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恩惠更新圣经学校

⾎的契约 
第⼀学期 第⼀课 讲道⼈：吉姆.凯斯曼博⼠



⾎的契约 
吉姆.凯斯曼博⼠ 

⼀. 前⾔ 
学习分享⾎的契约这⼀课将改变你的信仰⽣活。这课内容会为你的信⼼打下更坚实的基
础，并使你过得胜的基督徒⽣活！ 

福⾳就是好消息: 

    1. 弗 3：18-19 神⼀切所充满的。 

    2. 可 7：6-13 ---- 废弃神的诫命，守⼈的遗传不能活出神的话语。 

    3. 林前 2：6-16 ---- 属⾎⽓的⼈不领会神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4. 赛55：8-9 ---- 我们需要思想神的意念。 

    5. ⻄ 3：9-10 ---- 穿上新⼈。 

    6. ⻄ 1：9-12 ---- 属灵的智慧悟性。 

    7. 神是⼀切的创造主; 撒旦使神所造的堕落。 



⾎的契约

⼆. ⼈的灵 

 A. 不仅神是个灵，我们也是灵。 
    1. 约4：24  

    2. 帖前5：23 灵—魂—体 （⽗—⼦—灵） 

     1].⼈有⾃由意志。 

     2].⼈有权利选择⾃⼰的命运。 

 B. ⼈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 
    1 .创1：26-27 （ 神的形象，样式） 

     1].神的智慧（林前2：16，雅1：5） 

     2].神的属性 （彼后1：3-8） 

     3].永恒的⽣命 （约⼀ 5：11-13） 

      4].神的权柄（路10：18-20，太28：18-20， 可16：15-18） 

 C. 外⾯的⼈和⾥⾯的⼈。 
    1. 旧⼈和新⼈（⻄3：9-10） 

    2. 全然的信⼼ （ 可11：23，罗10：9-10） 

    3. 保罗和他的⾁身（腓1：23-24） 

    4. ⼈的身体和灵魂 （罗12：1-2） 

    5. 耶稣和他的身体 （约19：38） 

 D. ⼈的灵是什麽样的？ 
    1. ⼈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 （创1：26-27） 

    2. 神是什麽样的？（出33：17-23） 

    3 .我们可以看到⼈的灵是什麽样 （路16：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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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约

三. 圣经⾥的契约 

 A. 契约的定义 
    1. 除了旧约新约，圣经更是⼀本关于旧的契约和新的契约的记载。 

    2. 希伯来⽂中契约是BERITH。希腊⽂契约⼀词是DIATHEKE。其原意是“⽴约”。 

    3. 双⽅建⽴的⾎的契约是 亲密、 持久、 庄重、 神圣的约定，不可以毁约。当

你与某⼈建⽴⾎的契约，就意味着你应许为之付出你的⽣命，你的爱，你的保护……直到
死亡。 

    4. ⾎的契约与圣餐礼有区别。

    5.⾎的重要性 

      1].⾎中有⽣命（利17：11-14）。 

        2].⼀定程度上⼈的灵和⾎连在⼀起（箴4：23，雅2：26）。 

       3].⾎可以说话（创4：10）。 

       4].罪在⾎中（弗2：1-5）。 

      5].耶稣的⾎中是没有罪的。（神的⾎在他的⾥⾯流淌）。 

       a. 路1：34-35 

       b. 徒20：28 

    6.旧约中⽆辜动物的⾎可以遮盖⼈的罪。 

      1]. 制定替代祭（创3：21） 

     2]. 亚伯的奉献（创4：4） 

      3]. 挪亚的奉献（创8：20-21） 

    7. 新约中耶稣的⾎除去⼈的罪。 

 B.圣经⾥⼀些很重要的契约 
     1. 伊甸园之约 

     2. 亚当之约 

     3. 挪亚之约 

     4. 亚伯拉罕之约 

⾯包之约 暂时的

⾎的契约 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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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约

     5. 摩⻄之约 

     6. 巴勒斯坦之约 

     7. ⼤卫之约 

     8.新约 

C.我们主要来研究 
    1. 亚伯拉罕之约 （亚伯拉罕） 

    2. 新约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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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旧约和新约中的耶稣 

A. 神⽤整本圣经传递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 
借着旧约侧⾯描绘了耶稣，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们就会认出他。所以，整个旧约直指耶

