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赐先知给我们 
 

第一课 
 

“ 基本的释经学角度”  

 
 

1.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 理查，如果你想教会人数增多，你只要举行一次圣经预言会
议，又告诉大家耶稣很快就要回来了。” 当我去看一看基督教书店和基督教电视节目的时候，我
相信他这样说是对的。许多人听见预言就很兴奋，因为他们相信旧先知告诉他们耶稣很快就要回
来了。 

 

2. 多数基督徒不注意旧约的预言，但是当他们注意一下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想到基督第再来和
其它与世界未日有关的事情。许多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领袖鼓励人在每页先知著作中寻找这些主
题。虽然我们几乎自然地倾向思想这些题材，然而在这些课文中，我们要采取一种更认真的方法
去看旧约的预言，就如先知们自己所用的方法那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先知有
更多话要说，多得我们无法想象。 

 
3. 我们称这一课为‘ 基本的释经学角度’ ，因为我们将要分辨释经学上或诠释学上的考虑因

素，我们若要负责任地处理圣经的预言，我们必须充分地掌握这些因素。这开头的一课将划分成
四个部份：  

 
i. 我们对旧约预言的困惑，然后我们将看三个帮助我们清除困惑的题目； 
ii. 先知经验的本质； 
iii. 寻找原本意义的重要性，最后； 
iv. 新约看旧约预言的角度。 

 
4. 让我们首先看看我们的困惑。 

 
A.  我们的困惑 

 
5. 你有没有注意到，许多基督徒熟悉某一部分的圣经比另一些部分要好吗？在旧约中，五经的

故事是非常熟悉的。主动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约书亚和士师们，有些信徒什至对撒母耳记，列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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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代志等书了解什多。但是，如果有人问：“ 以赛亚书是关于什么的？” 或者问：“ 那么西番
雅书又是怎么样的书？” “ 哈该书不是一本兴奋刺激的书吗？” 好了，我们都变得哑口无言了，
因为我们对这些书卷的认识只有那么一点点。甚至牧师和其它基督徒教师都倾向于避免仔细地解
释旧约先知书，因为这部分的圣经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混淆不清。 
 
6. 在我们开始研究旧约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令我感到混乱的地方，这是十分重要

的。我们将会问两个基本的问题： “ 混乱的来源是什么？” 和“ 这种混乱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让我们先看看我们许多人感到旧约预言十分混乱的原因。 

 
7. 至少有两件事情导致许多基督徒对这部分的圣经有问题。首先，先知书本身；其次，教会中

的不和谐。我们要面对事实，先知书大概是圣经中最难掌握的部分。许多基督徒连读先知的名字
都有困难，更不要说去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了。先知书的内容往往使我们十分困惑，它们似是互
不相连，一节经文与下一节之间似是连结不起来。先知讲话又好似在出谜语和难题。有时候他们
的话对我们来说，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 

 
8.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上我们对圣经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知道得不多。各国的

王，各个国家，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和其它事件是那么的复杂，简直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多数
基督徒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他们感到好象进入了陌生的异国土地。街道标志变得没意思。习俗
又是那么的古怪。正因为先知书本身所呈现的困难，所以我们都茫茫然不知去向了。 

 
9. 我们感到困惑的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教会。基督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有美好和谐的教导。但

是，当要解释旧约预言的时候，就根本说不上和谐，只能说是分歧甚多。你听见过各种辩论。你
属哪一派呢？是前千禧年派时代主义者吗？你相信灾难前被提、灾难中被提、或是灾难后被提
呢？你是前千禧年派或是历史的前千禧年派？又或者你是或称悲观或乐观的无千禧年派呢？我们
去听一个宗派所说的，会发现其他所有人都是错的。我们到另一个群体去，听见的又与前者相
反。虽然福音派在信仰的基要上能够有认同，但是当谈到预言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
教会在先知书的诠释上是如此的有分歧，以至于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就难以有信心了。 

