24. 大约公元前1200年
的时候，犹太人将迦

南地的土著居民赶了

出去。可当他们定居

下来后，犹太人又忘

记了上帝和十诫，开

始祭拜当地的神祇。

作为惩罚，上帝让异

族军队不断侵扰迦南

地。犹太人向上帝呼

号悔改，上帝就派遣

一些被称为“士师”

的首领把他们从敌人

手 里 拯 救 出 来 。 后

来，先知撒母耳在以

色列建立国家，并拿

膏油抹在扫罗头上，

立他作以色列的第一

位王。扫罗的继任者

大卫和所罗门都是贤

明的统治者，大卫王

立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第二章33=J:-$*A?-0,

AJ=-=-.2%-+<-L?-0-.%-,  o=-0R-. y-2A.-GA?-PR%-HJ<-

;J y-< ->-=J3-=-;A y-?A-<-AJ=-IA-o=-?-24$?,   #R%-$A-
2 -?R y-=R-3R/-IA?-.!R/-3(R$-=-2~J/-2!<-8 -2:A-(J.-. -

;J y-< ->-=J3-=-3(R.-#%-(J/-3R-8A$-:6$?-0/-L?,9  

25.   ;A y-?A-<-AJ=-;=-K$-0R<-I<-/-;%-,  .0R/-

<A$?-GA?-.2=-0R-i3?-=-S$-$/R/-L?-+J-YA.-$8%-

%/-<=-. -I<,  .!R/-3(R$-$A-=%-!R/-0?-YA.-$8%-=-

S%-0R:A-|R-/?-.2%-+<-LJ.-.$R?-0-.%-3 A-i3?-=-

.!R/-3(R$-$A-2!:-OA3?-*/-.$R?-0:A-,-5B$-2*<-. -

1R$   :R/-G%-.0R/-<A$?-.%-3A-.3%?-G A?-.!R/-

3(R$-$A?-$%-$?%?-0<-3-3*/-0?-;A y-?A-<-AJ=-o=-

#3?-.J-o=-U/-$*A?-? -#-V=,  L%-K R$?-? -;R.-0:A-
o=-U/-=-;A y-?A-<-AJ=-9J<-2-.%-zR-KR$?-GA-o=-U/-=-

;-y@ -. -9J<,  .!R/-3(R$-$A?-=%-!R/-0-AJ y-=A-; -.%-

;J y->-; -?R$?-;-y@ -. -0:A-3A-<A$?-? -3%$?-+ J,  AJ y-=A-
;?-;-y@ -. -0?-<%-L%-#3?-.%-,  ;=-z,  :S-{ -

?R$?-=-K$-:5=-2<-* R/-2eR.-$/%-,   ;J y->-; -;A?-

3A-i3?-GA-#A$-*J?-GA-{R<-(R?-$?%?-0-3-9.,  
.!R/-3(R$-$A?-3%$?-o -;R.-0:A-*2?-3$R/-IA-{R<-=-

9 o=-0R-<J-2{R-$8$-LJ.-0:A-{2?-?-=%-!R/-0?-o=-0R-=-$3-

   IA?-L$?-0:A-=$?-YR=-;R.,  L$?-0-/A-AA2-<A-{.-.-3->A-!-

 .%-,A-<A$-{.-.-#A-<A:A-?A-,R-9J<,

的首都，而他的儿子

所罗门则在耶路撒冷

修建了宏伟的神殿敬

拜上帝8。

25. 尽管犹太人建立

的 国 度 逐 渐 繁 荣 起

来，但国内官吏欺压

穷 人 ， 政 府 贪 污 腐

化，上帝差派的先知

们 不 断 警 告 政 府 秉

公执法，劝诫人民遵

守诫命，可官僚和民

众对上帝的话不闻不

问。于是，国家在内

争中一分为二：北面

的以色列国和南面的

犹大国。上帝派遣以

利亚和以赛亚等先知

来犹太人当中，以利

亚谴责他们祭拜自然

物体、当地的神祇和

偶像，以赛亚则劝他

们悔罪，向他们宣告

上 帝 将 派 救 世 主 降

临。但犹太人依然不

悔改，继续通奸、欺

诈、互相压迫为恶。

在上帝眼中，犹太人

8   在每一位国王新立时，

先知按例会拿膏油涂抹在新

王的头上。受膏抹者在希伯

来语称“弥赛亚”，在希腊

语中称“基督”。



第二章34=J:-$*A?-0,

=%-2!/-$/%-,  ; y-@ -. -0:A-3A-<A$?-GA?-.-.%-$&A$-

$A?-$&A$-=-$;R-+-.%-,  $*:-$/R/-.%-,  S$-,R.-

L?->A%-, :.R.-=R$-,., .!R/-3(R$-$A-,/-}<-;-y@ -. -

0:A-,A-5S$?-;R%?-? -%/-<=-. -I<-2?-#R%-$A?-,A-=R:A-
}R/-IA-=R-722  =-L%-KR$?-$A-o=-U/-;A y-?A-<-AJ=-5<-

$&R.-0:A-KA<-. -><-KR$?-/?-A-y?A-<A-; -;=-IA-.3$-

.0%-2+%-$/%-,  .J:A-eJ?-? -zR-KR$?-GA-o=-U/-

; -y. -.%-,  o=-?-;J y-< ->-=J3,  .J<-;R.-0:A-3(R.-#%-

(J/-3R:%-$+R<-2>A$-2+%-,  2z-2A-=R/-;=-IA-.3$-

.0%-$A?-; y-@ -. -3A-<A$?-3J y-?:R-0A-+-3J-;-;=-=-24/-

OA.-L?,  ; y-@ -. -3A-<A$?-=R-2./-2& -<A%-3J y-?:R-0A-+-

3J-;-;=-=-2#.-.$R?-G%-,   .J<-; y-@ -. -0-#->?-

.0J<-/-=%-!R/-0-. y-/A-AJ=-2z-2A-=R/-;=-IA-YA.-$8%-$A-

.0R/-0R<-I<, 
 

26.   ,A-=R:A-}R/-IA-=R-539  =-+-9A$-$R%-3:A-o=-#2-

GA-.3$-.0%-$A?-3J y-?:R-0A-+-3J-;-;=-=-24/-:6=-

L?-/?-+-9A$-$A-o=-0R-?A y-< -;A?-; y-@ -. -3A-<A$?-1-;=-

;A y-?A-<-AJ=-=-5<-=R$-+ -2&$ =%-!R/-0-AJ y?-<-.%-,  
9J y-!<-;,  @ y$-$-AA-?R$?-0?-:$R-OA.-/?-.J-5S?-.!R/-

3(R$-=-2~J/-2!<-8 -2:A-KA<-3(R.-#%-(J/-3R-a<-

$?R-L?,  ,A-=R:C-}R/-IA-.?-<2?-28A-0<-, A y-<A$-<A$?-

已经彻底败坏，上帝

于是在公元前 722年
派遣亚述军队从东面

灭掉了北方的以色列

国。其后南方的犹大

国也难逃劫难，都城

耶路撒冷和神殿毁于

一旦。犹太人被巴比

伦军队放逐到美索不

达米亚长达70年，一

些犹太人如先知但以

理还成为巴比伦政府

的大臣。

26. 公元前539年，波

斯军队侵入美索不达

米亚，波斯王居鲁士

允许犹太人重返故土

以色列。在先知以斯

拉、撒迦利亚和哈该

的带领下，犹太人重

建了神殿敬拜上帝。

公元前 4世纪，马其

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

了波斯。（作为世界



第二章35=J:-$*A?-0,

GA-o=-0R-A-y=J$-?/-DJ<-IA?-+-9A$-$A-o=-#3?-2& R3,  
(A-y=J$-?/-DJ<-;A?-eJ?-3-2R.-GA-/2-KR$?-GA-?-

353?-43-=-o-$<-.2%-. -#.,)  #R%-$A?-2{R-$8$-

L?-0:A-, A y-<A$-3A-<A$?-GA-.0R/-0R?-;A y-?A-<-AJ=-;=-=-

.2%-+<-2-.%-,  ;-y@ -. -0-i3?-;J y-< ->-=J3-IA-3(R.-

#%-(J/-3R<-3 -3,.-.!R/-3(R$-=-2~J/-2!<-8 -(R$  
:R/-G%-;-y@ -. -0:A-]-3-5.-0:A-;-y@ -. -3%-0R?-, A y-<A$-

{.-2>.-.J-KA-o=-=$?-YR=-L?-0:A-nJ/-IA?-;A y-?A-<-

AJ=-;=-=-3,/-1A=-3J.-0<-I<, 
 

27.   ,A-=R:C-}R/-IA-.?-<2?-.%-0R<-.LyA-+-=A-9J<-

2:A-o=-#2-GA-.3$-.0%-$A?-;A y-?A-<-AJ=-;=-5.-0:A-
?-.2?-o-35S-{R<-IA-o=-#3?-3%-0R-.2%-. -#.,  
.J:A-{2?-? -.LyA-+-=A-3A-=-<R y-3-0-9J<,  $%-=$?-9 J<-/,  
.J-5S:C-o=-?:A-3A%-<R y-3-;A/,  ;-y@ -. -0-i3?-G A?-<R y-3-

0:A-<A$-$/?-=-l-2-/?-3A-.$:-2?-;A y-?A-<-AJ=-;=-=-

9A%-:O$-3%-0R-=%?,  .J:A-{2?-? -1 -y< ->A-0-.%-? -y& -

?J-0-?R$?-GA-(2-YA.-KR$?-#$-(J-< -I<-2-.%-,  ;-y@ -

. -0-3%-0R-;A y-?A-<-AJ=-;=-/?-,R/-+J-AJ y-)J2-;%-/-, A y-
<A$-o=-#2-?R$?-KA-o=-=-KA/,  ;J y-< ->-=J3-IA-3(R.-

