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聖經各書卷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默寫鑰節。 
 說出舊約聖經書卷數目。 
 說出新約聖經書卷數目。 
 解釋為何要有一個系統的讀經計劃。 
 舉出四個成功的讀經方法。 

 
鑰節： 
 
耶和華阿，願我的呼籲達到你面前，照你的話賜我悟性。 

 詩一一九 169 

 
引言 

 
 你在上一章學到聖經就是上帝成文之道。你知道聖經分為兩大部分，它們稱

為舊約和新約。你又學到舊約的四個分部： 
 
 律法書 
 歷史書 
 詩歌書 
先知書 

 
 你又學到新約的四個分部： 
 
 福音書 
 歷史書 
 書信 
 預言 
 
 以下圖表把你一直來學到有關聖經的知識作一概括： 



 
聖經 

＿＿＿＿＿ 
 

上帝成文之道 
 

＿＿＿＿＿ 
 

66卷書 
 

               
  
   舊約分部       新約分部 
 
   律法書        福音書 
   歷史書        歷史書 
   詩歌書        書信 
   先知書        預言 
 
 本章內容包含聖經 66卷書的摘要。這 66卷書構成舊、新約兩大部份。它為
舊約、新約的內容提供了一個導論。本章又提供四個有效的讀經建議，並且你要

選擇一個有系統的計劃，開始讀上帝的道。 
 

舊約書卷 
（39卷） 

 
律法書： 
 
創世記：記錄宇宙、人類、安息日、婚姻、罪、獻祭、民族、政權和主要的屬上

帝的人物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約瑟的起源。 
 
出埃及記：詳細說明以色列如何成為大國，有摩西為領袖。以色列蒙救，脫離在

埃及為奴之地，向西乃山進發，在那裡上帝賜下律法。 
 
利未記：這是給以色列人的敬拜手冊。本書為宗教領袖提供指導，又解釋有罪的

人如何親近公義的上帝。它與耶穌基督降臨有關，祂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

罪孽的。 
 



民數記：記載了以色列人由於悖逆上帝，在曠野流蘯四十年。書名來自在漫長旅

途中的兩次數點人數（人口普查）。 
 
申命記：記錄了摩西的晚年日子，又重溫在出埃及記和利未記中的律法。 
 
歷史書： 
 
約書亞記：詳述摩西的接班人約書亞，他如何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的迦南地。 
 
士師記：約書亞死後，以色列人離棄上帝。本書記錄下他們反覆犯罪的慘痛經歷，

與及上帝為拯救他們脫離敵軍所興起的士師。 
 
路得記：一個外邦摩押女子路得的事蹟，她選揀服侍以色列的上帝。她是大衛的

祖先。 
 
撒母耳記上：這卷書集中在三個人身上：撒母耳，他是以色列中最後的一位士師；

掃羅，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和大衛，他接繼掃羅作王。 
 
撒母耳記下：大衛王四十年的德政記錄在這書中。 
 
列王紀上：全書主旨是所羅門作王，與及分裂王國的分治：北國先有亞哈作王，

南國則由約沙法開始。 
 
列王紀下：本書記下以色列和猶大的覆亡。上帝的子民深陷罪中。 
 
歷代志上：大衛的統治與及籌建聖殿皆載書中。本書的時代與撒母耳記下同。 
 
 
歷代志下：本書接續以色列在所羅門作王後的歷史，尤其集中南國部份。全書以

古列的諭令結朿，以色列民獲准從巴比倫返回耶路撒冷。 
 
以斯拉記：詳述猶太人從巴比倫被擄歸回。 
 
尼希米記：本書追述在尼希米帶領下，耶路撒冷城牆獲重修。工程在以斯拉回國

後約十四年開始。 
 
以斯帖記：上帝透過以斯帖和末底改拯救猶太人為本書主題。 
 



詩歌書： 
 
約伯記：本書是有關約伯的事蹟，他生活於亞伯拉罕的年代。主旨是探討義人為

何受苦的問題。 
 
詩篇：聖經的禱告和讚美之書。 
 
箴言：處理日常生活難題從上頭而來的智慧。 
 
傳道書：離開上帝人生徒然的討論。 
 
雅歌：所羅門和他的書拉密新娘的戀愛。故事表達了上帝對以色列、基督對教會

的愛。 
 
先知書： 
 
其中數卷成書於以色列分裂為猶大國和以色列國的期間。 
 
以賽亞書：警告猶大因得罪上帝要受審判。 
 
耶利米書：寫於猶大衰敗，快將覆亡時候。指出日後的審判，勸諭歸降尼布革尼

撒。 
 
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因耶路撒冷被巴比倫摧毀的哀歌（表達傷痛）。 
 
以西結書：先警告猶大將被擄，然後預言日後必復興。 
 
但以理書：先知但以理在耶路撒冷首次被圍時遭擄至巴比倫。本書為明白聖經的

預言，提供重要的歷史和先知教導。 
 
何西亞書：本書主旨是以色列的不忠、被上帝懲罰和復興。 
 
約珥書：以瘟疫作為日後審判的先兆。 
 
阿摩司書：處在物質富裕、道德腐敗的日子，阿摩司警告以色列和列國，上帝要

審判他們的罪。 
 
俄巴底亞書：上帝判以東，座落死海以南的一個邪惡國家。 



 
約拿書：先知約拿的事蹟，他向亞述首都尼尼微傳悔改之道。這書顯示上帝對外

邦人的愛和悔改的計劃。 
 