 
10. 我们内心深处的困惑导致了一些令人遗憾后果。我至少能够想到两个主要的后果，是由于我

们对这部分圣经的混乱感觉而造成的：(1)欺骗；(2)漠不关心。欺骗的事情经常在我们周围发生。
教会中有这么多分歧和混乱，导致一些所谓的‘ 预言专家’ 跑出来把秩序变为混乱。他们四出教
导他们的主张，似是有绝对肯定的把握。我想起了几个欺骗的例子。在近数十年，不计其数的书
藉和教师认为以色列在 1948 立国，是标志了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世代。这说法曾被广泛地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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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基督必定会在 1948 年以后的第一个 40 年世代之内回来。“ 以色列回到属他们的土地后的一
个世代，基督就要迎接他的教会。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世代那么长，圣经说这世代是四十年。”  

 
11. 好了，四十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也许希望 1988 过去之后，这种猜测就会停

止，可是没有。当年日过去，预言专家把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他们现在声称公元 2000 年会带
我们来到世代终结的门槛。期望又再狂热起来，甚至连杂志和小报都告诉我们启示已经在望了。
所有的征兆都在指向末期。他们告诉我们每一宗时事、每场战争、每次地震、每次经济危机，都
向我们表示旧约有关基督再来的预言快要实现了。当然，许多这些预言会议的实际应用是：“ 买
我的书吧。” “ 奉献给我的事工吧。” 不幸地是，基督徒十分容易被这些所谓‘ 专家’ 所骗，数
以万计的人从一个解释跳到另一个解释去，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了解先知书。 

 
12. 被骗只是我们对旧约预言感到困惑的其中一个结果。我们见到的另一个结果，是很多时候我

们对于了解这部份圣经变得漠不关心。许多基督徒在处理预言的时候似乎经历好几个阶段。起
初，他们是满怀热情的。他们听见某人教导先知书，或者在参加有关会议和读了谈论有关先知的
书籍后十分兴奋。但是，不久之后，这些信徒会发现自己身处在危机之中，因为结果他们老师告
诉他们的并没有成为事实。在许多情况之下，这些基督徒最终会变得极为冷漠。他们对了解这部
分圣经不再抱有期望了。 

 
13. 这样的事正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我在念高中。我是个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我所有的老师

都告诉我，“ 理查，耶稣快要回来了。” 因此，我甚至放弃了读大学的想法。幸而我发现他们错
了，我立即继续过我的生活，并且做我想做的事。可是，我变得对旧约预言漠不关心。我对自己
说：“ 我不可能了解这部分圣经，我就只处理我能了解的那部分算了。” 让我告诉你，我所到的
每处地方，我都碰见对旧约预言漠不关心的基督徒。 

 
14. 我恐怕今天许多信徒对旧约预言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已经放弃了去尝试明白这部分的圣经，

因为他们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也厌倦了一次又一次地被骗。我说不清我曾经听见过多少位
牧师说：“ 不要管预言那部分，反正你是永远不会了解这些预言的。” 就这样，我们干脆忘掉这
部分圣经算了。 

 
15. 好了，是时候改变这个情况了。我们需要学习旧约的预言，这样我们就不会被‘ 教义的无定

向风’ 所骗。同时，我们必须学习预言，这样就能避免对预言漠不关心。神把预言包括在圣经
里，并不是要我们忽略它不看不理。他把这部分的圣经给我们好叫我们受益，其好处是数之不尽
的。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停留在对预言无知或迷茫的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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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相信我们都认同旧约预言的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要问另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需要明白
什么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增加我们对旧约预言的理解呢？  

 
17. 我们必须探索至少三个方面才能避免受骗和出现漠不关心的态度。 

 
i.   我们要知道先知经历的性质。 
ii.  我们必须重申预言原来意义的重要性。 
iii. 我们也需要对新约怎样处理旧约预言有较佳的理解。 

 
18. 由于这三个题目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将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逐一处理这些题目。我们暂时

先简单地介绍一些初步的概念。 
 
先知的经历 
 

19. 让我们首先看看一位旧约先知的经历。如果我们希望比较负责任地处理旧约预言，我们就不
能不仔细地看先知的经历。有什么事发生在这些从神而来的使者身上呢？当他们宣讲神的话的时
候，他们经历的是什么？当我读到和听到人们谈论先知的时候，首先出现的是他们对先知经历的
误解，这些误解有三方面。许多基督徒误会了先知属灵状态。我们也误会了神启示先知说话的方
式。。我们往往对于旧约先知所明白的事情没有正确的理解，我们不明白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
话。 
 