#%-(J/-3R-.J-,$-<A%-. -I<-2?-.J-5S?-$%-. -$/?-0-. J<-

.!R/-3(R$-=-2~J/-2!<-8 -2:A-KA<-5S$?-#%-;%-/-

史上的传奇人物，他

后来东征一直打到印

度，距西藏已经十分

接近。）他指派希腊

人治理以色列，允许

犹太人继续在耶路撒

冷神殿敬拜上帝。不

过，有许多讲希腊语

的犹太人，甚至包括

一部分祭司，渐渐采

纳了异族人的风俗习

惯，以色列出现了分

裂。

27. 公元前1世纪，从

意 大 利 来 的 罗 马 人 

（得名于他们的首都

罗马）征服了地中海

周边许多国家，其中

就包括以色列。犹太

人不愿接受罗马人的

统治，制造了很多暴

乱，一些派别如法利

赛和撒都该在此期间

逐步壮大。许多犹太

人离开以色列，在其

它地区如埃及和希腊

定居下来。由于他们

远离耶路撒冷圣殿，

就 修 建 了 聚 会 的 犹

太会所来随时敬拜上

帝。很多犹太人在虔



第二章36=J:-$*A?-0,

:. -#%-29R?,  ;-y@ -. -0-3%-0R?-.!R/-3(R$-$A?-

3%$?-o -;R.-0:A-*2?-3$R/-.J-|$-2#.-;R., 

?-2&.-$*A?-0,
8=-(.-$?<-0:A-=R-o?-3.R<-2#?, 
 

28.    ,A-=R:A-.?-<2?-.%-0R<-.!R/-3(R$-$A?-8=-

(.-$/%-2:A-*2?-3$R/-LR/-!%?-/A,  $4 S-2R-;J y-> -

3 -y>A-!:A-;3-3z A<-;3-$8R/-/ -3-;A/-0:A-.?-.3-0: A-
,$?-*A.-GA-/?-3,:A-|R-/?-*J?-0-.%-:V J=-2-3J.-0<-

3%=-:#R<-+J-:O%?,10 ;A y-?A-<-AJ=-;=-IA-L%-KR$?-? -

$ y-=A=-?-#3?-=-;2-;R y-?J2-.%-;3-3A y<-;3-IA-HA3-5%-

=-:5<-=R%?-L%-2-.%-,  $4S-2R-;J y-> -.$%-=R-?3-&:A-
{2?-? -O?-$?R=-3#/-;R y-@-//-IA?-#R%-=-;R y<-./-

$4%-0R<-O?-$?R=-$/%-,  =R-$?3-<A%-*J-$/?-3*3-

. -;-y@ -. -0-i3?-=-.!R/-3(R$-$A-o=-YA.-H2-21$?-

36.,    

10 .J:A-{2?-?-$4S-2R-;J->-3->A-!:A-;3-3A<-;3-/A-1=-(J<-

 .$%-=R-15-43-;R.-0-;A/,    ;J->-3->A-!-/A-;J->-#A-<A:A-?A-,R-
 ;%-9J<,

心等待上帝应许的救

世主的来临。

第二节：

《新约》故事

28. 公元1世纪，上帝

应 许 的 救 世 主 诞 生 

了9。凭借圣灵所显的

奇迹，主耶稣的生母

还是童贞女时就受孕

生产。主耶稣随父亲

约瑟和母亲马利亚在

以色列北方的加利利

长大，三十岁时由施

洗者约翰在约旦河中

洗礼，此后三年他带

领门徒向犹太人宣讲

上帝的国度。

9   当时主耶稣的母亲马利

亚大约15岁。需要注意的

是，主耶稣的名称在藏语中

因为语源不同，可能有不同

称谓。



第二章37=J:-$*A?-0,

29.   $4S-2R-;J y->?-.$J-2-$?R$-0-.%-,  (R?-GA-(R-$  
3A:A-=$?-YR=-?R$?-.!R/-3(R$-$A-,/-}<-,<-2-:, R2-

0:A-KA<-1/-3J.-;A/-0<-$?%?,  .!R/-3(R$-=-2~J/-

2!<-8 -:.R.-3#/-IA?-=?-.J:A-52-=-$4 S-2R-.!R/-

3(R$-=-]R-$&A$-?J3?-$&A$-.%-/?-0-&A-;R.-GA?-2lJ-
2<-29%-!J,  <%-=?-$8/-0-i3?-=-L3?-0-LJ.-

.$R?-0:A-2!:-$/%-%R-,  !R/-0-;J y->?-$=-+J-3A-8A$-

$A?-#A$-*J?-&/-;A/-0<-%R?-=J/-L?-+J-,R.-0-%/-0-

%%?-/?-?J3?-+<-/-.!R/-3(R$-$A?-#A$-*J?-?J=-%J?-

;A/-8J?-$?%?,  ..-w/-3A-8A$-$A?-.J-v<-L?-/-

.!R/-3(R$-$A-o=-YA.-. -:)$  :R/-G%-(R?-3J.-0-.%-

.!R/-3(R$-=-%R-cR=-LJ.-3#/-,3?-&.-.!R/-3(R$-.%-

#-V=-+J-.M=-#3?-? -.?-g$-+ -$/?-.$ R?-8J?-

$?%?,  .J-v<-$?%?-.$R?-0:A-.2%-(-; R.-0-35S/-

0:A-KA<-#R%-$A?-%R-35<-&/-IA-36.-0-3%-0 R-36.,  
.0J<-/-.!R/-3(R$-$A-/?-3,:A-|R-/?-#R%-$A?-/.-

<A$?-3A-:S-2:A-/.-0-3%-0R-2&R?-$/%-2-.%-,  $.R/-

:SJ-3%-0R-20.,  $>A/-0R-i3?-:(A-2-=?-2a%?-0-=-

?R$?-0:A-:UA/-=?-36.,  ;-y@ -. -0:A-.0R/-<A$?-

U$-.R$-*J?-+J-#R%-=-:)A$?-0?-#R-i3?-GA?-!R/-0-

;J y-> -:6B/-29%-L?, 
 

29. 主耶稣宣讲在上帝

眼中行善积德、举行

宗教仪轨或是遵循传

统习惯对得救都毫无

益处。相反，敬拜上

帝的人必须尽性、尽

心、尽力去爱上帝，

要爱人如己。耶稣告

诉人们，如果一个人

承认原罪，忏悔自己

所做的恶，上帝必定

宽恕他。如果他是凭

信心这么做，他也必

进上帝的国。而那些

对上帝不理不睬甚至

反对的人会被上帝弃

绝，永堕地狱。为了

表明他有权柄，主耶

稣施行了许多神迹，

如治愈病人、驱赶恶

鬼以及让人从死里复

活等等。犹太官员对

主耶稣又嫉恨又怕，

就找借口逮捕了他。



第二章38=J:-$*A?-0,

30.   .0R/-<A$?-GA?-$4S-2R-;J y-> -<R y-3-$R%-3:A-o=-

#2-GA-,A-H2-0A y-=-+ -=-$+.-/?-#R?-#R%-o%->A%-|%-=-

$?R.-.$R?-0:A-#-3%$-L?,  $4S-2R-;J y-> -PR%?-/?-

<R y-3-0:A-.3$-3A?-.<-#%-Y%-;%-*A-3-$??-0<-#R%-$A-
*J-$/?-.<-#%-=-:PR-{2?-! R%-0-:.$-0<-3, R%-,  
.!R/-3(R$-$A-1R-*-$*A?-GA?-#R-5S<-$4S-2R-;J y-> -$>A/-

0R:C-OR.-/?-$?R/-0R<-28J%?-0<-$?%?-/-;%-. J-5S?-

$/?-5=-.J<-;A.-3-(J?,  $4S-2R-;J y->?-*J-$/?-i3?-

=-,J%?-#->?-3%R/-0<-36.-0?-.J-5S?-#R%-=-$8A-/?-

..-0-L?,  eJ?-3-*J-$/?-i3?-GA?-}R/-. -#A$-*J?-

GA?-.!R/-3(R$-.%-3A-=-:VJ=-2-;$-0R-3J.-0-29R?-

G%-,  $4S-2R-;J y-> -28J%?-0-/?-29%-..-w/-i3?-=-

:VJ=-2-.J-a<-$?R-L%-2-%R?-:6B/-$/%-,  ? -;%-#R%-=-

..-0-L?-/-.!R/-3(R$-.%-3*3-. -.0$-+ -3J.-0:A-5K-
,R2-0<-:I<,  .J:A-KA<-*J-$/?-i3?-GA?-$%-?<-

KA/-/?-$4S-2R-;J y->:A-:UA/-29%-H2-21$?-36.,  
$4S-2R?-%R-35<-2:A-g$?-35/-2!/-0:A-|R-/?-:UA/-

29%-.J-2.J/-0-;A/-0<-<-3 R.-$/%-, 
 

31.   .!R/-3(R$-$A-,$?-eJ:A-|R-/?-$4S-2R-;J y->:A-
eJ?-:V%?-3#/-3IR$?-0R<-:1J=-2-.%-,  #R%-{ -5K-
=?-:.?-0:A-.?-,%-%:A-eJ?-? -..-w/-I A-3A-s-!R%-53-

30. 犹太祭司长和长老

把耶稣交给罗马派来

的总督彼拉多，他判

处将主耶稣钉死在十

字架上。耶稣死后，

罗马人派士兵看守他

的墓穴。但在他死后

三天，一些门徒来到

墓穴，却发现里面是

空的。两个天使告诉

他们耶稣已从死里复

活，但门徒们不肯相

信，直到主耶稣向他

们数次显现，他们才

不再怀疑。门徒们渐

渐明白，尽管人类先

祖的原罪败坏了上帝

与人类的良好关系，

主耶稣的复活却为有

信心的人修复了这种

关系，在他里面的人

会得着丰盛的生命。

于是，他们四处宣讲

主耶稣用众多神迹所

证明了的福音。

31. 在神的恩典佑护

下，耶稣的门徒从少

到多，迅速增长，他

死后不久人数就达到



第二章39=J:-$*A?-0,

;R.-0-;A/,  ;-y@ -. -0:A-.0R/-<A$?-:)A$?-/?-( R?-

5S$?-=-%R-cR=-.%-$/R.-5K-L?-+J,  #->?-24 S/-#%-. -

2&$-0-.%-,  #->?-2?.,  ;J y-> -0-i3?-=-3/<-

$&R.-2+%-2:A-.0R/-0R-i3?-GA-OR.-/?->y-A=-9J<-2:A-
$8R/-/ -8A$-;R.-.J-;A y-?A-<-AJ=-IA-o=-?-; J y-< ->-=J3-/?-

?A y-<A-;-;=-IA-o=-?-.y-3J-?J$-=-:PR-{2?,  
$4S-2R-;J y->?-#R-=-3%R/-0<-36.-0-.%->y-A=-IA?-#R%-

=-..-0-L?,  >y-A=-IA-3A%-0y: -= -8J?-0<-:I<-2-.%-

#R%-?-.2?-o-35S-{R<-2:A-o=-#2-+ -1J2?-/?-:) A$?-

0-3J.-0<-$4S-2R-;J y->:A-:UA/-29%-H2-21$?-36.,  
#R%-$A?-?-(-3%-0R<-$4S-2R-;J y-> -=-..-3#/-5 S-?-$/?-

GA-(R?-5S$?-? -2#?,  ;J y-< ->-=J3-=-5<-=R$-;R%-2?-

.0R/-<A$?-GA?-#R%-:6B/-29%-L?-/?-$?R.-,2?-L?-

G%-0y: -=-;A?-<R y-3-0:A-$R%-3:A-o=-0R<-8 -$+$-L?,  
.3$-3A?-#R%-o=-?-<R y-3-=-OA.-/?-OA3?-<<-:S A-$&R.-

