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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历史纵览
圣经由 66 卷书汇编而成。圣经分为旧约(英文缩写为 O.T) 新约 (英文缩写为 N.T) 两部分。旧约写于公元
前数百年；新约是关于基督和他的早期门徒的。两约都包括三个主要部分:
旧约历史书: 从《创世记》到《以斯帖记》
旧约诗体书: 从《约伯记》到《所罗门的雅歌》
旧约先知书: 从《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
新约历史书: 从《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
新约使徒书(信): 从《罗马书》到《犹大书》
新约先知书:《启示录》
通过圣经历史书的概览，我们可以对圣经历史的全貌列出以下这样一个简明提纲。这个提纲可以帮
助你在阅读圣经时通过上下文的联系而得到更好的理解。(“约”和“契约”是一回事--都是讲一种许诺和
应许的协议。)

一、《创世记
在上帝所创造的、
、《创世记》
创世记》:在上帝所创造的
在上帝所创造的、然而人类却反叛了的世界
然而人类却反叛了的世界，
了的世界，神确立赐福的契约
--《创世记》中的主要事件：世界的创造，人类的堕落和犯罪，世界范围内的大洪水，民族/种族的
形成，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立约。
--上帝和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立约，侧重于保证使他的名为大，迦南 (今以色列) 为应许之地，子
孙 繁多，和上帝的特殊关系，赐福给全地人民。
--亚伯拉罕之后，最重要的人物是以撒，然后是雅各(后改名以色列)，以及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特
别是约瑟。
--《创世记》用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在埃及的特权地位作为结束。
--诗体作品《约伯记》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创世记》这个时期。
--这一时期包括数千年，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 1800 年 (亚伯拉罕诞生于公元前 2000 年)。

和亚伯拉罕的子孙们一起，
二、《出埃及记
和亚伯拉罕的子孙们一起，上帝开始为自己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利未记
》、《利未记》、《
利未记》、《民数记
》、《民数记》
民数记》和《申命记》
申命记》:和亚伯拉罕的子孙们一起
建立一个国度
--自从《创世记》结束以后，时间又过了数百年。
--《出埃及记》用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的数千名后裔在埃及为奴的生活作为开端。
--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和他们立约，作为一个民众群体，要求他们服从上帝颁发的综合律
法(通常称为“旧约”)。
--但是，以色列民反叛，出埃及的那一辈人，除了两个例外，都没有被准许进入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
罕子孙的土地。
--《申命记》用以色列的下一代准备进入应许之地迦南、清除当时居民(他们因为积重难返的软弱而
遭到上帝的审判)为结束。
--这段时间为 120 年，是摩西在世的时间 (出埃及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450 年左右)。

三、《约书亚记
上帝新生的国家开始占据应许之地
、《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上帝新生的国家开始占据应许之地
--约书亚继承摩西并领导新的一代进入迦南地。
--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的所有主要城市，十二个部族 (从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的子孙所形成)都分得
一部分，共同生活在那里。
--这段时间为 20 到 30 年。(征服迦南地的主要战斗花费了不到七年时间)。

四、《士师记
上帝之国不久便陷入长期的背约和麻烦之中
、《士师记》
士师记》和《路得记》
路得记》 :上帝之国不久便陷入长期的背约和麻烦之中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开始崇拜其它神，从道德到精神都走向崩溃。
--以色列民族没能够彻底占领应许之地，并且不断面临异国和相邻部族的侵扰。
--当以色列人最终呼求上帝把他们从侵扰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一些士师成为领袖，他们把以色列人从
敌对国家和部族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士师们的个人生活往往反映出以色列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的行动经常表现为自私而且愚蠢。
--士师时期总起来说是黑暗的。《路得记》就是这个时期一个信仰纯正妇女的见证。
--士师时期持续了 300 多年。

五、《撒母耳记
在确立了一个“
、《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下》:在确立了一个
在确立了一个“大众”
大众”国王之后，
国王之后，上帝检选了一位献身于上
帝的国王统治以色列，
帝的国王统治以色列，并和他立约
--为了回答人民需要一个君王的要求，上帝批准先知撒母耳膏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
--虽然强健、仪表堂堂，但是扫罗偏离真道，固执己见；因此，上帝指示撒母耳膏立牧羊娃大卫为
新王。
--直到扫罗死后数年，大卫才登上王位。他一登基，就确立耶路撒冷为首都；他统一了全国，并领导
以色列人民最终占领了所有的应许之地。
--大卫一生中显示出性格和行为的前后不一；但是他献身于上帝，上帝也和他立约，保证大卫王的一
个子孙将登上王位，而且他的王国将持续到永远。
--诗体作品《诗篇》 (抒情诗集)中的大部分都是大卫王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中的事件涵盖了 100 多年的时间 (大约公元前 1000 年以前
大 卫王开始其统治)。

