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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序

曾有一位年青的弟兄跟我抱怨說：「舊約為甚麼不像《射鵰

英雄傳》一樣？我們就不用讀得那麼悶了。」舊約一向是難讀、也

難讀完的書卷。不少人覺得舊約不是包括一些耳熟能詳的聖經人物

故事，就是悶蛋歷史、不相干的律法和摸不著頭腦的難題！不知從

何讀起，也忘了上次在哪裡合上舊約？

但神使用比新約還厚、還久的舊約來啓示自己，當中文類和

文體的豐富、人物活生生的經歷，以及上帝奇妙的作為和說話，叫

舊約成為神深沉和重要啓示的出處；信徒讀不通舊約，就可能扭曲

了對上帝的認識，也會影響信仰生活的健康。而且舊約是新約的基

礎，不明白舊約就不認識上帝，也不了解新約神學的脈絡，錯過新

約和基督的豐富。

然而，這也不改舊約的難。這也是我們構思《十大讀通舊約

錦囊》的動機，我們希望出版一本幫助信徒克服讀舊約的難處和悶

處的讀物，相信讀通了舊約，就能叫信仰生命更強壯。我們看準黃

福光博士在舊約學術上的造詣，以及他教學上的活潑到位，便邀請

黃福光博士撰寫本書。成果內容一如意料之內的豐富實用，更出乎

意料之外的深入淺出。書中的教導更適切及打開了數碼時代的研經

新路向，並且在字裡行間看到黃博士那種希望信徒解決讀舊約的熱

誠和細心，以及牧者和學者的完美結合。

我深信這本書將會成為神給教會的一個祝福。

朱世平

沙田浸信會副主任牧師

基稻田出版社社長

自序

本書是為已信主一些年日及受過教育的基督徒而寫，「受教

育」是指高中程度或以上，原因在於雖然本書側重研經的步驟，但

也牽涉不少神學的議題，故此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當中需要一點

思考和消化。儘管這好像提高了「入場費」，但長遠來說，這是一

個較好的做法。讀者將更明白進行每個步驟的原因。若有不愛理論

的，我建議可先讀「錦囊一」及「錦囊十」，而中間各章乃是解釋

那兩章所實行的步驟，等到有時間或需要，便可讀其他部分，更深

入了解課題。

本書的目的是闡明一些研讀舊約的原則及技巧，我把詮釋的

過程分成幾部分，通常一般人不會這樣做，但為著進深學習，分

開幾部分來清楚解釋，是有幫助的。在我的經驗裡，很多基督徒

不知道應該或可以從舊約得到甚麼，因此我用了一章來解釋新約

和舊約的關係，該章並不是學術上的討論，而是解釋如何把舊約

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該章雖然有不少理論，但目的是實際

地應用出來。

我覺得舊約不單有趣，更是一個很豐富的靈性得力來源。過

去我花了十年時間說服我的學生們，並且有不少成果。我期望本書

內的建議，同樣能幫助讀者發現舊約的寶藏。

黃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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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囊一