LJ.-0:A-}R/-. -#R%-$A?-<R y-3<-(R?-$?%?-?R, 
 

32.   { -52-i3?-.%-;J y-> -0-$8/-5S?-(R?-$?%?-

0:A-nJ/-IA?-<R y-3-$R%-3:A-o=-#2-=-(R?-5S$?-KR$?-

28A<-%J=-2-.%-,  3A-<A$?-.%-{.-<A$?-!/-/?-3A-5S?-

#A$-*J?-%%?-+J-=?-%/-.!R/-3(R$-=-#?-]%?-/?-

$4S-2R-;J y-> -=-..-0-L?,  

约 5,000人。犹太当

局警觉起来，开始迫

害基督徒，把一些人

抓了起来，还杀害了

一些基督徒。在迫害

基 督 徒 的 犹 太 官 员

里，有一个年青人叫

扫罗。有一次他从耶

路撒冷去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路上主耶

稣向他显现，他就信

了基督。扫罗（后来

称作保罗）在地中海

沿岸国家旅行，一路

勇敢地传布耶稣的福

音，在许多地方建立

了教会。当他返回耶

路撒冷，犹太当局逮

捕了他，想要判他死

刑，但扫罗向罗马皇

帝提起上诉，于是士

兵把他押解到罗马。

在接受审判之前，扫

罗依然宣讲自己的信

仰。

32. 在使徒和其他基

督徒的大力宣教下，

教会遍布整个罗马帝

国。各地民众，无论

属 于 何 种 民 族 、 说

何种语言，纷纷忏悔

自 己 的 恶 行 ， 承 认

原罪，开始信仰主耶



第二章40=J:-$*A?-0,

..-w/-$?<-0-5S?-$4S-2R-;J y->:A-.$R%?-0-$%-; A/-

gR$?-:.R.-;R.-0?-{ -52-i3?-0y: -= -.%-,  0J y-QR,  
;-y!R2,  ;R y-@-//-5.-0:A-;J y-> -(R?-5S$?-GA-.2 -OA.-0-

i3?-GA?-.J-5S<-$4S-2R-;J y->:A-2!:-OA3?-=-2!/-0:A-
,R.-=3-IA-{R<-=-:UA/-;A$-2+%-$/%-,  .0J<-/-{ -52-

0y: -=-;A?-o=-?-<R y-3-=-# R.-0:A-;J y-> -0-i3?-? -VA?-

0:A-:UA/-;A$-.J-/A-8=-(.-$?<-0:A-:UA/-;A$-*A-> -l-

$&A$-/%-/?-$&A$-;A/, 
 

33.   0z: -= -;A?-#A$-&/-i3?-GA?-$4S-2R-;J y-> -=-..-

0-LJ.-{2?-.!R/-3(R$-$A?-#R-5S:C-#A$-*J?-2?=-/?-

#R%-.%-:VJ=-2-$?<-0-$/%-%J?-;A/-8J?-$?%?-0-

.%-,   $4S-2R-;J y-> -=-.-.%-..-0-3-L?-0:A-;-y@ -. -0:A-
{R<-VA?-/?-$4S-2R-;J y-> -,$?-3*J?-0:A-,R.-=3-IA-{R<-

;%-VA?,  :UA/-;A$-$8/-=-{ -52-0y: -=-;A?-.A/-0-

.%-,  .!R/-3(R$-=-2~J/-2!<-8 -!%?,  (R?-5S$?-

GA-:VJ=-2-=-?R$?-0:A-2eR.-.R/-3%-2: A-{R<-=-VA?-

$/%-,  { -52-;R y-@-//-IA?-8=-(.-$?<-0: A-3,:-3: A-
3.R-5.-0:A-(R?-5S$?-i3?-=-:UA/-;A$-2+%-$/%-,  
3,:-3:A-3.R-.J-v<-/-$4S-2R-;J y-> -:63-\A%-:.A<-5<-

1J2?-+J-#R%-$ A?-%/-0-,3?-&.-5<-$&R.-36.-0: A-eJ?-

? -3A-<A$?-{.-<A$?-!/-/?-#R%-=-..-3#/-i3?-.?-

g$-+ -.!R/-3(R$-$A-8A%-#3?-? -$/?-?R, 
 

稣。这些新皈依的基

督徒迫切要了解上帝

的意旨，于是教会长

老，如使徒保罗、彼

得、雅各、约翰和其

他一些人，向各地教

会写信，告诉他们如

何生活以保持信仰。

例如，使徒保罗给居

住在罗马城的基督徒

所写的信，就是《新

约》里这样二十一封

书信之一。

33. 保罗告诉罗马人，

有 罪 的 人 信 靠 耶 稣

后，上帝就会赦免他

们的罪，同他们建立

一种良好的新关系。

他写信谈到那些还不

信耶稣的犹太人，劝

导基督徒如何生活以

使主喜悦。保罗在其

它一些信里还谈论了

给予、敬拜、教会中

的 关 系 以 及 其 它 许

多事项。使徒约翰也

给地方教会写了不少

信，其中一封，也就

是《新约》的最后一

卷，晓谕我们主耶稣

终 有 一 天 会 重 临 人

间，摧毁一切邪恶，

而那些万国万民中信

他的人将和他一起在

天国永生。



第二章41=J:-$*A?-0,

34.   8=-(.-$?<-0-VA?-9A/-0:A-eJ?-=-;J y->:A-(R?-

%J=-3#/-i3?-GA?-:UA/-29%-H2-21$?-36.-. J-
AJ z->J-;-/2-KR$?-2o.-/?-1J2?,.?-<2?-$* A?-0<-

.J-5S?-+-9A$-.%-o-$<-=-;J y->:A-(R?-5S$?-24$?,  

.?-<2?-2./-0<-;J y-> -0-i3?-N%-$R<-aJ2?-0-.%-,  

.J:A-eJ?-? -?R$-;=-=-1J2?,  .J%-{2?-? R$-;=-=-

;J y-> -0-OA-$*A?-43-;R.-0-3-9.,  N%-$R-.%-o-$<-=-

;%-?-;-3%-0R-;R.-.R,, 

34. 《新约》完成之

后，基督徒从中东出

发传布福音，到公元2
世纪时已在伊朗和印

度一带建立了教会。

公元7世纪，基督教传

到中国，不久又传到

蒙古。今天，蒙古国

有大约20,000基督徒，

而中国和印度的基督

徒则数以千万计。



第二章42=J:-$*A?-0,



43

=J: -$?3-0,
.3-0:A-$?%-<2-GA-{R<-

3.R<-2#?, 

?-2&.-.%-0R,
8=-(.-fA%-0:A-{R<,     
 

35.   8=-(.-fA%-0:A-.?-{2?-? -AJ yJ->J-;-/2-KR$?-

? -3A-<A$?-3A-:S-2-3%-0R-;R.-0-;A/,  1A y-=A-?A-,A-<A$?-

.%-,   , A y-<A$-<A$?,   AJ y-)J2-<A$?-?R$?-?-.2?-o-

35S:C-35S-:P3-IA-{R<-=-2#.-.J,    $8/-i3?-

2y-2A-=R/-0-.%-Ay-?A-<A-; -<A$?-?R$?-3J y-?:R-0A-+-3J-;-

;=-=-2#.,  3A-<A$?-<J-<J?-z:A-:S-{ -29R?-0-.%-,  
:S-{ -.J-5S<-*A-^-;%-/-2-\%-,  4=-=3-?J3?-&/-

$8/-:S-3A/-IA-$9$?-.LA2?-;R.,  3A-<A$?-.J-5S?-

z-i3?-$/?-0:A-(J.-. -z-#%-29R?-/?-z-; A-:S-{ -=-

29:-2+%-3.,  z-i3?-/A-:.R.-%3?-&/-.%-,  
U$-.R$-&/,  %/-<=-&/-;A/-G%-,  3A-i3?-GA?-

.J-5S<-K$-:5=-/?-2.J-*A.-.%-_%-g-;R%-<J-L?,  

.J-3A/-/-z-i3?-GA?-#R-5S<-#$-0R-3A-$+R%-2:A-<J-

第三章：

《圣经》的时代

背景

第一节：

《旧约》的时代

背景

35. 在《旧约》时代，

许多民族生活在中东

一带。一些民族如非

利士人、希腊人和埃

及人生活在地中海沿

岸地区，而其他民族

如巴比伦人和亚述人

则生活在美索不达米

亚一带。这些民族都

崇拜自造的偶像，有

些偶像模仿太阳和月

亮，有些模仿牛、蛇

或者其它一些动物。

人 们 为 偶 像 修 建 庙

宇，给它们供奉食物

饮料。尽管这些神祇

贪婪、刻薄、腐化，

人们还是相信祭拜它

们会给自己带来福运

或是减免灾祸。但这

些偶像既不能动，也



第三章44=J:-$?3-0,

:./-L?,  :R/-G%-z-i3?-GA?-:$=-*R.-LJ.-3A-,2-0-

.%-2eR.-3A-,2-0,  $/?-5=-=-.2%-:6B/-3-,2-0?,  

.R/-.3-. -.J-5S-.2%-3J.-5K-3J.-<%-;A/, 
 

36.   .!R/-3(R$-$A-=%-!R/-0-3R y->J-.%-,  AJ y-=A-;,  
;J y->-; -?R$?-GA?-2.J/-0:A-.!R/-3(R$-$&A$-<%-;A/-0-

gR$?,  .2%-!/-w/-0:A-;-y7J-.!R/-3(R$-=-29:-

2+%-%3,  /-29:-:3,  z-#%-%3,  .%=-=3,  
(R?-GA-(R-$-?R$?-l-2-/?-3A-.$R?,  ;-y7J-.!R/-3(R$-/A-
;R%?-? -.3-0-;A/-0?-#R%-$A-36.-0-g$-0<-S%-2-* A.-

.%-w/-0-;A/,  #R%-$A?-.?-{2?-.%-,  =R-o?, 
:63-\A%-$A-$/?-5=-!/-=-.2%-:6B/-$/%-2-.%-,  
3A-<J-<J:A-2?3-0-3HJ/-/?-#R%-=-$;R-+-LJ.-3#/-/3-

qR$-%/-3 R.-3#/-? -;%-;R.-3A-YA.,  #R%-$A?-3A-<A$?-

!/-=-29%-0R-LJ.-o -.%-,  YA.-$8%-=-S%-? J3?-GA-%%-

/?-.2%-+<-.$R?-0:A-2!:-$/%-,  o=-0R-.%-,  YA.-

$8%-$A-.0R/-<A$?,  3A-.3%?-GA?-.!R/-3(R$-$A-
2!:-3A-2eJ.-0:A-KA<-=%-!R/-0?-.J-v<-3 -3,.-/?-

(R?-$?%?-0-.%-:S-{ -.%-z-i3?-=-..-$?-LJ.-3A-
.$R?-8J?-2{=, 
 

不会讲话，更没有权

柄支配事物，事实上

一无用处。

 