20. 首先，许多学习圣经的人认为先知接受预言的时候，实际上是发疯了。这些先知被神的灵控

制了，使他们失去了自觉意识。他们进入了癫狂的神志失常的状态之中，就象迦南的先知巴力，
以及古代和现代其它宗教的先知那样。不管这种对先知的看法何等的普遍，它与圣经的证据并不
相符合。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是有时候当旧约先知从神那里看见或听见一些讯息的时候，他们的
确是十分震惊的。 

 
21. 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 8 章里，被神的灵抓着头发，把他从巴比伦带到上百哩以外的耶路撒冷

圣殿去，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以西结当时的精神状态如何。但是就算在这情况之下，以西结没有完
全地失去自制能力，他并没有发疯。当我们读这部份的以西结书时，我们反而发现他能够清醒地
与神沟通。就算在不寻常的情况之下，旧约先知仍然保持警觉，清楚知道神向他们启示了他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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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先知经历的第二种普遍误解，是他们接受神启示的方式。不幸地是，许多基督徒对旧约先
知所抱的态度，是他们都是机械性地接受启示的。我们把先知看成为仅仅是口述记录机。当以赛
亚讲话的时候，他只是在让神移动他的嘴唇。当阿摩司讲道的时候，是神把每个字从他的口中逼
出来的。我们知道在考虑圣经其它部分的时候不用这种看法，但是，当我们处理旧约先知的时
候，我们往往把他们看成为接受启示的被动仪器；只是神的机械喉舌。 

 
23. 与这种对启示的普遍看法相对比的，是我们将在以下课程中采用的‘ 有组织启示’ (Organic 

Inspiration)的看法。我们相信圣灵启示先知的著作，好叫其中没有错误。但是同时，我们知道当
神启示经文的时候，他使用了作者的个性、想法和立场。 

 
24. 我们在新约中看到这是事实。保罗的书信反映了他的个性和背景。我们也可识别四本福音书

因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目的之间的差异而不同。在类似的情况下，神在启示先知的时候，使用了先
知的个性、经验和写作动机。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旧约预言，我们必须摒弃对他们的经历作机械的
理解，而应开始寻求神向这些完全的、具有思想的人启示自己的方式。 

 
25. 我们对先知经历存有误解的同时，我们也不知道先知究竟听懂了多少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实

际上，大多数基督徒好像把先知看成是无知的，或者无法了解自己说的是什么。例如，如果有人
叫阿摩司停下来，问他：“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大多数基督徒会认为阿摩司必定作这样
的回应：“ 我不知道我正在说什么，我只知道我在说神要我说的话。” 然而，与这误解相反的，
是圣经教导我们说，先知是具备理解力的，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 

 
26. 例如，在但以理书 12:8 中，但以理坦白地说：“ 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 但是我们必须小

心辩明但以理是什么意思。他一边继续与主谈话，一边解释说：“ 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
样呢？” (但以理书 12:8)你看，但以理明白、了解他听见的和写了下来的事情；他懂得所用的词
汇；他懂得所用的语法，这些毕竟都是他的话。但是，他并不明白一切。他承认不知道这预言将
要怎样实现。 

 
27. 同样情况下，彼得前书 1:11 告诉我们，旧约先知是明白他们说的话，只是他们不全了解他们

说的话的意思。彼得说旧约先知尝试“ 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指着是什么时候。” (彼得前书
1:11)。换句话说，彼得说旧约先知并不知道预言中的时间和其中的细节，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暗示
他们完全不理解自己所说的话。先知们明白大部份自己所说的话。先知不是无知的，他们对神的
方式有极大的洞察力。 

 
28. 我们对旧约先知的经历有许多误解，而我们只谈了三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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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他们的精神状态； 
ii. 他们的启示； 
iii. 他们对自己所说的预言的领悟。 

 
29.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正确地了解预言，我们必须谨记先知是有意识地，有组织地领受启示，他

们明白大部分自己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记住这些要点，那么我们去解释旧约预言的时候就能获益
不浅。对先知的经历有了这个定位之后，我们就能够转向第二个基本的释经学角度：预言原来意
思的重要性。 
 