六、《列王记
由于以色列的后裔不断违背上帝的旨意，
、《列王记·
列王记·上》、《列王记
》、《列王记·
列王记·下》:由于以色列的后裔不断违背上帝的旨意
由于以色列的后裔不断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惩罚甚至抛弃了以
色列
--所罗门继承父亲大卫的王位，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用智慧领导以色列……但是，他娶了许多外邦
女子为妻，并最终开始崇拜其它神。
--在他死后，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
南国“犹大”，包括耶路撒冷、圣殿、犹大和便雅悯的部族，统治者是大卫王的一个后裔。
北国“以色列”，包括其余的十个部落。因为多流血政变导致了高于这个王国之上的数个朝代。
--北国忽视了以利亚、以利沙等先知的预言性警告，最终亡国，被亚述人掳到亚述，从此再也没有返
回故土。
--犹大国在短期内回归上帝，但是北国覆灭后过了大约一百年，犹大重蹈覆辙。耶路撒冷被攻陷，犹
大国民被巴比伦军队掳到巴比伦。
--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的被掳将是暂时的，因为上帝将让那些幸存的忠实的臣民回到应许之地 (他预
言一个新的、更好的契约将要到来。)
--所罗门的诗体作品《箴言》、《传道书》和《雅歌》都是他在位期间的创作。从所罗门退位到被掳

到巴比伦的数百年间，出现了一些传道的先知。除了最后六篇，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关于这些先知的。
--《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记载的事件持续了数百年 (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劫掠发生在公元前 600
年 后)。

七、《历代志
、《历代志·
历代志·上》、《历代志
》、《历代志·
历代志·下》：《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
列王记·上》、《列
》、《列
王记·
王记·下》所记载的事件的重述。
所记载的事件的重述。

八、《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
以斯帖记》 : 幸存的忠实的臣民回到应许之地
--时间延续:《以斯拉记》发生在耶路撒冷陷落后 70 年。正是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时间阶段。(预言
书 《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都是在被掳到巴比伦这一期间写成的)。
--巴比伦被波斯人占领。波斯王赛鲁士允许犹太人回到犹大地。
--在这一百年间，犹太人主要分为三组回归，先后由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率领。
--《以斯拉记》描述耶路撒冷圣殿是如何重建的；《尼希米记》描述了耶路撒冷的护城墙的重建；
《以斯帖记》表现以斯帖如何成为波斯皇后，以及她如何利用自己的影响解救她的犹太同胞。
--重归故园的犹太人显示出对服从上帝的重要性的密切关注。
--最后三部先知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都写于这一时期。
--这段时间延续了大约一百年。(旧约中最后一些事件发生在公元前 420 年前后)。

九、两约之间:
两约之间
犹太历史书通常参照伪经。这些史书描述两约之间四百多年的历史。它们表明犹太人再也没有重新
回到崇拜偶像和其它神明的旧辙。它们继续保持着从政治和精神上得到拯救的愿望。

十、《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 上帝差遣耶稣作为全地的救世主
帝差遣耶稣作为全地的救世主
--从略为不同的角度，四福音书的作者们描述了耶稣在世上的生活历程……他的出生、事工、教导、
赦罪的新约、以及他的受难、死亡和复活。
--就肉身而言他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耶稣宣告他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上帝要差遣的那位神圣的
救世主, 先在以色列、然后到全地，他要在全地建立上帝的国度。
--耶稣的公开传道只有大约三年时间，而且只是在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中间；但是他教导他的门徒传
他所教训的，并且将福音传遍全地，直到世界的末了。
--时间跨度:大约 33 年，正是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生活的时间(耶稣大约诞生于公元前 4 年)。