36. 上帝差派的先知，

如摩西、以利亚和以

赛亚等，知道真神只

有唯一，而全能的上

帝既不需要食物饮料

或者衣物，也不需要

金钱、固定的敬拜仪

式或者庙宇来居住。

上帝全然公义，全然

圣洁，所行的也都称

义。他支配时间、历

史和万事万物，明晰

每个人内心的思虑，

明 察 秋 毫 ， 秉 公 无

私。他要求万国万民

只 行 义 事 ， 公 正 无

欺，而先知们也时时

劝诫君王、官吏和犹

太民众切记上帝的诫

命，不要祭拜邪神邪

灵。



第三章45=J:-$?3-0,

37.   ;A y-?A-<-AJ=-.%-HA3-35K?-o=-#2-/ A-><-KR$?-

.%-/2-KR$?-GA-:PA3-:P=-*J=-:SJ/-5S%-=3-=-$/?-

;R.-0-.%-,  3,:-2{R<-IA-3A-<A$?-GA?-;A y-?A-<-AJ=-;=-

=-24/-:6=-;%-;%-L?,  3A-<A$?-$8/-I A?-24/-

.2%-$A-|R-/?-;-y@ -. -0?-z-i3?-=-K$-:5=-,2?-L?,  
:R/-G%-;A y-?A-<-AJ=-/A-3A-<A$?-$8/-=-3A$-.0J-LJ.-0:A-
KA<-.!R/-3(R$-$A?-.3A$?-GA?-2.3?-0: A-3A-<A$?-

;A/-0?,  ;A y-?A-<-AJ=-IA?-2.J/-0:A-.!R/-3(R$-#R-/<-

2~J/-2!<-8 -2-.J-@-&%-$=-(J/-0R-;A/,  $%-=$?-

9J<-/,  .!R/-3(R$-$A?-;A y-?A-<-AJ=-=-z-%R%-.$R?-0:A-
2!:-OA3?-$/%-%R-,  
 

38.   ;-y@ -. -0:A-3A-<A$?-GA?-.!R/-3(R$-.R<-/?-

3,:-2{R<-o=-#2-GA-z-i3?-=-K$-:5=-;%-.!R/-

3(R$-$A?-;-y@ -. -0:A-3A-<A$?-.R<-3J.,  #R%-$A?-KA-o=-

24/-:6=-LJ.-3#/-IA?-:UR$-3A-YA.-0:A-?J3?-/%-. -

.!R/-3(R$-$A-.2%-+<-:6$?-0:A-*2?-3$R/-&A$-

$/%-o -;A/-0:A-8=-(.-36.,  2-y2A-=R/-$R%-3:A-o=-

#2-GA?-;-y@ -. -3A-<A$?-3z J-?:R-0A-+-3J-;-;=-=-o%-:2.-

2+%-2:A-eJ?-? -.!R/-3(R$-$A?-;-y@ -. -0-i3?-<%-;=-

;A y-?A-<-AJ=-=-a<-OA.-$/%-,   .J-/?-29%-.J-5S?-z-

i3?-=-K$-:5=-%%?-/?-2.J/-0:A-.!R/-3(R$-#R-/<-

37. 以色列和邻近国

家位于东西方贸易要

道，其他民族经常入

侵以色列，强迫犹太

人敬拜他们的偶像。

然而，以色列人是上

帝的选民，所作所为

要成为万民的模范，

上帝不允许以色列人

崇拜偶像，而只能敬

拜唯一的真神——上

帝。

38. 虽然犹太人不断违

逆上帝，上帝并没有

弃绝他们。他应许给

他们派一位救世主，

使他们在心中服从上

帝的命令，这样外族

的侵略者就无计可施

了。在巴比伦人将犹

太人放逐到美索不达

米亚以后，上帝拯救

了他们，把他们带回

故土以色列（见第 2
章）。他们重建了神

殿，按照上帝的律令



第三章46=J:-$?3-0,

2~J/-2!<-8?,  .!R/-3(R$-$A-3(R.-#%-(J/-3R-a<-

29R-L?-/?-.!R/-3(R$-$A-2!:-OA3?-v<-L J.-,2?-

L?,   ;-y@ -. -0-3%-0R?-.!R/-3(R$-$A-8=-(.-$/%-

2:A-*2?-3$R/-=-|$-#R.-L?,  

?-2&.-$*A?-0,
8=-(.-$?<-0:A-{R<,  

 

39.   N%-$R-@/-o=-<2?-GA-.?-? -<R y-3-$R%-3:A-o=-

#2-GA?-;A y-?A-<-AJ=-;=-=-.2%-+<,  <R y-3-0:A-.3$-

.0%-$A?-;R y-<R2-.%-,  A-yn J-<A-!  AJ y->J-;-/2-KR$?-? -

3A-<A$?-3%-0R-.2%-. -#.,  <R y-3-0?-.<-$ R?-:P=-

=3-9J<-2:A-$/:-2R:C-5S%-=3-2o.-/?-,-/-N%-$R-=-*R-
5S%-L?,  .J-5S?-,A-=R-}R/-63  =-;A y-?A-<-AJ=-=-24/-

:6=-L?-/?-@J y-<RD-9J<-2:A-o=-<2?-2!R.,  @ J y-<RD-

o=-<2?-/A-%/-<=-.%-$.$-0-&/-8A$-;A/-0?-<R y-3-

YA.-$8%-$A?-eJ?-3-.J-5S:C-52-+ -,A-H2-0A y-=-+ -2{R-
$8$-L?,  #R?-,A-=R-26  /?-36  0<-;A y-?A-<-AJ=-

.2%-. -+<,  3A-.3%?-GA?-<R y-3-0:A-YA.-$8%-=-O=-

tA-0R-:)=-.$R?-0?-.J-5S?-<R y-3-0:A-YA.-$8%-.%-.J-5S:C-
O=-=J/-3#/-#%-2<-LJ., 
 

生活，许多犹太人期

盼着上帝应许他们的

救世主降临。

第二节：

《新约》的时代

背景

39. 中国两汉年间，

罗马帝国统治了以色

列。罗马帝国的军队

征服了欧洲、北非和

中东的许多民族，通

过丝绸之路还和中国

有贸易往来。公元前

63年，罗马军队侵入

以色列，委派希律家

族统治巴勒斯坦。但

希律诸王腐化残暴，

罗马人不久就另外指

定了一位名叫本丢彼

拉多的总督管理犹太

人，他任职的期限是

公元26-36年。由于老

百姓得向罗马政府缴

纳沉重的赋税，人们

痛恨罗马人和助纣为

虐的税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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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R y-3-YA.-$8%-$A-.2%-:R$-+ -;-y@ -. -0-i3?-=-

?y/-@J-+A/-9J<-2:A-o=-5S$?-;R.-0-.%-,  .J<-1 -y< -

>A-0-.%-,  ? -y& -?J-0,  <R y-3-0:A-YA.-$8%-=-%R-=R$-LJ.-

:.R.-0-5.-0:A-(2-YA.-GA-KR$?-#$-#->?-; R.,  =-

=?-<R y-3-0:A-YA.-$8%-=-o2-* R<-L?-0-.%-,  =-=?-

YA.-$8%-=-%R-cR=-L?, =-=?-3A-.3%?-=-< R y-3:A-YA.-

$8%-=-%R-=R$-LJ.-0<-2{=,  $4S-2R-;J y-> -:(A-2-=?-

28J%?-0:A-eJ?-? -KR$?-#$-<J-<J:A-#R%?-3A-:$:-8A$-

#R%-=-..-3#/-. -I<, 
 

41.   ;-y@ -. -0:A-.0R/-<A$?-K$-0R-i3?-PR%-HJ<-

(J/-0R-;J y-< ->-=J3-?R$?-? -2#.,  .J-5S-3%-(J-2?-, A y-
<A$-{.-2>.-.J-, A y-<A$-o=-#2-GA-=$?-YR=-v<-L?,  
PR%-$?J2-.%-=%-#$-=-2#.-0:A-3A-3%->R?-/A-8A%-0-

.2=-0R-;%-/-=$-mA-;A/,  #->?-V/-$;R$-;A/-+J-

.!:-%=-3%-0R-MR%-,  :R/-G%-.?-(J/-.%-$9:-:# R<-

<J:A-%=-$?R-2:A-*A/-3R<-.J-5S?-=?-!-LJ.-3-.$R?,  
.?-(J/-$=-(J->R?-/A-0J y-?$-9J<-2:A-.?-(J/-;A/,  
.J:A-{2?-? -;-y@ -. -0-i3?-GA?-3A-5%-<J:A-/%-=-*<-lA-
3J.-0:A-2$-=J2-.%-,  =$->  }R-5S.-#-+A$-$A-vR-(?-

3*3-. -29?-/?-.J-5S?-=%-!R/-0-3R y->J:A-:R$-$A-;-y@ -. -

<A$?-AJ y-)J2-;=-/?-,R/-0<-S/-$?R-LJ., 
 

40. 罗马政府下设犹太

议事会，由犹太人管

理自己的事物。这时

已经出现了不同政治

派别，包括法利赛、

撒都该和奋锐党。一

些 党 派 支 持 罗 马 政

府，一些党派反对，

还有一些党派煽动人

们起义造反。主耶稣

复活后，各个派别都

有人成为他的信徒。

41. 犹太人中富有的

官吏阶层居住在耶路

撒冷等大城市里，许

多人说希腊语，接受

了希腊的文化，而大

多数住在乡间的农民

和牧民生活则非常贫

苦，还有一些人沦为

奴 隶 ， 境 遇 十 分 悲

惨。犹太人最重要的

节日是逾越节，期间

人 们 在 家 中 吃 无 酵

饼、羔羊肉和苦草，

纪念先知摩西率领犹

太人逃离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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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 -;A y-?A-<-AJ=-IA-.GA=-=-?-y3-<A-; -

?-#=-;R.-.J,  .?-<2?-#->?-}R/-. -?-y3-<A-; -?-#=-

;A y-?A-<-AJ=-o=-#3?-=-$+R$?-;R., .J-/?-;A y-?A-<-AJ=-

o=-#3?-=?-#-V=-+J-.J:A-o=-0R-.%-3A-i3?-GA?-;-y7J-
.!R/-3(R$-.R<-/?-<%-$A-;=-z-i3?-=-K$-:5=-2?-

;-@ -. -0-i3?-GA?-?-y3-<A-; -;A-3A-i3?-=-#%-2<-LJ.,  
;z-@ -. -0-3%-(J-2?-?-y3-<A-; -;=-2o.-/?-:P R-:R%?-

3-L?,  $4S-2R-;J y-> -.J-2o.-/?-1J2?-0-.%-,   
,-/-?-y3-<A-; -3-.%-2!:-3R=-$/%-2<-*J-$/?-i3?-

@-=?-?R,11  
 

43.   .?-<2?-.%-0R<-;-y@ -. -0-@-&%-3%-0 R-0 -y=J-?A-
,/-KA-=R$?-? -2#.-0?-<%-<J:A-{.-;A$-3->J?,  
.J:A-KA<-.J-5S?-8=-(.-fA%-0-.J-KA-o=-=-$ R-2.J-2:A-, A y-
<A$-{.-;A$-. -2+<,  .J:A-eJ?-? -8=-(.-$?<-0-;%-