原来的意思 
 
30. 从宗教改革的时候开始，福音派信徒总相信我们必须先发掘一段经文的原来意思，然后顺服

于那原来意思的权柄之下。当我们读圣经其它部份的时候，我们十分乐意这样做。可是，当我们
处理旧约预言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项基本的释经学原则。 
 
31. 我们要（看）通过两件事来探讨这个做法。第一是普遍的释经方法，然后是正确的旧约先知

书释经法。首先，让我们看看一些解释旧约预言原来意思时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今天无论你到哪
里，你都会见到诚实的基督徒在解释先知书时，都很少注意到先知所存的原来意思。这些普遍的
方法至少表现出两个特点： 

 
i. 是不连贯的(atomistic)； 
ii. 是不顾史实的(ahistorical)。 
 

我们说普遍的释经学是‘ 不连贯的’ ，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基督徒读先知书的时候，会把
先知书看成为一系列松散地连接着的预言汇集。我们一般都不会仔细地通读先知书的大部分经文，
反之，我们常常满足于只集中在一句引人注意的经文，或一些特别的字句之中。有时候会我们会研
究几节经节，对大多数读旧约先知书基督徒来说，这大概是一段颇长的经文了。以不连贯的方法去
读旧约预言是绝对行不通的。 
 

32. 令人悲哀地是，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对先知的历史背景也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不把注意力集
中在作者身上，也不考虑旧约预言中原来的听众所身处的情况和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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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预言反而被看成是空罐子，等待我们填入意思。我们看不见这些罐子其实已经填满了原来的
意思。相反，我们却以当今事件的意思去为预言提供意义。我们（会注意）观看我们的世界里所
发生的事，然后寻求以当前的历史事件去填满预言的空罐子。 

 
34.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所很好的欧洲教会中讲学，在答疑的时候，坐在会场后面的一个人举手问

我：“ 你认为切尔诺贝利的大灾难是末世的征兆吗？” 我看着我的传译员说：“ 他真是这样问
吗？” 传译员说：“ 是的。” 因为‘ 切尔诺贝利’ 这个字在此人的母语的意思是‘ 苦恼’
(wormwood)。并且在耶利米书第 23 章中，‘ 苦恼’ 一词与末世联系在一起。这个人所做的是什
么呢？他在圣经中找到一个字，然后把这个字与他的经验连结在一起，结果，他搞出了末世征兆
这个名堂来。我们不但把自己的想法读到圣经之中，我们更是不连贯地读它，又不关心旧约先知
书的历史背景，我们该怎么办呢？ 

 
35. 把自己的意思读到旧约预言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以‘ 不连贯’ 的方式

读这些经文的，又没有关心到作者和听众的历史背景。我们若忽略了经文的原来意思，我们很难
不把自己的想法读入这些经文之中。 

 
36. 只有一种方法能改正这读旧约预言的普遍方式，这方法就是要发展对这些经文原来意思的适

当关心。在多方面来看，我们要做的就是采用解释圣经的基本原则，就如我们解释其他部份的圣
经那样。我们要以‘ 语法历史释经法’ 去发现预言的原来意思。这是防止我们把自己的意思倾注
给先知的唯一防线。 

 
37. ‘ 语法历史性’ 一词所建议的，是我们必须集中于以两个元素去发现原来的意思。首先，我

们必须要看预言的语法，并集中去看著作的上下文。其次，我们必须关注原作者和听众的历史背
景。我们在本课中会看到单单集中在片言只字上是不够的，正如普遍被采用的不连贯方式那样是
行不通的。我们必定要学会怎么处理大段的材料、章节、书卷的部分，或甚至是整本先知书。 

 
38. 例如，我们也许对在以赛亚书 7:14 中的著名预言有兴趣：“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基督徒