十一、《
十一、《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上帝的救恩开始传遍全地
--圣灵降临在耶稣的门徒的身上。尽管敌对严重，耶稣的门徒仍然努力传播耶稣的福音，并且从耶
路撒冷开始，然后在犹大地、撒玛利亚附近乃至通过其它地方进入亚洲、欧洲和非洲，迅速赢得更多的信
徒。
--当人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们经历上帝和上帝的大能，生命发生奇妙的改变，从而导致了教会在整
个罗马帝国的繁衍。
--《使徒行传》的中心人物是彼得和保罗。彼得是耶稣最早的 12 门徒之一、早期教会的领袖人物；
保罗开始反对基督教、后来经历耶稣的大能，皈依基督，在非犹太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真谛。
--所有的使徒书信都写于这个时期，或者稍后一段时间。这些书信是早期教会领袖对基督信徒的指
导。(新约中的预言书--《启示录》，写于数十年之后，展望了未来的世界审判和基督再来的异像。)
--《使徒行传》所表现的事件发生在公元 30 年到 62 之间。(这本书以保罗在罗马被捕结束，许多事
情 现仍在进行)。

注意：当你读到不懂的部分，或者不知所以然，应该请教你认识的对圣经很懂的人。记下心
得和问题也是很有帮助的办法。要想进入更深的层次，最好参加查经班(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
话) 。

圣经纲要及阅读计划
许多人都想阅读并懂得圣经。但是，通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人从第一页开始读起，
当读到第三或者第四卷书的时侯，就放弃了--感到迷失、混乱或者迷惑。问题在于，圣经由
66 卷不同文学样式的书集合而成；每一部分的重要性只有通过认真的研究才能看出。此外，
如同一本教科书，每一部分都包含着重要的信息，但是读起来并不一定会感兴趣。令人鼓舞
的是，圣经的许多部分可读性很强。
这个计划是针对以下部分的学习指南(根据作者的理解和观念):
--重要的
--比较容易懂的 (当按照顺序读的时侯)
--感兴趣的阅读
--纵览圣经全貌

怎样安排阅读资料？
怎样安排阅读资料？
旧约和新约的阅读是按照年代顺序和主要事件的分组安排的。对于那些特别长的部分
(例如旧约中律法)，只包括了一些典型的部分。尽管旧约中所发生的事件是在新约之前数百
年写下来的，旧约和新约的阅读是交错进行的，为的是让你尽快进入新约部分，并帮助你比
较和对比两约。
单独部分的长度大都在四个章节左右，通常都表现一个主题。弄懂这些部分，经常依赖
于以前的部分。因此，我主张你们按照顺序阅读。

需要多少时间完成阅读？
需要多少时间完成阅读？
取决于你的阅读速度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每一个独立的部分大约需要 15 到 30 分钟。
这个计划包括大约 60 个部分。譬如说，如果你每天读一个新的部分，你大约需要两个月完
成阅读；如果你每周读一个新的部分，你大约需要一年多一点时间完成。

我怎样从阅读中得到最大效益？
我怎样从阅读中得到最大效益？
为了帮助阅读的顺利进行，经常参照圣经年代表”圣经历史简明提纲”，或者其它圣经
简明纲要。
尽管如此，圣经并不以仅是历史事件的记录。圣经声称要把上帝的知识给予我们，要我
们懂得如何把上帝和经历丰盛的生命联系起来。圣经还声称要把异像给予人类，给予读者自
己的动机和灵魂。对于每个部分，都要问自己以下三个问题:
1) 这一部分是如何讲述上帝(和基督)的？(他的特征，关注重点以及他的意图是什么)
2) 这一部分是如何讲述民众的？(我们的特征，关注重点以及我们的意图是什么)
3) 这一部分是如何讲述我的生命的？(我的生命的特征，关注重点以及我的意图是什么)