, A y-<A$-;A$-=-VA?-0-.%-,  , A y-<A$-;A$-/?-o-; A$-.%-

2R.-;A$-+ -2+<-<R,,

11    ;R-@-//-=J:-4 =-$9A$?,

42. 撒玛利亚位于古代

以色列中部，早先归

属以色列王国。撒玛

利亚分离出去以后，

它的君王和百姓不再

敬拜上帝，而是崇拜

偶像，因此犹太人对

他们恨之入骨，许多

犹 太 人 甚 至 不 愿 旅

行经过撒玛利亚。所

以，当主耶稣不仅穿

过撒玛利亚，还同一

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话

时，许多犹太人深为

震惊10。

43. 公元1世纪，大部

分犹太人居住在巴勒

斯坦以外，不再通晓

自己的语言，因此他

们将《旧约》译成当

时通行的国际语言希

腊语。此后《新约》

以希腊语写成，并从

希腊语译为汉语和藏

语。

10   参约翰福音4



49

=J: -28A-0,
.3-0:A-$?%-<2-.%-

;J y-> -0-i3?-GA-,R.-=3, 

?-2&.-.%-0R,
$4S-2R-;J y->:A-eJ?-:V%?-3#/-. -

:I<-2:A-{R<, 
 

44.   ]-/-3J.-0:A-;-y7J-.!R/-3(R$-$A?-2R.-<A$?-5.-

0:A-3A-<A$?-!/-$4S-2R-;J y->:A-eJ?-:V%?-3#/-. -:I<-

2:A-KA<-3A-i3?-:2R.-0-$/%-2?,  $4S-2R-;J y-> -#A y-<A:A-
?A-,R-=-..-0-2R.-0?-;%-;R.,12  $4S-2R-;J y-> -=-..-0: A-
2R.-<A$?-GA-(R?-5S$?-.%-0R-/A-.?-<2?-2& -2./-0<-

2R.-/2-KR$?-GA-o=-U/-$ -$J- (.J%-.?-3%:-< A?-) 
=-24$?,  (R?-5S$?-$*A?-0-/A-.?-<2?-2& R-2o.-=-

z-?<-24$?-0-.%-O?-$?R=-=J/-0:A-..-0-L J.-3#/-

3A-*A-> -l-2./-;R.-0-;A/,   (R?-5S$?-.J-eJ?-3-$+R<-

2>A$-L%-;%-,  .J:A-SA=-(J/-.-.%-)R-#%-$A-36S.-#%-

8A$-=-3)=-o -;R., =-?$?-.%-o-$<-=-$4S-2R-;J y-> -=-

12 {-52-i3?-GA-36.-0-=J:-10 A%-34-35 .%-,  
 3-:R%?-=%-2!/-=J:-5 A%-9 =-$9A$?,

第四章：

《圣经》与基督

徒的生活

第一节：

成为耶稣的信徒

44. 上帝从万民中召

唤主耶稣的信徒，因

此藏族也能成为基督

徒 1 1。西藏最早的基

督教会建于17世纪古

格王朝（位于今天西

藏西部的阿里地区）

期间，而第二所教会

位于拉萨，建于18世
纪，当时有27名受洗

的信众。尽管教堂后

来被毁，但残存的一

口钟如今依然保存在

大昭寺二楼的一间储

藏室里。拉达克和印

度的藏族基督徒对藏

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

很大贡献，他们印行

了第一份藏文报纸，

11   使徒行传10：34-5，启

示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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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2R.-0-i3?-GA?-2R.-GA-<A$-$/?-,.-= J$?-*J?-

$=-(J/-0R-1=-;R.,   .J-5S?-2R.-;A$-$A-5$?-0<-.%-

.J%-{2?-GA-aR2-.J2-.%-0R-0<-20/-$/%-,  ;R y-?J2-.$J-
c/-.%-AJ y-=A-; -5K-w/-1/-5S$?-9J<-2:A-;J y-> -0-;A?-.3-

0:A-$?%-<2-2R.-;A$-+ -2+<,  .J%-{2?-35 S-3%R/-

.%-,  ?A-OR/,2R.-uR%?-? -;J y->:A-(R?-5S$?-(%-(%-

:$:-8A$-;R., 
 

45. $4S-2R-;J y-> -=-..-0-LJ.-0:A-<A3-0-.%-0 R-/A-%-5S-
3A:A-<A$?-GA-#A$-&/-IA-<%-$>A?-/?-%-5 S-3A-<J-<J?-,R.-

0-%/-0-LJ.-0<-%R?-=J/-LJ.-0-.J-;A/,  <%-$>A?-.J-/?-

%-5S?-m/->R.-0-.%-,  3-.A/-0-=J/-0,  1-3-=-3-*/-

0-?R$?-GA-#A$-*J?-LJ.,  3y<-!?-VA?-0:A-:UA/-29%-

=J: -2./-0-=?-$4S-2R-;J y->?-3A:A-;A.-/%-/?-2?3-0-

%/-0-.%-,  :.R.-=R$-,R.-0,  b -2,  3A-YR$-$&R.-0,  
=R$-$;J3,  ?J<-$,  $/R.-?J3?,  3$R-{R<,  
:.R.-($?,  U$-.R$  .3:-:2J2?-$+R%-2,  %-o=,  
(R?-=-3A-.$:-2-?R$?-0:A-%/-0-.J-5S-,3?-&.-3 A:A-;A.-

/%-/?-KA<-:,R/-+J-3A-3A-$4%-2<-($?-GA-;R.-8J?-

$?%?,13 #A$-*J?-.J-5S?-3A-.%-.3-0:A-.!R/-3(R$-2<-

:VJ=-2-;$-0R-3J.-0-29R,  

13   3<-!-=J:-7 A%-21 /?-23 0<,

出版了第一批现代藏

文教学课本，约瑟·

格尔甘和埃利亚·次

旦平措还将《圣经》

译为藏语。目前，在

青海、四川和西藏都

生活着藏族基督徒。

45. 跟随主耶稣的第一

步是承认我们凭着与

生俱来的罪性肆意妄

为。因为本性有罪，

我们不断撒谎偷盗，

对父母不敬。《马可

福音》第7章里主耶稣

教导我们：从人心里

发出的，有恶念、苟

合、偷盗、凶杀、奸

淫、贪婪、邪恶、诡

诈、淫荡、嫉妒、谤

渎、骄傲和狂妄，它

们污秽了我们12。这些

罪恶损坏了人与上帝

的关系，而从亚当和

夏娃起，所有人出生

时就有了罪性。

12   马可福音7: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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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3-.%-@-y7-;A-.?-/?-29%-3A:A-<A$?-!/-=-<%-

$>A?-%/-<=-.J-;R.,  .!R/-3(R$-$A?-%-5S<-.J-v<-,R.-

0-%/-0-%%?-/?-?J3?-+<-.$R?-0:A-2!:-$/%-, 
 

46.   = -y!-;A?-VA?-0:A-:UA/-29%-=-O=-= J/-3#/-

&A$-IA-1%-8A$-;R.,  3A-.J?-3A-.3%?-/?-.%=-3%-0R-
2b?-+J-K$-0R-;A/-=,  $4S-2R-;J y-> -3)=-{2?-# R?-

?J3?-+<-+J-#A$-%%?-GA-|R-/?-$4S-2R-;J y-> -=-%-=-; R.-

0:A-/R<-,3?-&.-=?-KJ.-!-.2=-1R%?-? -!J<,  %?-3A-
? -8A$-=-3$R-{R<-2+%-! J-&A-8A$-]%?-0-; A/-/,  
.J<-#2-28A-:I<-KA<-:)=-o -;A/-8J?-2>.,  $4 S-2R-
;J y->?-3A-.J-=-.J-<A%-HA3-5%-:.A-,<-2<-I<-<R-8J?-

$?%?,14 { -52-i3?-GA-36.-0-9J<-2:A-3.R-v<-+ y<-$J-
o=-#2-GA-PR%-HJ<-AJ y-1J-? -=-2#.-0:A-}$?-0-:$:-

8A$-$A?-:UA/-29%-=-..-0-L?-/?-?J3?-+<-+J-<A/-

$R%-3,R-2:A-}$?-.J2-3J-=-2YJ$?,15    3A-.J-5S?-

?J3?-$+A%-/?-, R.-0-%/-0-%%?-/?-?J3?-+<-<R, 
 

47.   <A3-0-$*A?-0-/A-$4S-2R-;J y-> -=-..-0-L J.-0-;A/,  
%-5S-3A-<J<-#A$-*J?-&/-IA-<%-$>A?-;R.-0?-3A-? -8A$-

$A?-<%-$A-?J3?-/?-, R.-0-%/-0-% R%-3A-YA.,  $4 S-2R- 

14    =-!-=J:-19 =-$9A$?,
15    {-52-i3?-GA-36.-0-19 =-$9A$?,

上帝要我们弃绝这些

罪恶，不受它们的挟

制。

46. 《路加福音》里

记录了一个税吏的故

事。这个税吏横征暴

敛，搜刮了不少不义

之财。当他遇到主耶

稣时，他忏悔自己的

罪恶，说：“我把所

有的一半给穷人，我

若讹诈了谁，就还他

四 倍 。 ” 主 耶 稣 回

答 道 ： “ 今 天 救 恩 

（就）到了这家。13”

在土耳其的以弗所，

一些法师信了主，他

们 从 心 底 里 真 心 忏

悔，把自己昂贵的魔

法书付之一炬14。

47. 第二步是信主耶

稣 。 我 们 有 罪 的 本

性，没有人能够凭自

己的心意改恶行善。

只有耶稣有能力帮助 

 

13   路加福音19
14   使徒行传19



52=J:-28A-0, 第四章

;J y-> -$&A$-0?-%-5S<-#A$-*J?-:)R3?-0:A-.2%-$/%-

8A%-,    .2%-.J-=-2gJ/-/?-%-5S?-#A$-0:A-,R.-=3-

%%?-+J-5K-$?<-0-:,R2-0<-LJ.,  3A-;A?-.$J-2-$?R$-0-

;%-/,  (R?-GA-(R-$-:3-;%-/-:UA/-=?-5%-3-.3-0: A-
.!R/-3(R$-=-;R%?-? -,$?-3*J?-3A-YA.-0?-%-5 S?-#-

8J-$*A?-3J.-GA-,R$-/?-#R%-$A-,$?-eJ-=-2gJ/-/?-.! R/-

3(R$-$A-3./-. -;R%-.$R?,  .J-v<-L?-/-#R%-$A?-%-5S<-

5K-$?<-0-$/%-%J?-;A/,16 8J-#%-$A-52-=-L3?-0-.%-,  
*R-2:A-52-=-.$:-3 R,  2?3-0-%/-0:A-52-=-8 A-2.J-
.%-2lJ-.%-%-5S<-$/%-2-3-9.,  #R%-$A?-%-5S?-