放膽讀舊約：
克服對舊約的畏懼

此章的主題是「懼新恐舊」，所謂「懼新」是指「懼怕學

術」。我在另一本著作《舊約倫理》中提過：

對經文清晰度新的威脅，並不是來自教會的權力，而是

出於對聖經的學術研究。特別近百年來，聖經的學術成

就形成一種既深且廣的知識，使一般牧者望而卻步，更

遑論是一般信徒。馬丁路得時代的信徒會覺得明白經文

的意思是一件難事，因為要學好拉丁文才能懂，而現今

的信徒在研經時，要面對的卻是希伯來文、希臘文、亞

蘭文、釋經學、考古學、聖經神學、敘事批判以及各式

各樣的聖經學術。1

雖然現代信徒所接受的教育，遠遠超過馬丁路得時代的信徒，

但他們卻忙碌得多。所以本章所述的「畏懼」，並不是懼怕自己不能

征服這些學科，而是懼怕為多求了解聖經而付出的高昂「入門費」。

我不贊同只有學術精英才可以讀懂聖經。卑微、貧窮以及被壓迫的人

的上帝怎會期望他們能付得起那麼奢侈的正式神學教育呢？何況，基

督道成肉身，讓我們知道神願意降卑俯就我們，而不是要求我們攀爬

到祂的水平。由此可見，了解聖經並不一定需要特別的訓練，然而它

卻有其深奥之處供學者及專才去鑽研。但這怎麼可能呢？

聖經用「光」比喻自己(詩一百十九105)，這是一個很好的比

喻。我們藉著光(不論是陽光或其他光源)，得以看見各種事物，這

是正常不過的事。我們不用了解光，都可藉光得以看見。然而，白

光本身並不是那麼簡單；首先，它其實包含了不同波長的七色光

波，它的性質只有鑽研光學的科學家才能明白。神的話語也是如

此，只要對聖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便足夠引導我們平安的渡日；

但若真有興趣，我們可以窮一生去鑽研，卻仍未能完全掌握它。事

實上，聖經學術研究的一個難題，就正是過於專科化。就如在舊約

學術研究裡，一些學者專研摩西五經，另一些專攻智慧文學，這種

專項的發展是由於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的知識爆炸，一個人要做到

可以掌握全個領域的知識，根本不可能。

運用讀經計劃克服沉悶

我們該如何解決「懼新」的問題呢？首先，沒有任何事能

代替你親自閱讀舊約。在本文後半部分，我會附上一個精簡的舊

約概要，使你能夠對舊約時代的歷史背景有概念，但這依然不能

取代閱讀舊約。其中一個最有效的讀經計劃，是每天用十五分鐘

閱讀一至兩章經文，這樣幾年之內就能最少讀完一次整本舊約聖

經。若你選擇在大清早讀聖經，你可以有整天時間思索你所讀的

經文。若你在白天讀經，因著你處於清醒狀態，可以明白你所讀

的經文。若你在睡前讀經，你整晚都享有屬靈的美夢。總之，只

需十五分鐘，你就可以享受讀經的樂趣！

以我個人經驗來說，順序逐章逐節讀舊約，會漸漸感到沉悶

而難以繼續下去。舊約中以《詩篇》第一百十九篇的篇幅最長，

嘗試用兩三天完成它吧。如果你習慣每天讀幾章聖經，就不妨將

該篇詩篇當作兩三章經文來讀。記住你讀聖經，是為了得到屬靈

啟發及樂趣，而不要看作一件苦差事。 

「聖經很厚，要讀很久。」只是其中一個難題而已。有些

經文讀起來很沉悶，也有些經文很難明白，兩者加起來，足以使

人怯步不前了！當你讀摩西律法和先知書，可能會感到難明又沉

悶；讀《約伯記》連篇的長對話(讀至第二十八章時 ，你或許會像

約伯一樣，「開口詛咒自己的生日 」(伯三1))；當你用了一個月

讀《詩篇》，卻仍未完成一半時，難免會感到氣餒。然而，我必

須告訴你，就像飲食要均衡一樣，我們需要整全的聖經教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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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屬靈生命均衡成長。