圣经纲要及阅读计划--圣经主要部
圣经主要部分学习指南
圣经主要部分学习指南
旧约:从创世到人的堕落
旧约 从创世到人的堕落、
从创世到人的堕落、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创世记》1-4，创造和反叛
《创世记》6-9，被洪水毁灭
《创世记》11:1-9; 11:27-13:18; 15，种族/民族的起源和上帝与亚伯兰 (后来上帝为他改名
叫 亚伯拉罕) 的盟约
《创世记》16:1-18:15; 21:1-7; 22，亚伯拉罕和信心的试探
新约:《
新约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所讲述的耶稣在人间的生活经历
《马太福音》1-4，耶稣人间生活的开始
《马太福音》5-7，山上宝训
《马太福音》8-11，神迹和门徒
《马太福音》12-15，寓言和其它教训
《马太福音》16-19，更多的教诲和事件
《马太福音》20-23，在耶路撒冷的训示和活动
《马太福音》26-28，受难、死亡和复活
旧约:以色列出埃及的一代
旧约 以色列出埃及的一代
《创世记》25:19-26; 35:9-12; 《出埃及记》1-4，摩西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
《出埃及记》5:1-6:13; 7-8，摩西、法老和灾祸
《出埃及记》11:1-12:40; 14; 15:22-27; 《诗篇》105，逾越节和出埃及
《出埃及记》19-21; 22:16-23:9; 《利未记》4:27-35，十诫和其它约定律法
《利未记》26; 《诗篇》1; 19:7-14; 119:1-32，忽视与恪守上帝律法的不同结果
《民数记》10:11-16; 10:33-11:35; 13-14，抱怨、反叛和后果
新约:《
新约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所讲述的耶稣在人间的生活经历
《约翰福音》1-3，开端
《约翰福音》4-6，与他人的接触
《约翰福音》7-10，对耶稣身份的不同看法
《约翰福音》11:1-14:4，拉撒路复活，群众反映和与门徒的最后聚集
《约翰福音》14:15-17:26，最后的嘱托
《约翰福音》18-21，被捕、被钉十字架和显现
旧约:以色列的下一代和群盲无首的时代
旧约 以色列的下一代和群盲无首的时代
《申命记》1:4:32-40; 5-7; 10:12-22，摩西对下一代的重托
《约书亚记》1; 3; 5:1-6:21; 7，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到达所应许之地
《约书亚记》23:1-24:31; 士师记 2:6-23; 《诗篇》106，以色列人重新反叛
新约:基督教时代的开始
《使徒行传》1:1-5:16，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
《使徒行传》5:17-8:40，迫害和基督教的传播
《雅各书》1-5，对早期基督徒的实践性鼓励
《彼得前书》1-5，对於过圣洁生活的劝戒
《约翰一书》1-5，对於过与上帝沟通的生活的指导
旧约:以色列的头三个君王
旧约 以色列的头三个君王
《撒母耳记·上》1; 3; 7:15-8:22; 10:17-11:15，撒母耳和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
《撒母耳记·上》13:1-14; 15:16-23; 16:1-13; 17:1-18:9; 31，大卫和扫罗

《诗篇》14:1-3; 16; 23; 25; 139，大卫的诗歌体写作
《撒母耳记·下》5:1-5; 7; 11:1-17; 11:26-12:15; 《诗篇》51; 53:1-3，大卫王的立约和
罪过
《列王记·上》1:1-14; 1:28-53; 2:10-12; 3; 4:29-34; 《箴言》1; 2，所罗门王和智慧篇
《箴言》3-6，所罗门的智慧篇
《箴言》11; 12; 28; 29，所罗门更多的智慧表达
《列王记·上》5:1-6; 6:37-38; 8:1-30; 8:41-43; 8: 54-9:9; 10:23-11:13，圣殿和所罗门的
罪过
《传道书》1-3; 12，年老悔恨的所罗门的智慧
新约:保罗和他对基督
新约 保罗和他对基督教的阐释
保罗和他对基督教的阐释
《使徒行传》9-11，扫罗的皈依和基督教在非犹太人中的传播
《使徒行传》13:1-15:35，扫罗 (保罗) 到远方城市的旅行和耶路撒冷大会
加拉太书 1:1-2:10; 3:1-4:7; 5:1-6:10，保罗强调要因信称义而不是因律法称义
罗马书 1:1-3:20，世人都要受审判
罗马书 3:21-5:21，通过在基督里的信仰而被上帝所接受
罗马书 6-8，过摆脱罪的束缚的生活
罗马书 12:1-15:13，过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
旧约:
旧约 北方和南方列国、
北方和南方列国、灭亡、
灭亡、流放和回归
《列王记·上》11:26-12:33; 14:21-15:34; 以赛亚书 1，分裂中诸国的腐败
以赛亚书 40:6-31; 66:1-4; 耶利米书 1; 2; 4:1-4; 5，选择先知
列王记下 17:1-23; 18:1-8; 23:36-24:16; 25:8-12; 耶利米哀歌 1，征服列国
耶利米书 29:1-14; 以斯拉记 1; 7:11-28; 尼希米记 1:1-2:8; 6:15-16; 9，流亡者重归犹大地
新约:
新约 保罗和患难中学到的功课
《使徒行传》15:36-16:34; 17:16-18:11; 20:17-38; 21:27-36; 25:1-12; 28:16; 28:3031; 哥林多后书 11:24-29，保罗在罗马帝国的活动和艰难处境
腓立比书 1-4，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充满喜乐
哥罗西书 1-4，基督的超越
哥林多前书 1; 3; 13; 15，改正教会的过犯
提摩太后书 1-4，保罗对教会领袖的教导
新约旧约:
新约旧约 关于基督的预言
以赛亚书 9:1-7; 11:1-5; 耶利米书 31: 31-34; 但以理书 7:13-14; 9:20-27; 弥迦书 5:2-4; 唛
拉基书 3:1-2，关于弥赛亚 (基督) 的到来和新约
《诗篇》22:1-24;《马太福音》27:27-46; 以赛亚书 52:13-53:12; 路加福音 24:33-49;《使
徒行传》2:22-39，基督受难及其意义
《马太福音》24; 25:31-46;《使徒行传》1:6-11; 贴撒罗尼迦前书 4:13-5:11; 启示录 21:1-8;
21:22-22:21，基督的再来和对世界的审判及统治，以及结局