2?$?-0:A-#A$-*J?-;R%?-? -2?=-/?-.0$-+ -3J.-0:A-
5K-YR$-$/%-%J?-;A/, 
 

48.   }R/-3-*A-3-9J<-2:A-9-0-8A$-;R.,  *A/-&A$-#R%-

9-0-$8/-.%-3*3-. -A-<$-2+%?-/?-<-29 A-2-.%-,  
2.-3J.-=-=R$-$;J3-L?-+J-9-0-=R$-0<-I<,  #R%-$A?-

o-$<-=-:H3?-/?-$4S-2R-;J y->:A-:UA/-29%-3)=-/?-

!R/-0-;J y-> -=-..-0-L?,  *A-3-;A?-“%-=-?J3?-$?<-0-

,R2-L%-,  %?-=R$-$;J3-.%-,  (%-<$-:,%-2,  
#A$-*J?-$8/-?R$?-#?-]%?-+J-%%?-/?-$4 S-2R-;J y->?-

%:A-#A$-*J?-2?=-$/%-2-<J.-”8J?-$?%?,  %-5S?-

16   ;R-@-//-=J:-6 A%-37 =-$9A$?,

我们战胜罪性，借着

他的大能，我们可以

弃 绝 罪 恶 ， 获 得 新

生。上帝全然圣洁，

他并不看重人积累的

善行、遵行的律法仪

式甚或所作的义工。

我们必须来到上帝面

前，真心求他恩待，

这样就有希望得着新

生命 1 5。上帝为我们

驱走仇恨，给我们慈

爱；驱走忧伤，给我

们喜乐；驱走我们心

中的邪念，给我们和

平恩爱；不仅如此，

他全然赦免了我们的

罪，赐给我们丰盛的

生命。

48. 从前，有一个叫尼

玛的和尚。一天，尼

玛和其他一些和尚喝

酒，酒后乱性，和一

个女人发生了关系。

因为破了出家人的戒

规 ， 他 只 好 离 开 寺

院，一路流浪到了印

度。在印度尼玛听到

了福音，信了耶稣。

他说：“从此我有了

新的生命。我真心忏

悔自己以往的淫乱、 

酗酒和其它罪恶，我

15   约翰福音6：37



53=J:-28A-0, 第四章

*J?-#A$-&A-L?-/-;%-$4S-2R-;J y->?-.J-?J=-o -;A/-0-.%-,  
#R%-$A?-%-5S-.%-.!R/-3(R$-=-:VJ=-2-$?<-0-$/%-o -

;A/, 
 

49.   <A3-0-$?3-0-/A-O?-$?R=-=J/-0-.J-;A/,  
;J y->:A-(R?-=$?-GA-O?-$?R=-/A-PA2-?J=-2:A-KA<-3-;A/-

!J-.!R/-3(R$-$A?-%-5S:C-#A$-0-2?=-9A/-0:A-g$?-;A/,  
.J:A-/%-.R/-/A-%J.-i3?-GA-<%-$>A?-fA%-0-5<-$& R.-L%-

/?-.J:A-52-+ -$4S-2R-;J y->?-%-5S<-<%-$> A?-$?<-0-

$/%-2-;A/,  <%-$>A?-$?<-0-.J-;R.-0:A-3A-i3?-GA?-

.!R/-3(R$-$A-.2%-=-2gJ/-/?-:5S-2-.%-,  =?-o -

:V?-?3,  5K-KA-3:A-{R<-=-?J3?-O=-3 A-LJ.,  $4S-2R-
;J y->?-.!R/-3(R$-$A?-$/%-2:A-5K-$?<-%R-35<-&/-

.J-/A-%-5S-;%-2*<-*J-2-v<-;A/-8J?-$?%?,17 

50.   ;J y-> -0-i3?-GA?-3A-$8/-=-.!R/-3(R$-$A-L3?-

0-$/%-8A%-,  .J-5S<-$4S-2R-;J y->:A-:UA/-29%-$?%-,  
$9:-:#R<-<J<-.!R/-3(R$-=-2~J/-2!<-8 -2:A-
(J.-. -.%-,  (R/-=3-:.J2?-0:A-KA<-;J y-> -0-$8/-

i3?-3*3-. -(R?-5S$?-? -3)=, 
 

17   ;R-@-//-=J:-3 =-$9A$?,

要把它们抛在脑后，

再也不犯。主耶稣赦

免了我以往所有的罪

过。”无论我们做了

何种错事，主耶稣都

会原谅，帮我们修复

同上帝的关系。

49. 信仰的第三步是接

受洗礼。基督徒接受

洗礼，不仅是为了清

除不洁和污秽，还是

上帝赦免我们罪性的

一个标志。洗礼意味

着我们先前邪恶的本

性已然死亡，而主耶

稣给我们注入新的生

命。有了新生命，人

们不再忧虑轮回或者

来生，可以完完全全

信靠上帝而生。 主耶

稣说，上帝赐予的新

生命就如同重生16。

50. 信仰的第四步，基

督徒要向世人传递上

帝的爱，告诉他们主

耶稣的福音。每周基

督徒都要聚会，一起

做祷告，敬拜上帝。

16   约翰福音3



54=J:-28A-0, 第四章

51.    <J: -3A$-28A-0,
$4S-2R-;J->-eJ?-?-:V%?-o:A-<A3-0-28A,
1)  #A$-*J?-%R%-o,
2)  $4S-2R-;J->-=-..-0-LJ.-o,
3)  O?-$?R=-=J/-o,
4)  ;J->-0-$8/-i3?-(R?-5S$?-?-3)=-o,

 ?-2&.-$*A?-0,
.3-0:A-$?%-<2-.%-.!R/-3(R$-$A-.$R%?-0, 
 

52. %-5S?-$/.-.R/-,$-$&R.-LJ.-.$R?-{2?-? -%-

5S?-$/?-5=-:.A<-.!R/-3(R$-$A-.$R%?-0-$%-; A/-8J?-

:SA-.$R?,  .!R/-3(R$-$A-$?%-<2-[R$-0:A-|R-/?-=/-

.J-,R2-0<-L,   .0J<-/-2N->A?-$8A?-!-lJ<-1-3-3)=-. -

:PR-:.R.-;R.,  $8%-=3-=-*J/-#-+R$-43-;R.,  
2N->A?-;J y-> -=-..-0:A-}R/-. -#R%-$9:-5 K?-=J$?-0R-
;A/-3A/->J?-0:A-(J.-. -3R-o$-0<-.$R/-0-=-K A/,  
:R/-G%-.-v-2N->A?-GA?-.!R/-3(R$-$A?-#R:C-3A-5K-=-

.2%-. -:6B/-0->J?-0?-.J-v<-3A-LJ.,  .3-0:A-$?%-

<2-2[$?-/?-#R%-$8A?-!-lJ-=-$-.?-KA/-;%-.! R/-

3(R$-$A?-#R%-=-Y%-*R2-$/%-o -;A/-0-.J->J?-/?-?J3?-

O=-3J.-0<-8A-2.J:A-%%-/?-:PR-,2,

51. 表四

跟随主耶稣的四个步骤

1. 忏悔原罪

2. 信主耶稣

3. 接受洗礼

4. 同其他基督徒在教会

一起聚会

第二节：

《圣经》与上帝

的意志

52. 面临抉择时，我们

应该问问自己：“这

种情形下上帝希望我

们怎么去做？” 阅

读《圣经》可以使我

们找到答案。举个例

子，扎西想去日喀则

看望父母，坐汽车去

有一点危险。遇到这

种情况，在信靠基督

以前他会去寺庙请喇

嘛测算哪天出门比较

吉利，而现在扎西知

道 上 帝 看 顾 着 他 ，

就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了 。 读 了 《 圣 经 》

后，扎西知道自己的

一举一动都在上帝的

看护下，再也不为类

似的事情忧虑了。



55=J:-28A-0, 第四章

53.   {2?-:$<-2N->A?-=-kA-=3-#$-0R-kA,  #R%-

$A?-$4S-2R-;J y-> -=-..-0:A-}R/-. -kA-=3-#$-0R-/A-%/-0:A-
$/?-5=-:L%-o -;A/-0:A-}-v?-;A/-0:A-?J3?-O=-L?,  
:R/-G%-.-v-.3-0:A-$?%-<2-/%-3y.-, -;A?-VA?-0:A-
3.R-=?-$4S-2R-;J y->?-vR?->A$  %-/A-.?-o/-. -:)A$-

gJ/-IA-3,:-3:A-2<-. -HJ.-i3?-.%-3*3-. -;R.-&J?-

$?%?-0-2[$?-/?-?J3?-O=-3A-LJ.,18  .!R/-3(R$-

$A?-g$-0<-#R%-=-Y%-*R2-$/%-2<->J?-/?-kA-=3-#$-

0R<-.R-$%-3A-LJ.,  
 

54.   2N->A?-GA-%/-3(J.-/%-$.R/-:SJ?-9A/-0:A-3A-
8A$-;R.,  2N->A?-GA?-;J y-> -=-..-0:A-}R/-=-$.R/-

:SJ-.J-:2.-0:A-(J.-. -]-3-$./-:SJ/-8?,  :R/-G%-

.3-0:A-$?%-<2-2[$?-/?-$4S-2R-;J y-> -.2%-!/-.%-

w/-0-;A/-0<->J?-+J-;J y-> -0-$8/-i3?-.%-3*3-. -

$.R/-:SJ?-9A/-0:A-3A:A-l<-KA/-/?-#R%-5S?-;J y->:A-35/-

IA-,R$-/?-$?R=-(R/-2+2-! J-$.R/-:SJ-.J-20., 
 

55.   2N->A?-GA-{ -^<-1R=-3-9J<-8A%-9-#%-$ A-=?-

LJ.-0-8A$-;A/,  #R%-$A?-$4S-2R-;J y-> -=-..-0: A-}R/-. -

>-<A$?-29?-/-=J$?-0R-;R.-3J.->J?-:.R.-L?,  
:R/-G%-.3-0:A-$?%-<2-2[$?-/?-.!R/-3(R$-$A?-

18    3.-,-=J:-28 A%-20 =-$9A$?,

53. 扎西有时会做恶

梦，信主以前他常常

担心恶梦预示着什么

倒 霉 事 要 落 到 他 的

头 上 ， 但 自 从 他 在 

《马太福音》中读到

主耶稣的话：“我总

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 1 7”就再也不担

忧了。从此他对恶梦

很少关注，因为他知

道上帝会护佑他的平

安。

54. 扎西有一个亲戚

被鬼缠身，信主以前

他会请喇嘛来念经驱

鬼，现在他明白主耶

稣握有权柄，于是就

同其他基督徒一起到

亲戚家中合力祷告，

邪灵就被赶走了。

55. 扎西的妻子卓玛

在一家餐馆工作，在

成为基督徒以前，她

一直为吃肉的事情烦

恼，后来她读到《圣

经》，知道上帝创造

17   马太福音28：20



56=J:-28A-0, 第四章

?J3?-&/-,3?-&.-2!R.-0-$/%-/?-3A:A-<A$?-=-9?-

? -$/%-2->J?,  #R%-$A?->-<A$?-29?-; R.-3J.-.%-

;y-7J-.!R/-3(R$-=-:VJ=-2-3J.,  3A-8A$-$A?-$4S-2R-
.!R/-3(R$-=-]R-$&A$-?J3?-$&A$-.%-/?-0-&A-;R.-GA?-

2lJ-2<-:6B/-0-.%-3A-$8/-i3?-=-<%-.%-:S-2<-2lJ-
2<-:6B/-;R.-3J.-.J-.!R/-3(R$-=-$=-(J->R?-;A/, 
 

56.   2N->A?-.%-1 R=-3?-2R.-0:A-<A$-$/?-=-$?-

2!<-LJ.-/-;%-#R-5S?-/%-0:A-(R?-GA-.?-(J/-3*3-,R.-

3A-LJ.,  $%-=$?-9J<-/,   #R-5S?-;-y7J-.!R/-3(R$-

$&A$-0<-$?-82?-LJ.-:.R.-;R., .J:A-KA<-?-$-^-2: C-
.?-(J/-=-?R$?-0-\A%-{R<-=-{R<-2-o$-0: A-52-=-$4 S-
2R-;J y-> -=-..-0:A-2R.-3A-$8/-i3?-.%-3*3-. -:6S3?-

