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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第二部

人论

FECC国语堂午间崇拜成人主日学

第6课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

系统神学 -人论 2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

•来8:10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
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
子民。

•启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
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
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系统神学 -人论 3

（耶31:33）

（申29:13b今日立你作他的子民，他作你的神）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

•两方：神与人

•内容：
•神定的律法协定
•规定双方的关系
•神给人蒙福的应许
•人得神祝福的条件
•不履行圣约的惩罚

•核心：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系统神学 -人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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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亚当之约

•何6:7他们却如亚当背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时间：亚当夏娃犯罪之前

•地点：伊甸园

•伊甸园之约，亚当之约，工作之约

系统神学 -人论 5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亚当之约

•创1:28-30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
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
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
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
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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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亚当之约

•创2:15-17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
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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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两方：神与亚当

•条件：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后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系统神学 -人论 7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亚当之约

•亚当没有顺服

•亚当背约

•亚当犯罪

•罗5:18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主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履行了这圣约的条件
系统神学 -人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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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之间的圣约：挪亚之约

•创9:8-13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
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
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
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
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
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
了。

系统神学 -人论 9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挪亚之约

•创9:14-17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
中，我便记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
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记念我与地上各
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
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系统神学 -人论 10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挪亚之约

•启4:1-4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
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虹围着宝
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
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
着金冠冕。

系统神学 -人论 11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亚伯拉罕之约

•创12:1-3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
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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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
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系统神学 -人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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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亚伯拉罕之约

•创15:6-21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
义。……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
了。……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
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
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
拉大河之地，……

系统神学 -人论 13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亚伯拉罕之约
•创17:1-11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
他说，我是全能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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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
说，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
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
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
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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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要受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系统神学 -人论 14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亚伯拉罕之约

•创22:15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
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
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
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系统神学 -人论 15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亚伯拉罕之约

•加3: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
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出2:24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记念他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系统神学 -人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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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之间的圣约：摩西之约

•出20:3-17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
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
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事奉它，…。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
名，…。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
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
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
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系统神学 -人论 17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摩西之约

•出24:3-8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
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
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
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
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
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
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
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
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系统神学 -人论 18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摩西之约
•出34:6-10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
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
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阿，我若
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硬着
颈项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
为你的产业。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
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
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
畏惧的事。

系统神学 -人论 19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摩西之约
•申29:1-15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
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
的事上亨通。今日你们……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
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
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
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作他
的子民，他作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
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
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

系统神学 -人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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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大卫之约

•撒下7:8-11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
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
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
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
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
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
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
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系统神学 -人论 21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大卫之约

• 7:12-16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
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
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
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
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
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
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系统神学 -人论 22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大卫之约

•诗89:19-26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
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
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
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
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
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
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角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
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
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

系统神学 -人论 23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大卫之约

• 89:27-34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
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
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
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
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
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
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系统神学 -人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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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基督之约

•林后3:14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
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
经废去了。

•旧约：旧约圣经

•来8:13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
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前约：摩西之约
系统神学 -人论 25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基督之约 - 新约
•耶31:31-34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
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
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
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
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
他们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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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耶和华说的。

系统神学 -人论 26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基督之约 - 新约

•来8:10-12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
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
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
我的子民。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
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
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

系统神学 -人论 27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基督之约 - 新约
•路22:20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
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林前11:23-26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
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
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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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
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系统神学 -人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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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基督之约 - 新约

•来9:13-15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
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
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
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
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
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系统神学 -人论 29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基督之约 - 新约

•罗5:19-21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添
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
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
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系统神学 -人论 30

神与人之间的圣约

•亚当之约

•挪亚之约

•亚布拉罕之约

•摩西之约

•基督之约

•恩典之约。因信称义之约

系统神学 -人论 31

系统神学

•回家作业

•当你知道神用一组祂永不改变的应许来通管你与
神的关系，这是否能使你对你与神的关系加添一
些肯定或安全感？

系统神学 -人论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