完成阅读后我应该怎么办
当你读完这个提要后，你可以回到以往你跳过去的部分。阅读《圣经会话》一书会有助
于你进一步了解圣经，《30 天读懂圣经》这本书也是值得推荐的。你也可以回头重读这个指
南中的部分。你将确定无疑的发现你第一次阅读时没有发现的东西。

旧约年代表

新约年代表

(事件和经卷均根据时间顺序安排。很多时间只是大约估计。)

(事件和经卷均根据时间顺序安排。很多时间只是大约估计。)

圣经中一些关键事件
-创造
-堕落和犯罪
-世界范围内大洪水
- 民族的形成

年代
远古
时期

2000 BC

圣经中一些关键事件

圣经书卷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
音

-耶稣诞生，被认为是上帝赐
予的救世主

0 AD

经卷的颜色代码

经卷的颜色代码

旧约历史书

旧约诗歌智慧书
-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保证他子孙
繁多，赐予应许之地，
赐福给全地人民

圣经书卷

年代

创世记

旧约先知书
旧约先知书

1900 BC

10 AD

约伯记

新约历史书
新约保罗书信(
新约保罗书信(使徒书信)
使徒书信)
新约其他使徒书信
新约先知书

1800 BC
-亚伯拉罕的孙子以色列和他的 12 个儿
子在埃及定居

20 AD

1700 BC
1600 BC
出埃及记和利未记
-摩西领导以色列人的后裔出埃及，
摆脱为奴生涯，上帝和他们立约，
为他们颁布律法
-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以色列成为一个无君之国，
但是背离上帝

诗篇

1500 BC
民数记和申命记

1400 BC

约书亚记
士师记

先知警告，不断地背离上帝将会到
惩罚，但是许诺，救世主将降临，
未来充满美好希望
-以色列“被征服，人民流离失所”

1000 BC
900 BC
800 BC
700 BC
600 BC

-旧约结束：犹太人信仰增强，
但是仍然 迷惘，偏离正道

40 AD

撒母尔记上，下

500 BC
400 BC

-保罗被捕，被送到罗马，
并在那里遭到监禁和审讯

历代志上，下
列王记上，下

-犹大“被征服，人民流离失所”

-犹大回归，重建家园

-基督教在非犹太人(外邦人)中间传播，
信徒增加，教会扩大

-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
-教会领袖宣称，非犹太人(外邦人不
变成犹太人)也可以成为基督徒
-保罗横穿罗马帝国的
第二次和第三次旅行布道

路得记

1100 BC

-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分裂为两个
国家：“以色列”和“犹大”

30 AD

使徒行传

1300 BC
1200 BC

-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
-大卫王统治以色列，国家繁荣

-耶稣开始传道、行神迹，
并在以色列呼召门徒
-耶稣受死并复活，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
(向门徒显现)，最早的教会开始建立
-迫害开始，教会发展，保罗从迫害基
督徒到皈依基督

- 雅各书

50 AD

60 AD

箴言
传道书和雅歌

- 迦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
-

哥林多前书和后书
罗马书
以弗所书，歌罗西书，腓利门书
腓立比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
彼得前书和后书，希伯来书
犹大书
提摩太后书

70 AD

对 “以色列”: 何西阿书和阿摩司书
对犹大: 以赛亚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约珥书
哈巴谷书,彌迦书和西番雅书
对其他国家: 俄巴底亚俄巴底亚书,
约拿书和那鸿书
对放逐的犹大: 耶利米哀歌
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
以斯拉记
对犹大的复归者:
以斯帖记
尼希米记
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
玛拉基书

80 AD

更多的细节和解释可以从下一部分—
更多的细节和解释可以从下一部分

90 AD

- 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

“圣经历史纵览”
圣经历史纵览”
中找到

- 启示录

100 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