稣。 

B. 当耶稣和新约作者引⽤经⽂，他们所引⽤的就是出⾃旧约。 
1. 约5：39-40 

2 . 约 5：45-46 

3 . 路24：44 

4 . 路24：45-46 

5 . 路24：25-27 

 C.“新约在旧约之中；旧约藉着新约阐明。” 
圣奥古斯丁旧约中神侧⾯描述了这个约。⽽新约解释了耶稣基督如何实现旧约并与新约联
系起来的。 

1. 旧约不是记录宗教仪式、习俗、地点、名称或者⼀些不相关事件的故事书。相反，

是神有顺序渐进的显明神的启示以及⾎约中神如何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当中的约。 

 2.旧约的制订是为了属⾎⽓的⼈，新约则是为了⼀切在基督⾥新造的⼈。 

 3.⾎的契约也被称为“ 伟⼤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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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希伯来的⾎约 

为了更好的理解亚伯拉罕的约和新的⾎约，我们需要了解希伯来⼈制订的⾎约。（耶稣常
⽤⽐喻来帮助我们理解属灵的事情。） 

A.希伯来的宗教仪式（最伟⼤的交换） 
   1. 交换⾐服 

   2. 交换腰带 

   3. 割约 

   4. 将⾎融合 

   5. 更换名称 

6. 留下疤痕 

7. 赠送⽴约之物 

a.⼤卫王和约拿单 （撒上18：3-4，撒上22：8） 

b.⼤卫和⽶⾮波设 （撒下9：1-13） 

8 .吃纪念的⻝物 

9. 树⽴纪念碑 

这九个⽅⾯以及细节没有在圣经同⼀处出现。因为在当时的年代，每个⼈都知道这些内
容，所以不必在⼀处详细记录。熟悉这九⽅⾯可以帮你更好的认知经⽂中的契约。 

 B. ⾎约的双向性 
 1. 记住订⽴⾎约要切割流⾎，因为双⽅都有需要也都从中获益 

 2. ⾎约中，双⽅都要参与，只有单⽅是不可能实现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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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约

六 .亚伯拉罕之约（创12；1-3） 

神藉着亚伯拉罕的约逐步向⼈启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道成⾁身来到世间以前，他曾
向亚伯拉罕⾮常清楚的启示他⾃⼰。 

A.与亚伯拉罕⽴约（创15：1-18，创17：1-27） 

B.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创22：1-19） 
⾎约是双⽅的交换 

C.亚伯拉罕相信什麽？ 
a.他相信超⾃然的⽣育。（创17：15-20，21：1-7） 

b.他信靠上帝把⾃⼰的独⽣⼉⼦当作祭物献上。（创22:3） 

c.在去神指示他的⼭上的三天的时间⾥，他相信他的⼉⼦已经死了。（创22:4） 

d.他相信神会为他准备替代祭或者使他的⼉⼦从死⾥复活，因为他确信他要从以撒得
后裔。（创22：7-8；希11：17-19） 

e.他相信在那座⼭上神会准备他⾃⼰成为替代祭。（创22：4） 

  注：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15：6，罗4：3，加3：6，雅2：23） 

    神要求我们相信他要求亚伯拉罕所信的。他让我们相信基督，他的独⽣⼉⼦带我们⼀

起进⼊与天⽗上帝的约。我们因为罪⽽与神隔绝，我们却不能⾏出什麽来与神和好。在我
们没有义⾏，也不能靠着⾃⼰的努⼒进⼊与神的约中。我们实在不能靠⾃⼰的义来帮助上
帝实现这个约。⽽只有在神⾯前承认⾃⼰的⽆助并像亚伯拉罕⼀样接受引导我们的那位才
是使我们进⼊与神的约的唯⼀途径。 

    罗⻢书9章7节中，保罗写到，“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神的⼉⼥，惟独那些应许的

⼉⼥才算是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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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约

七．新的⾎约（太26：26-28） 

A.更美之约的需要 
1.对道成⾁身的需要（罗5：6-21） 

2.向神献祭的需要（来7：11-21） 

3.对中保（mediator）的需要（提前2：5；来9：13-15，8：6） 

4.对代求者的需要（来7：25-28） 

5.对中保（advocate）的需要（约⼀2：1） 

6.对担保⼈的需要（来7：20-22） 

7.从⼗字架到神的宝座，耶稣付上了做神的羔⽺的代价 

B.最伟⼤的交换（新的⾎约） 
1.交换⾐服 

2.交换腰带 

3.割约 

4．将⾎融合 

5．更换名称 

6．留下疤痕 

7．赠送⽴约之物 

8．吃纪念的⻝物 

9．树⽴纪念碑 

C.接受耶稣 
当我们接受耶酥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像亚伯拉罕那样，接受与我们⽴约的那⼀位。当我
们进⼊了这个约，所有给亚伯拉罕约中的应许⾃然就成了给我们的应许。（罗10：9-
10，加3：28-29） 