/?-$4S-2R-.!R/-3(R$-=-2R.-<A$?-GA-(J.-. -$?R=-

(R/-:.J2?,
 

57.   2N->A?-.%-1 R=-3:A-2 -3R<-/.-S$-0 R-1R$-{2?-

]-3:A-l<-3-OA.-0<,  (R?-5S$?-3*3-. -.!R/-3(R$-

=-(R/-=3-2+2,
 

58.   2N->A?-.%-1 R=-3-$*A?-$4S-2R-;J y-> -=-..-0-

LJ.-3#/-. -I<-{2?-#R-5S:C-1-3-,$?-3-3* J?,  
:R/-G%-2N->A?-.%-1 R=-3?-{ -52-0y: -= -;A?-<R y-3-0-

生物并把它们赐给人

类为食，就不再为吃

肉忧虑了。对上帝而

言 ， 吃 什 么 并 不 重

要，重要的是是否尽

心、尽性、尽力爱上

帝，是否爱人如己。

56. 扎西和卓玛依然

热爱藏族文化，但他

们不再去参加佛教仪

式 ， 因 为 他 们 爱 上

帝，只愿敬拜唯一的

真神，不再祭拜其它

神祇。因此，萨嘎达

瓦期间，他们没有去

转林廓，而是同其他

藏 族 基 督 徒 一 起 聚

会，为所有藏族人向

上帝祷告。

57. 扎西和卓玛的女儿

生病时，他们不是急

着带她去见喇嘛，而

是向上帝祷告，求上

帝看护和保佑她。

58. 扎西和卓玛的父

母对他们信主很不高

兴。扎西和卓玛在使

徒保罗写给罗马人的

书信中读到：“若是



57=J:-28A-0, 第四章

i3?-? -VA?-0:A-:UA/-;A$-=?-$=-+J-YA.-/-)A-/?-GA?-

3A-,3?-&.-.%-3,/-0<-$/?->A$-8J?-0:A-$?%-

2[$?-0-.%-,  {2?-:$<-:$R$-nJ/-;R.-G%-,  
#R-5S?-?J3?-29%-0R:C-|R-/?-1-3-$*A?-GA-2!:-SA/-

2?2?-0-.%-,  .J%-?%-1-3?-$4S-2R-;J y-> -=-..-0: A-
{R<-2N->A?-.%-1 R=-3-=-2!:-:SA-$/%-, 
 

59.   .!R/-3(R$-$A-.$R%?-0-gR$?-0:A-(J.-. -2N-

>A?-.%-1 R=-3?-$/?-5=-!/-. -.3-0:A-$?%-<2-

2[$?-/?-( R/-=3-2+2,    $%-=$?-9J<-/,  ;z-7J-
.!R/-3(R$-$A-.3-0:A-$?%-<2-/A-3A-5%-3?-2[$?-+ J-
@-$R-2:A-(J.-. -$/%-2-;A/-/R,

能行，总要尽力与众

人和睦。”此后尽管

不那么容易，他们还

是用心对父母好，渐

渐地父母也开始询问

耶稣和他们的信仰。

59.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

帝的意旨，扎西和卓

玛一有疑问就查经祈

祷，因为他们明白，

《圣经》是耶和华上

帝为每个人预备的食

粮。



58=J:-28A-0, 第四章

?-2&.-$?3-0,
.3-0:A-$?%-<2-=-aR2-.R%-LJ.-5=, 
 

60.   1R=-3-:5<-=R%?-L%-.?-#R%-$A-1-3?-/%-0: A-
(R?-GA-3.R-i3?-2%-OA-=-*<-2-.%-,  {2?-:$<-9-0-

8A$-1J2?-/?-3.R-=?-(R?-:.R/-G%-1 R=-3-;A?-/%-0: A-
3.R-;A-(R?-{.-aR2-.R%-3-L?-0?-@-3-$R  2N->A?-.%-

1R=-3-$4S-2R-;J y-> -=-..-0-LJ.-3#/-. -I<-2:A-eJ?-? -

;J y-> -0-$8/-i3?-GA?-#R%-5S-=-.3-0:A-$?%-<2-=-a R2-

.R%-LJ.-5=-aR2-:OA.-$/%-, 
 

61.   *A/-v<-2N->A?-.%-1 R=-3-$*A?-GA?-.3-0: A-
$?%-<2-[R$-0:A-}R/-. -#R-5S?-.!R/-3(R$-$A?-#R-5S-=-

$?%-2:A-$?R=-(R/-:.J2?-0<-L?-/?-$?%-<2-GA-(-

>?->A$-[R$  (.0J<-/-=J: -$&A$-$3-A%-! A-#->?-)  
.J-/?-$?%-<2-=?-$%-2[$?-0:A-{R<-=-2?3-] R-
8A2-U-2+%-/?-2!:-3R=-$/%-,  .!R/-3(R$-$A-2!:-

)A-v<-=$-=J/-LJ.-.$R?-0:A-{R<-=-2?3-] R-2+%-eJ?-

2N->A?-.%-1 R=-3?-.!R/-3(R$-=-,$?-eJ-(J-8?-+J-<%-

$A-#A$-0-#?-]%?-/?-<%-.%-$8/-i3?-GA-(J.-. -

$?R=-(R/-8, 
 

第三节：

如何研读圣经？

60. 卓玛小的时候，

父母在家中的佛龛上

总摆着佛经，有时候

喇嘛会来家里念经，

不过卓玛什么也听不

懂。她自己也读不懂

经文，因为里面有许

多佛教术语。后来，

扎西和卓玛成为基督

徒，就有其他弟兄姐

妹来教他们如何研读

圣经。

61. 每天读经以前，扎

西和卓玛先要向上帝

祷告，求他对他们说

话，之后一起读《圣

经》中的一部分（一

章或是几节）。读完

以后，他们思索其中

的意义，相互交流，

然后讨论如何在实际

生活中应用。扎西和

卓玛感谢上帝，忏悔

自己的罪过，为自己

和其他人切切祷告。



59=J:-28A-0, 第四章

62.   2N->A?-.%-1 R=-3-;A?-.!R/-3(R$-$A-2!:-g$-

+ -?J3?-=-$/?-0:A-(J.-. -2!:-.J-]R-:6B/-LJ.,  $9:-

:#R<-<J<-#R-5S-;J y-> -0-$8/-i3?-.%-(R?-5S$?-? -3)=-

/?-,/-3R%-,R$-$?%-<2-aR2-.R%-LJ.-0<-3-9.,  
<%-$8/-$*A?-GA-(J.-. -.!R/-3(R$-=-$?R=-(R/-8,   
.J-;A?-(R?-5S$?-GA-..-0-(J-< -:PR-2-.%-.! R/-3(R$-=-

,$?-3*J?-?R,, 
 

63.   <J: -3A$-s-0,
.3-0:A-$?%-<2-=-aR2-.R%-LJ.-0<-<A3-0-s-,

1) (R/-=3-:.J2?-o,
2) $?%-<2-[R$-o,
3) 2?3-]R-8A2-U-$+R%-o,
4) =$-=J/-)A-v<-LJ.-o-,$-$&R.-LJ.,
5) (R/-=3-:.J2?-o, 

62. 扎西和卓玛记诵

上帝的话，这样就能

时时刻刻同上帝在一

起。每周他们与其他

信主的基督徒在教会

见 面 ， 一 起 研 读 圣

经，为彼此祈祷。上

帝喜悦这样的行为，

因为这使教会更加坚

固， 

63. 表五

研读《圣经》的五个
步骤

1. 祷告，求上帝对你
说话。

2. 细心阅读。

3. 认真思考上帝对你
所说的话。

4. 知道上帝对你所行
的要求。

5. 祷告。



60=J:-28A-0, 第四章



61

=J: -s-0,
AJ y->J-;-/2-KR$?-GA-$/?-22, 

?-2&.-.%-0R,
?-2N

64.   .3-0:A-$?%-<2-GA-=R-o?-AJ y->J-;-/2-KR$?-

.%-, ;R y-<R2,  A-yn J-<A-!-\A%-$A-o=-#2-AJ y-)J2-?R$?-? -

L%-,  ;=-.J-5S-5%-3-2R.-GA-/2-KR$?-? -;R., 

第五章：

《圣经》地理背

景

第一节：

地图

64. 《圣经》中记载的

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

中东、欧洲或埃及等

非洲国家。这些地方

都在西藏的西面。



62=J:-s-0, 第五章

65.  2R.-.%-;A y-?A-<-AJ=,

66.  0<-:.A-/A-2<-$%-#3?-/?-2o2-0-;A/-=,  
$;?-KR$?-? -2R.-;=-.%-,   $;R/-KR$?-? -

;A y-?A-<-AJ=-;=-.%-?-.2?-o-35S-:.$  $>3-. -o-

$<-.%-o-$<-o-35S-(@A y/-h -o-35S-;%-9J<-):.$  
2R.-/?-;A y-?A-<-AJ=-;=-2<-<A%-5.-, A-=J-5,000  ;A/, 

2R.,
以色列

西藏;A-?A-<-AJ=-;=,
N%-$R
  中国

65.  西藏与以色列

66.  这是一张从外太空

拍摄的照片。西藏在

地图的右面，以色列

和地中海在图左，地

图下方为印度和印度

洋。西藏距以色列约

5,000公里。



63=J:-s-0, 第五章

67.   3J-?:R-0A-+-3J-;-;%-/-( -2R-$*A?-GA-o$-;=,

68.   0<-:.A-;%-2<-$%-#3?-/?-2o2-0-; A/,  
$;?-KR$?-? -.LyA-<$-o=-#2-.%-,  $;R/-KR$?-? -;A y-
?A-<-AJ=-;=-.%-?-.2?-o-35S-:.$  3A-i3?-GA?-3J y-
?:R-0A-+-3J-;-;=-. -=R-s-!R%-=?-3%-2-2#.,  .J<-;R.-

0:A-3A-/A-8A%-0-.%-0R-.%-,   PR%-HJ<-(J/-0R<-2#.-

3#/-.%-0R,  .L%?-$?=-;A-$J-:VA-3#/-.%-0 R-;A/,  
; y-@ -. -0:A-3J?-0R-Ay2-<-@3-/A-3J y-?:R-0A-+-3J-;-/?-

! y-//-;=-. -.?-<2?-28A-2&:A-}R/-=-1J2?,  3J y-?:R-
0A-+-3J-;-/?-! y-//-;=-2<-<A%-5.-, A-=J-1,500  43-;R., 