以下我將說明如何克服讀經苦悶的問題，你可以分段選讀經

文，而不是一章接一章的讀，例如讀一段敘事經文，再加一章摩

西律法或智慧書。按這個安排，本書收錄了兩個讀經計劃(【附錄

一】及【附錄二】)。至於如何克服難以明白的經文，我會稍後再

作討論。

【附錄一】之讀經計劃(1)可以使你在一至兩年內讀完舊約聖

經。A欄是舊約歷史，說明從創造到猶太人被擄後的時代，B和C

欄是摩西律法、智慧書、先知書、《詩篇》以及其他與歷史無關的

部分。以下為使用讀經計劃(1)之方法：

1.每天從A、B、C欄各讀一章，即每日讀三章聖經，你可以在

一年內讀完舊約。舊約歷史是此讀經計劃的骨幹，每天所讀

章節有助你有系統地明白舊約歷史的發展；

2.每天從A與B欄各讀一章，直至讀完後，再讀一次A欄與C

欄，每日兩章聖經，可以在兩年內讀完舊約聖經。重複讀舊

約歷史兩遍，使你更清楚明白歷史背景；

3.第三種方法是將方法2與一章新約聖經一起讀，即每天讀三

章聖經。當你讀完舊約時，已經將舊約歷史與新約聖經重複

讀了兩遍。

【附錄二】之讀經計劃(2)將舊約歷史與新約全書設為中心架

構(A欄)，輔以B欄的摩西律法、詩章、智慧書及其他書卷，每天讀

兩章，兩年後可讀完整本聖經。

其實，沒有任何讀經計劃是完美的，讀者可自行編排個人的

讀經計劃。對於工作繁忙的人而言，每日讀兩章聖經會比較適合；

若是家庭主婦，在日間有餘閑的話，每天讀三章也可行。這兩種讀

經計劃可能與你們常見的很不相同，因為我希望讀者專注於研讀歷

史事蹟，而不被律法、家譜及其他資料等分散注意。這種以故事框

架結合其他資料的做法，可以除去長時間閱讀律法、詩歌及先知文

學的沉悶感覺。

如何有效讀經

傳統查經方法是先閱讀一段經文，再參考上文下理以明白其

意思，並設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這種系統性的查經方法對初信

者很有幫助，減少誤解聖經的機會。我建議初信者使用如《靈命日

糧》的研經材料，每天按指示閱讀聖經話語及相關文章，幫助讀者

思考如何將經文應用在生活中。

至於信主有一段時間的基督徒，我會建議你用更嚴格的歸納

法查經。每天選擇查考一段經文或幾段章節，將你所觀察到的事以

及你不明白的問題都寫下來，以訓鍊你的觀察力。別為你最初只能

夠寫一些非常顯淺的問題而氣餒，久而久之，你會發現你的觀察愈

來愈細微。你曾聽過許多牧師的精采講道、有很多獨特見解嗎？其

實這些見解都是他們積年累月讀經所寫下的觀察與感想。你或會以

為這是老生常談，或是一位嘮叨父親的叮囑，但只要你肯下苦工，

你都可以有一番獨特見解！當然，你也許會寫下一些難題和疑問，

我會在以後各章說明如何解答這些問題。

另一種研經方式是專題查經。以一個專題作開始，然後從聖

經尋找答案。你可以選取一本書或一篇文章，例如華理克所著《改

變人生的力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引用聖經談不同的話

題，如仁愛、和平、忍耐、良好的生活以及節制。用此書作靈修不

同於作休閒讀物，當我們閱讀經文的時候，同時也要默想其意義，

然後進深思想它們與文章有何關係。我們要細嚼每一章，而不是飛

快讀完它。

除 了 使 用 書 籍 外 ， 你 也 可 以 嘗 試 使 用 「 經 文 索 引 」

(Concordance)找出聖經中某個字詞(如：信實、苦難)的所有記載 

，然後研究聖經對這個字詞有甚麼說法。現時市面上許多聖經軟件

都具備搜索字句的功能。「錦囊三」會說明更多關於字義研究的方

法，也會在「錦囊九」說明如何運用互聯網來查經。

除了研讀書籍或查字，你也可以借用網路、報章以及電視上

的熱門話題作專題查經。做法是這樣：首先，你要盡量明白整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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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龍去脈、事實是甚麼？人們的看法是怎樣？然後，把題目分成幾