 1.旧约中，希伯来⼈⾁体接受割礼后才能有份于神与亚伯拉罕约中的应许。（创17：
9-14） 

 2. 新约中，有份于新的⾎约的祝福的⼈是在⼼⾥接受割礼的⼈。（罗2：29，⻄2：

11-13，罗3：27-30，林后5：17） 

 3．我们与基督⼀同做神的后嗣 

 1）新⽣命（重⽣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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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约

a 约3：3，6 

b 林后5：17 

c ⻄1：13 

 2）圣灵的洗 

a 徒1：8 

b 徒2：4 

c 弗5：18 

        3）⽔的洗礼 

a 可16：15-16 

b 太28：18-20 

D. 为与神的⾎约，预备你的⼼ 
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命的主，我的掌管者。我愿意把我⾃⼰交给你，我的⼀切我的⽣
命都交托给你。 

你的敌⼈就是我的敌⼈。我要⽤耶稣的名授予我的权柄同你⼀起也为你来与你的仇敌争
战。 

我放下⾃⼰对⽣命的管理权来跟随你的引导。我感谢你赐给我的永恒的⽣命，你的爱。现
在我们合⽽为⼀。我现在所有的和以后将有的都奉献给你。 

你的⼒量就是我的⼒量。我因你的灵⽽获得新⽣，你的⽣命在我的⾎液中流淌，你的灵活
在我⾥⾯。因此，靠着基督，我什麽都能做。我会完成你给我的⼀切任务，在那伟⼤的⼀
天到来时听到你说：“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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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约

⼋. 默想（把神的话语变成现实） 

  A.书1：8 

  B.约书亚记⼀章⼋节中重要词语的定义 
    1. 律法书（神的话语） 

    2. 昼夜思想（宣告和信⼼） 

    3. 谨守（明⽩属灵的事情） 

    4. 遵⾏（顺服） 

    5. 道路（神的道路就是爱） 

    6. 亨通（神是财富的源头） 

    7. 顺利 （完成奔⾛天路的历程） 

  C. 融⼊⾏动 
只要当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上，挂在嘴边，融⼊⾏动中，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活中才会
成为现实, 绝对没有捷径。 

 D. 关于财富 
    财富不仅仅定义为⼀定数⽬的⾦钱，⽽是在神⾥⾯⼀系列的满⾜：神的爱，能⼒，喜

乐，平安，健康，⽣命，喜好，各样属灵的福⽓，还包括经济上的富⾜以及物质财产，⽤
以帮助你完成神对⼈类伟⼤救赎计划中托付给你的任务，传耶稣基督的福⾳。 

   当我们对主的信⼼成⻓，被托付更多的任务时，神也会给我们更多的经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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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关于爱的⾄尊的律法（雅2：8） 

   A.履⾏⾎约要付出爱，信⼼和顺服 

   B.由爱⽽发的信⼼（加5：6） 
      1．定义爱，合⼀的能⼒。（约⼀4：8，约4：18，约⼀5：18，弗4：11-16，摩
3：3，太18：18-20，约17：14-23） 

      2. 合⼀的定义 

      （a）同⼀ 

      （b）认可 

      （c）和谐 

      （d）协议 

      （e）协调 

      （f）合⼀（ 终的定义：两个或更多的⼈拥有同样的⼼志，共同的⽬标，让神引导

前路，实现神的⽬标。每个⼈都以神的话语为标准共同致⼒于完成同⼀项事业，凡是与之
冲突的个⼈事务想法都放到⼀边。⽽且每个⼈都持之以恒的做出努⼒和谐共处并愿意尊重
服从别⼈的看法。 

   C.⾏在合⼀中应做的 
       1. 重视他⼈（罗12：10，腓2：3-4） 

       2. 满⾜他⼈（加5：13） 

       3. 宽容他⼈（弗5：13） 

       4. 饶恕他⼈（弗4：32） 

       5. 劝勉他⼈（来3：13） 

       6. 告诫他⼈（罗15：14） 

       7. 关⼼他⼈（来10：24） 

       8. ⽢愿为⼈舍命（约15：13） 

总结： 

   D.爱与合⼀是⼀种态度。在⾎约中与神同⾏很重要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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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资料: ⾎ 的 契 约 