往往只满足于注意几个关键的字句，如‘ 童女’ 和‘ 生子’ 。这种做法令他们感到非常舒服，他
们自以为已经明白了这段经文的意思了。尽管我们对于以这种方式解释以赛亚书 7:14 感到很舒
服，但是若要负责任地解释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走出这几个关键字句的范围，进而考虑整个上下
文。这节经文与以赛亚书第 7 章有什么关系呢？它与这一部份的以赛亚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对
以赛亚书的整体目的和意思又有什么贡献呢?只有当我们把这一节经文放在较广的上下文之中，我
们才能肯定我们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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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除了要看一个预言较广的上下文之外，适当的释经法也包括了在预言的历史背景之内去读预
言。我们必须考虑作者和听众。大多数基督徒读预言的时候，往往把经文看成好象是悬浮在无时
间限制的空间里那样。但是，语法历史释经法要求我们把这些预言放回地上。我们要问这些问
题：“ 是谁写这些话的呢？” “ 这些话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 他是写给谁的呢” “ 他为什么写
这些话呢？” 例如，当要研究以赛亚书 7:14 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话想成为一堆漂浮在天堂
的话，只在等待耶稣诞生的时候登陆地球。我们必须实际地看这句经文。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在读
一段描述以赛亚与犹大王亚哈斯说的话。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 以赛亚为什么对亚哈斯说这些
话呢？” “ 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呢？” “ 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只有当我们考虑这段经文的历史
位置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正确地了解它。 

 
40. 因此，我们必须拒绝采用解释旧约先知书的普遍方法，这方法是不连贯的，也是不顾史实

的。反之，我们要努力通过语法历史释经法去发现经文的原来意思。一旦我们了解预言的原来意
思，我们就有一个稳固的防线去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今天应用此预言。 

 
41.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了克服旧约先知书混乱状态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是我们必须要学会

的： 
 

i. 先知的经历；和 
ii. 原来意思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要转向第三层，这个层面我们要仔细地探究： 
iii. 新约圣经看预言的角度。 
 

新约圣经的角度 
 

42. 在我们探究新约看旧约预言的角度的时候，许多问题出现了。我们会在今后的课程中回到这
个主题上，现在我们要处理新约的看法的两个层面。首先，新约对先知权柄的看法，第二，新约
应用旧约预言的方式。 
 
43. 耶稣和新约使徒经常表示他们完全地顺服在旧约先知的权柄之下。先知的著作在他们看来是

有权柄的。他们也认为先知的写作目的是具有权柄的。首先，耶稣和他的使徒确认他们是顺服先
知经卷的。几乎不言而明，耶稣是忠于当时的圣经犹太教教导的。当然，当时犹太教其中一个教
导的中心是认为希伯来圣经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因此，耶稣经常确认他的工作是与旧约这圣洁的
经书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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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例如，在马太福音 5:17 中，耶稣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注意看，耶稣在这里
并不只是简单地说他认可摩西的权柄，同时，他也认可了先知著作的权威性。新约中所有作者都
这样跟随基督。当他们提及到先知书的时候，总是把它看成为有权柄的经卷。 

 
45. 我们看见了耶稣和他的使徒如何钟爱先知的神圣书卷，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他们也

忠于先知起初的写作原意。新约作者不是用武断的方式去了解预言。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强
加到先知身上。他们反而深切的关注如何去发现预言的原来意思，和如何在其上建立稳固的基
础。 

 
46. 今天人们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他们认为新约作者有神授的权柄去以任何方式解释旧约。

但是，这与事实相离甚远。从新约选出来的两段经文将显示新约作者是非常关心旧约预言的原来
意思的。 

 
47. 我们在使徒行传 2 章 29 至 31 节中，能看到彼得在众人面前解释的时候，是如何完全地忠于

先知的原意。在引述了诗篇 16 篇的部份经文之后，彼得在第 29 节中说：“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
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
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
督复活。” 注意彼得没有声称他有权把自己的基督徒想法读到诗篇 16 篇中。相反地，他根据大卫
的经历和大卫的原意去解释大卫的预言。 

 
48. 与以上情况类似的是，使徒约翰也显露了对预言原来意思的深切关注。在约翰福音 12 章 39

至 40 节中，约翰提到以赛亚书第 6 章中的预言。听听他怎么说：“ 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
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 约翰把这一段以赛
亚书应用在耶稣的工作上。听听他如何确认其解释的方式。在接下来的一节，约翰福音 12 章 41
节中，他提及到先知的原意。“ 以赛亚因为看见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 约翰把他的原
意集中于以赛亚的经历上，以及以赛亚希望别人怎样去了解他的话。约翰没有因为要达到自己的
目标，而贪方便以自己的方法去解释以赛亚的预言，他反而寻求顺服先知有组织启示的原意。 