個問題或小的題目。當中有甚麼倫理道德的問題？與聖經的教導有

甚麼關係？例如最近的熱門話題：藝人裸照流傳網路，我們可以探討

的問題包括究竟個人在性行為時拍照或拍短片有沒有錯？這些照片是

否算是被盜竊？每個牽涉此案的人都有錯嗎？還是有某些人比較其他

人更有罪？將有關問題列出後，我們就可以從聖經尋求答案了。

這是最困難的查經方式，我只建議給熟悉聖經和有時間預備

的人作嘗試。最好是小組查經，因為其他人的意見可以幫助我們更

明白，以及提高我們對該題目的興趣。今天許多讀書會、投資俱樂

部以至自助組織，都是讓人集合知識、經驗、甚至金錢，以達到某

個目標。我們何不組織查經小組呢？當然，許多教會的小組以及主

日學已經運用這種形式查經了。

然而，無論選的是甚麼題目，專題查經仍然是較難的查經方

式，因為我們需要閱讀很多經文，而非單一篇經文。它的好處是訓

練基督徒多翻閱聖經尋找答案，並且能針對信徒的需要，而不是信

徒在聖經中各取所需地學習。所以在生活應用方面，專題查經比歸

納法查經更切身。

恐舊

「恐舊」是指對歷史與詩章的恐懼。我會用一整章來講解希

伯來詩歌，故在這裡不多說了。現在先討論舊約的基本結構，其實

它的內容並不難掌握，舊約分為四個部分：摩西五經、歷史書、智

慧書以及先知書。

大部分上教會多年的基督徒都認識創造、挪亞與洪水、巴別

塔、亞伯拉罕、雅各、約瑟、摩西及出埃及記、撒母耳、掃羅、

大衛以及所羅門。這些故事都記載於《創世記》、《出埃及記》前

段、《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下》以及《列王紀上》的前段。

如果你聽說過以利亞、以利沙、邪惡的亞哈與皇后耶洗別，以及

希西家和約西亞，那麼你已經知道不少摩西五經以及歷史書的故事

了！然而，許多基督徒對摩西律法、猶大和以色列其他的君王就

很陌生。

不但如此，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約伯記》講一位義人受

苦的故事，《詩篇》收集了許多詩歌，《箴言》教導我們如何過

充滿智慧的一生，而《傳道書》訴說人生的悲哀。從主日學至青

年團契，我被教導去背誦當中的經文如《詩篇》二十三篇、《箴

言》三章5~8節等，或許這也是老一代的基督徒的經歷。雖然這對

智慧書與詩章還只是皮毛的認識，但這也是個好的開始。

至於先知書，許多基督徒也認識以賽亞、哀哭先知耶利米、

以西結（他最初看見的異象有點像不明飛行物體！）、被丟到獅

子坑的但以理。但對多數人來說，十二小先知是「知識黑洞」。

十二小先知之中最有名的無疑是約拿，因為他被大魚吞了以後，

還能活著講出他的故事。也許大家在建堂奉獻及支持福音事工的

期間，會聽過《哈該書》一章4節的訊息：「這殿仍然荒涼，你們

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以及《撒迦利亞書》四章6節下的訊

息：「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

事。」若你因為這些講道而感到內疚，只要記住當初這些先知的

聽眾的感受，要比你們強烈得更多！也許有人聽過《瑪拉基書》

記載十一奉獻的道理。你若害怕先知文學，你並不孤單，因為一

般基督徒都感到它很難明白，甚至難倒了專業的學者，他們在一

些經文的意思上，也無法有一致的看法。

總結來說，如果你已經參與教會聚會多年，你可能已經對以

上討論的東西有所認識了。至於一些對你來說很困難的部分，也

許其他基督徒也一樣感到難明白，所以本書的目的是幫助你更加

明白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的歷史摘要

以下是舊約歷史的綜覽，盼望這綜覽能為讀者揭開舊約神秘的面

紗，讓你更有勇氣去讀它。下列是對照著讀經計劃（1）的A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