1. 书1：8 中，“思想”这个词的意思是与⾃⼰对话或者默想。 

2. 新的⾎约是耶稣与天⽗上帝⽴定的约。 

3. ⾎约⼀旦制定就不被毁坏。⾎约也被称为“ 伟⼤的交换”契约的双⽅都必须积极参与

实现。 

4. ⼈有⾃由意志和选择⾃⼰命运的权利。⼈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5. 旧约和新约是永恒不变的约。 

6. 圣经启示了灵性上⾁体上第⼆次的死。 

7. 相信新约的⼈要经历三次洗礼：重⽣的洗，⽔洗，圣灵的洗。 

8. 旧约中，希伯来⼈需要接受⾁体的割礼才能有份于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带来的祝福。

新约中，我们需要接受灵的割礼，才能得到⾎约带来的祝福。 

9. 作为我们的⼤祭祀，耶稣⽤⾃⼰的宝⾎为我们换来永恒的救赎，现在在天堂⾥始终为

我们代求。 

10. 耶酥基督的宝⾎就是神的⾎。 

11. 使徒雅各说到的爱的⾄尊律法。 

12. 关于旧约和新约，圣奥古斯丁这样表述：“新约在旧约之中；旧约藉着新约阐明。” 

13.新⽣命的出现是瞬间的，但思想的更新是逐步的。⽣命的成⻓需要我们学习并默想神
的话。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的代求者。 

14. ⼈类失去了与神的同在，⼈没有能⼒靠⾃⼰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耶酥基督做为中

保把失丧的⼈带到神⾯前。 

15. 在新的⾎约中，耶稣做新约的⼤祭祀和中保。因为耶酥的缘故，我们得以在神⾯前

站⽴得住。 

16. 凡是与天⽗的关系破裂的基督徒都要受到惩罚。若不是耶酥在⽗神⾯前为这样的⼈

代求，他将⾯临很悲惨的境地。 

17. 藉着新约，耶稣基督的宝⾎能洗去⼈的罪。 

18. 旧约中，动物的⾎能遮盖⼈的罪。 

19. 在⾎中有“⽣命”。 

20. ⼈的存在有三部分。⼈有灵，有魂，住在⾁体当中。 

21. 希伯来⼈⽴约的九类： 

a. 交换⾐服 

a. 交换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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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约

b. 割约 

c. 将⾎融合 

d. 更换名称 

e. 留下疤痕 

f. 赠送⽴约之物 

g. 吃纪念的⻝物 

h. 树⽴纪念碑 

22. 根据路加福⾳16：19-25，描述⼈的灵的样⼦。 

23. 希伯来⽂中契约是BERITH。希腊⽂契约⼀词是DIATHEKE。其愿意是“⽴约”。 

24. 圣餐礼是短暂的。⾎约是永恒的。 

25. 罪在⾎中。罪是⼈的本性。罪导致死亡。罪的来源是撒旦。 

26. 整部圣经侧⾯描述神藉着耶稣基督对⼈类的救赎计划。 

27. 旧约的订⽴为属⾎⽓的⼈。新约是为了在基督⾥新造的⼈。 

28. 亚伯拉罕相信什麽？ 

    A.相信超⾃然的⽣育。 

    B.信靠上帝把⾃⼰的独⽣⼦⼉⼦当作祭物献上。 

    C.在去神指示他的⼭上的三天的时间⾥，他相信他的⼉⼦已经死了。 

    D.他相信神会为他准备替代祭或者使他的⼉⼦从死⾥复活，因为他确信他要从以撒得
后裔。 

    E.他相信在那座⼭上神会准备他⾃⼰成为替代祭。 

29. 如今你和我都要相信亚伯拉罕所信的。 

30. 福⾳已经传给亚伯拉罕。（加3：8） 

31. 财富不是⽤⾦钱来衡量。当我们对主的信⼼成⻓，被托付更多的任务时，神也会给

我们更多的经济资助。 

32. 在⾎约中与神同⾏，爱和合⼀⾮常重要。 

33. 你和我都不能打破⾎约，因为这是天⽗上帝和神⼈耶稣所⽴的。 

34.由爱⽽发的信⼼。（加5；6） 

35.约书亚记1章8节中的应许不仅给旧约中的⼈也给新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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