 
49.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必须跟随新约作者的榜样。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旧约预言本身看成是权威，

我们也必须寻求预言背后的原来意思。 
 

50. 虽然预言的原来意思对耶稣和新约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不仅仅重覆这些原来的意
思。基督和跟随他的人反而专注于把预言应用到他们当时不寻常的事件上。要看这应用过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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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我们需要考虑两点。首先，先知为未来提出了什么样的期望？第二，新约怎么理解这些期
望的实现呢？ 

 
51. 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会描述旧约对未来所预言的各种盼望和期望。但是现在我们将概括地

讨论，目的只为新约的角度提供定位。简单地说，先知知道罪在世界上发泄其怒气，蹂躏全地。
就是神的子民也堕落了，神使他们流放在外。但是，尽管罪的后果是这么的可怕，先知仍然盼望
神会有一天把一切都变好了。 

 
52. 这将来的日子是最后审判的日子，那时邪恶的人要受终极的审判，有信心的人要得到永恒的

祝福。先知以各种词句来描述这人类历史的高潮。他们谈到‘ 主的日子’ ，也提及到‘ 末后的日
子’ 。这伟大的将来是神介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把一切带到最后的终结。 

 
53. 新约以特别方式来处理这些旧约预言的期望。我们要看他们怎么了解这些期望在基督里的实

现。在耶稣和使徒的时代中，许多以色列人相信审判的日子会很快来临，他们期盼弥赛亚的来
临，因为弥赛亚要把人类历史带到最高点。总的来说，基督徒接受耶稣作为弥赛亚，因此他就是
预言应许的实现。耶稣成为了基督徒理解旧约预言的释经学中心。 

 
54. 耶稣坚持解释先知书的时候必须以基督为中心。他在以马忤斯路上与门徒谈话的时候，强调

以基督为中心来解释先知书的重要性。在路加福音 24 章 25 和 26 节中，耶稣说：“ 无知的人
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
应当的吗？” 耶稣盼望跟随他的人把他看成为旧约预言的实现。因此，下一节经文，路加福音 24
章 27 节中这样告诉我们：“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
了。” 注意路加是怎么说的：耶稣解释了所有先知指着他所说的话。新约作者肯定了预言中原来
期望的重要性，他们也把这些预言的期望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联系起来。 

 
55. 原来，旧约先知设立了盼望的投射、期望的投射。在将来世代中要出现的是重大的审判和祝

福。新约圣经沿着这道轨迹把它勾勒到未来之中，并发现它在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实现了，在
今天属他的国度里实现了，也在这世界终结时基督在荣耀中回来的时候要实现。 

 
56. 我们将在这系列课程中看见新约圣经解释基督通过三阶段实现了所有旧约预言的期望： 

 
i. 他二千年前在世上所作的工，完成了开启(Inauguration)他国度的大部份工作。 
ii. 在教会整体历史过程中，他国度的延续(Continuation)继续满足旧约的期望。 

 
10



iii. 最后，当基督再来，并带来他国度的成就(Consummation)的时候，他要叫所有预言完全实
现。 

 
基督的工作的三阶段为新约作者提供了一个释经学模式。他们能够按照这个模式，把所有旧约先
知的盼望和期望应用到他们的时代中。 

 
57. 作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必须学会怎么把旧约预言的期望，应用到基督第一次来临、他国度

的延续和基督再来这三方面之上。 
 
58. 在这一课简单的介绍中，我们谈及了四个主题，这些主题将会是我们整个旧约预言研究的蓝

本。我们要集中于三个主要的释经学角度，这样就能克服圣经这部分的混乱感。我们要学习先知
的的经历。同时我们必须重申肯定预言原来意思的重要性。然后我们要学会怎么以新约的角度去
看旧约预言。 

 
59. 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要进一步探索三个基本的释经学角度。首先，我们将看一看先知的经

历，接着再看原来意思的重要性。然后，我们最终可以比较仔细地探索新约作者怎样处理旧约预
言。当我们看这些不同的题目时，我们将发现一个看预言的角度将会启发教会，并把荣耀带给我
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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