;A-?A-<-AJ=,
   以色列

.LA-<$
 伊拉克

67.  美索不达米亚

68.  这幅地图也是从

外太空拍摄的，图右

为今天的伊拉克，图

左为以色列和地中

海。人类在美索不达

米亚一带生活已有

5,000年以上的历史，

在这儿人类第一次开

展农业，创立了第一

份字母表，修筑了第

一座城市。四千年

前，犹太人的先祖亚

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

亚出发，最终到达迦

南地，跋涉约1,500公
里。



64=J:-s-0, 第五章

69.   ?-.2?-o-35S:A-><-KR$?,

70.   .2?-? -;A y-?A-<-AJ=-.%-,  $;?-KR$?-? - 

3J y-?:R-0A-+-3J-;,  $;R/-KR$?-? -AJ y-)J2-;=-:.$  
=%-0-:.A-5S-.%-?-.2?-o-35S:C-3,:-{R<-IA-?-$/?-? -

$?%-<2-GA-=R-o?-$4S-2R-i3?-L%-, 

AJ-)J2,
埃及

 ?-.2?-o-35S,
地中海

;A-?A-<-AJ=,
以色列

3J-?:R-0A-+-3J-;,
美索不达米亚

69.  东地中海地区

70.  地图中部为以色

列，左右分别为埃及

和美索不达米亚。

《圣经》中大部分事

件发生在这些国家和

环地中海地区。



65=J:-s-0, 第五章

/A-=J-(-2R,
尼罗河 AJ-)J2,

埃及

;A-?A-<-AJ=,
以色列

71.  AJ y-)J2-.%-?A y-/ -LJ-,%-,

72.  }R/-3-;-y@ -. -0-i3?-AJ y-)J2-o=-0R:C-V/-$;R$  -

;A/-0-.%-,  /A y-=J-( -2R-.%-?-.2?-o-35S:C-:P3-. -=?-

!-L?,  =%-!R/-0-3R y->J-;A?-AJ y-)J2-;=-/?-?A y-/ -9J<-

2:A-LJ-,%-2o.-/?-.!R/-3(R$-$A?-3J?-0R-Ay2-<-@3-=-

8=-(.-$/%-2:A-;=-!-y//- (0 -y=J-?A-,/-;%-9 J<-) 
. -OA., 

?-.2?-o-35S,
地中海

?A-/-LJ-,%-,
西奈沙漠

71.  埃及和西奈沙漠

72.  犹太人曾经在埃

及的尼罗河沿岸与地

中海一带为奴，替埃

及国王做苦工。后来

先知摩西带领他们逃

出埃及，经过西奈沙

漠，来到上帝应许给

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

的迦南地。



66=J:-s-0, 第五章

73.   ;A-?A-<-AJ=-;=-A%-1

74.   $4S-2R-;J y->:A-1-;=-$y-=A=-35S:C-:P3-. -;R.-0-

;A/, $ y-=A=-35S:C-o-HR/-/A-$/3-35S:C-o-HR/-IA-KJ.-!-

43-;A/, $ y-=A=-35S-/?-:(A-35S-2<-$4S-2R-;J y->?-O?-

$?R=-28J?-?-;R y<-./-$4%-0R-o$?, :(A-35S-/A-
o-35S:C-%R?-=?-( A-400  .3:-;A/-0?-:63-\ A%-{3-?: A-
%R?-GA-5.-.3:->R?-GA-$/?-;A/, (z-?-=?-(A-4,050 

.3:-) .J-/A-D-w/-0:A-35K: -;A/-0?-*-< A$?-?R$?-.J<-

:5S-3A-YA.-4-/-:(A-35S-9J<,  :(A-35S:C-o-HR/-/A-;<-

:VR$-$; -35S:C-o-HR/-.%-:S-2-;A/, 

:(A-35S,
死海

$-=A=-35S,
加利利海

?-.2?-o-35S,
地中海

73.  以色列图１

74.  主耶稣生活在加

利利海沿岸一带，加

利利海面积大约是纳

木错的一半。主耶稣

受洗的约旦河从北面

的加利利海流出，到

达南边的死海。死海

的高度为海平面以下

400米，是世界上海

拔最低的地方，比拉

萨低4,050米。由于海

水盐分高，鱼类无法

生存，故得名死海。

它的面积同羊湖差不

多。



67=J:-s-0, 第五章

75.   ;A y-?A-<-AJ=-;=-A%-2

?-.2?-o-35S,
地中海

<A-o.,
山脉

;R<-./-$4%-0R,
约旦河

:(A-35S,
死海

$-=A=-35S,
加利利海

LJ-,%-,
沙漠

75.  以色列图2



68=J:-s-0, 第五章

76.   ;A y-?A-<-AJ=-;=-2R.-=?-(%-2-;R.-.J-><-KR$?-

GA-LJ-,%-/?-/2-KR$?-GA-?-.2?-o-35S:C-:P3-0<-< A%-

5.-,A-=J-125-;A/,  ;A y-?A-<-AJ=-;=-=-?-.L A2?-v<-?-

#=-$4S-2R-28A-;R., 
(1) ?-.2?-o-35S:C-35S-:P3-#=-IA-2.J-,%-=-?-8 A%-

=J$?-0R-;R.,  <R y-3-$R%-3:A-o=-#2-{2?-. J<-AJ y-)J2-

;=-/?-?A y-<A-; -;=-.%-,  ,-/-N%-$R:A-2<-IA-5S%-=3-

(J/-0R:C-(->?->A$-;A/,  
(2) <A-o.-.2?-3-/A-o-35S:C-%R?-=?-( A-80043-IA-3,R-
2-;R.-0-.%-,  ?-3,R-.J<-;A y-?A-<-AJ=-PR%-HJ<-(J/-0R-;J y-
< ->-=J3-.%-,  @J y-&-<R/,  >J y-!J3,  ?-y3-<A-; -2&?-;R., 
(3) ;R y<-./-$4%-0R:C-[%-$>R%-/A-L%-KR$?-GA-$ y-=A=-

35S-.%-zR-KR$?-GA-:(A-35S:C-:VJ=-2-;A/,  ;R<-./-

$4%-0R-/A-2R.-;=-IA-*A.-( -=?-(%-2-;A/-+J,  8J%-5.-

(A-?3-& -.%-$+A%-5.-( A-$?3-43-;A/, 
(4) ;yR<-./-$4%-0R-1<-KR$?-GA-;=-/A-3%-(J-2-<A-o.-

.%-LJ-,%-;A/, 

76.  以色列比西藏面积

要小得多，从东面的

沙漠到地中海只有125
公里。以色列全境按

地形可分四部分：

1）海岸平原：这片地

区有富饶的农田，在

罗马帝国时代，它是

埃及与叙利亚乃至中

国贸易通道中的重要

一环。

2）中部山区：山脉海

拔只有800米，其中建

有许多重要城市，如

耶路撒冷、希伯伦、

示剑和撒玛利亚。

3）约旦河谷：约旦河

谷连接北部加利利海

与死海。约旦河比拉

萨河小得多，只有30
米宽，2-3米深。

4）约旦河沿岸地区：

主要为山脉和沙漠。



69=J:-s-0, 第五章

?-2&.-$*A?-0,
$/3-$>A?-.%-?J3?-&/-IA-{R<, 

77.   ;A y-?A-<-AJ=-/A-$/3-$>A?-5-=-L J-,%-3%-2: A-
;=-8A$-;A/,  LJ-,%-=-^-2-2./-0:A-(-~R3?-SR.-5.-

45°C43-;A/-YA.-=,  (<-( -@-&%-.!R/-0R-;A/,  
.$/-.?-$/3-$>A?-P%-3R-;A/-+J-o=-?-; J y-< ->-=J3-. -

$%?-:22-YA., 

78.   .3-0:A-$?%-<2-VA?-{2?-? -;A y-?A-<-AJ=-=-

2R.-.%-:S-2:A-?J3?-&/-$4S.-.%-,  n%-,  .R3,  7,  
2R%-2,  g,  SJ=,  <-=$  ,%-!A-?R$?-;R.,  
L-<A$?-i3?-/A-O%-O%-,  1$-<R/,  L-0 ->.,  1R-<R$-

?R$?-;A/,  o-$<-.%-:S-2:A-?J%-$J-.%-,  $9A$  
d-3R%-,  4=-?R$?-;R.-0-;A/, 

第二节：

以色列的气候与

动物。

77.  以色列境内有很多

沙漠，一般情况下气

候炎热。7月份沙漠地

区日均温可达45°C，
降水稀少。冬天寒

冷，首都耶路撒冷有

时也下雪。

78.  在《圣经》写成

期间，以色列境内的

动物种类同西藏差不

多，有羚羊、野驴、

狗熊、狐狸、驴、

马、骡、绵羊、山羊

和狼等，此外还有

鹤、鸽子、戴胜和渡

鸦等鸟类。和印度相

似，以色列境内还有

狮子、豹、骆驼和

蛇。



70

79.   +y A-0J<-;, 

80.   $y-=A=-35S:C-35S-:P3-. -;R.-0:A-PR%-HJ<-8A$-

;A/,

第三节：

以色列图片

?-2&.-$?3-0, 
;A y-?A-<-AJ=-;=-IA-0<-i3?, 

79.  提比哩亚

80.  提比哩亚

加利利海边的一座小

镇。



71

81.  ;J y-< -!R-=3, 81.  耶利哥的道路



72=J:-s-0, 第五章

82.   ;R y<-./-$4%-0R,

83.  O?-$?R=-3#/-;R y-@-//-IA?-$4S-2R-;J y-> -=-

;R y<-./-$4%-0R<-O?-$?R=-$/%-%R-,  

82.  约旦河

83.  约旦河：在这里

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洗

礼。



73=J:-s-0, 第五章

84.  耶路撒冷84.  ;J z-< ->-=J3,



74=J:-s-0, 第五章

85.   ;z R<-./-$4%-0R-.%-$z -=A=-35S, 85.  约旦河与加利利海
 



75=J:-s-0, 第五章

86. ;z A-?A-<-AJ=-IA-;=-uR%?, 86.  以色列的荒漠地区



76=J:-s-0, 第五章

87.   $z -=A=-35S, 87.  加利利海



77=J:-s-0, 第五章

88.   .<-#%-8A$

89.   V$-=-2bR?-0:A-.<-#%-8A$  hR-(J/-0R-21A=-

+J-.<-#%-$A-#-:$R$  $5S-2R-;J->:A-{ -1%-/A-:.A-:S-

2:A-.<-#%-=-28$-/?-*A/-$?3-0<-{ -$?R/-0R<-

28J%?-? -I<,     3z<-! -=J: -15  A%-46  .%-,  
=J: -16  A%-3  =-$9A$?,

88.  一座墓穴

89.  这是一张从岩石中凿

出的坟墓的照片，墓穴

可用滚石将入口掩盖。

主耶稣的身体就被放进

这样的一座墓穴中，三

天后他从死里复活（参

见马可福音15：46，
16：3）。



78=J:-s-0, 第五章

90.   :(A-35S-*-<J%?,

91.   $5S-2R-;J->?-“%-/A-:)A$-gJ/-IA-:R.-;A/-”8J?-

$?%?-?R,,

90.  死海晨曦

91.  耶稣说：“我是世界

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