彌迦書：另一個責備以色列犯罪的預言。事發 700年前已預告耶穌出生的地方。 
 
那鴻書：論及尼尼微日後遭毀滅，因約拿 150年前的講道，災禍稍延降臨。 
 
哈巴谷書：顯示上帝的計劃，祂要用更邪惡的民族來懲罰邪惡之民。中心思想是

「義人必因信得生」。 
 
西番雅書：猶大的受罰和復興。 
 
哈該書：激勵猶大人重修聖殿，因為敵人阻撓，工作延誤了 15年。 
 
撒迦利亞書：再次催促，早日復修殿，並要靈裡更新。預言基督第一次降臨和再

來。 
 
瑪拉基書：警告要避免靈命膚淺，與及預言施洗約翰和耶穌的出現。 
 

新約書卷 
（27卷） 

 
福音書： 
 
稱為福音書的四卷聖經記錄了耶穌基督的出生、生平、事工、教訓、死亡和復活。

每卷書的取向有別： 
 
馬太福音：強調耶穌基督是王，且主要是給猶太人的。 
 
馬可福音：強調耶穌基督是僕人，且主要是給羅馬人的。 
 
路加福音：展示耶穌基督是「人子」，是不完全人的完人和救主。 
 
約翰福音：展示耶穌作上帝兒子的身份。 
 
歷史書： 
 



使徒行傳：新約惟一的歷史書，記錄了基督教的早期發展，就是從基督升天直到

保羅被囚禁羅馬為止。全書橫跨約 33年，並且強調聖靈的工作。 
 
書信： 
 
羅馬書：福音的表白，強調惟有相信才能得救。 
 
哥林多前書：為矯正地方教會的錯誤而寫的。 
 
哥林多後書：論到真正的福音事工、作管家，與及保羅作使徒的權柄。 
 
加拉太書：處理把律法混和信心的錯謬。主題是因信稱義。 
 
以弗所書：用在基督裡的地位鼓勵信徒。 
 
腓立比書：強調基督徒合一的喜樂。 
 
歌羅西書：針對諾斯底主義的錯謬。這種錯誤道理否認耶穌真的是人子和上帝的

兒子。該書又強調耶穌是教會的頭。 
 
帖撒羅尼迦前書：基督徒生活的忠告，並且重視耶穌的再來。 
 
帖撒羅尼迦後書：進一步教導主的再來，並指出這樣的知識怎樣影響日常生活。 
 
提摩太前書：著重純正信仰、教會管理，與及一些教會以後行事的原則。 
 
提摩太後書：描述耶穌基督的真僕人。該書又警誡早已出現的離經叛道（靈性後

退）。該書指上帝的道是矯正錯謬的良方。’ 
 
提多書：提羅給名叫提多的年青傳道人的信。他在革哩底海島事奉上帝。重點是

教義和敬虔生活。 
 
腓利門書：保羅為一富有的歌羅西基督徒出走的奴隸求情。它說明耶穌為一度曾

作罪的奴僕的信徒代求。 
 
希伯來書：解釋基督教遠勝猶太教。展示耶穌是大祭師和上帝與人中間的中保。 
 
雅各書：指出雖然只有因信稱義，真信心卻是以行為證實的。 



 
彼得前書：一封安慰和鼓勵信徒的信。尤其那些飽受教會以外不信的人攻擊的。 
 
彼得後書：慎防從教會而來的屬靈攻擊。例如那些「偷著進來」的假師傅。 
 
約翰壹書：為對抗諾斯底主義而寫。該主義否認耶穌是人子上帝兒子的身份。該

書重視信徒間的愛和團契，並且保證真信徒必得永遠生命。 
 
約翰弍書：警告勿與任何錯誤教訓妥協，並強調要用愛心持守真理。 
 
約翰叁書：警告拒與真信徒相交的人。 
 
猶大書：另一次對離經道和錯誤教訓的警告。主題類似彼得後書。 
 
預言書： 
 
啟示錄：這本預言書論到世界歷史末後的事件。內容是關於上帝計劃中過去、現

在，和未來的事（啟四 22）。 
 

竟全功的讀經 
 

你在這科目中學到很多有關明白和解釋聖經的知識。你又會學到創意研經的

一些方法。不過，明白聖經的第一步是讀經。我們已勾畫出幾個閱讀計劃，幫助

你開始讀經。其中包括開始讀經的，和要進一步研究上帝之道的。首先，竟全功

的讀經，以下有四個建議： 
 
一、每天讀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 2） 

 
 上帝創造你的身體，因此你得每日進食，維持健康。同樣，想靈命健康，你

的靈便要每天用上帝的道作食物來餵養。 
 
⋯⋯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路四 4） 

 
二、選擇性地讀 
 
 先讀聖經中的「奶」。這是上帝之道較淺白的。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纔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彼前二 2） 

 
以後靈命漸長，便能吃上帝之道的「乾糧」。換言之你可以明白更艱深聖經 

教訓： 
 

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

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來五 13－14） 

 

我是用奶餧你們，沒有用飯餧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喫，就是如今還是不能。（林前三 2） 

 

三、存禱告的態度讀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拉七 10） 

 
 開始閱讀前，祈禱求上帝幫助你明白透過成文之道給你的聖經。你要像詩人

大衛大樣祈禱： 
 
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詩一一九 18） 

 
四、有系統地讀 
  
有人沒有系統地閱讀，因此不能明白上帝的道。他們隨意地這裡一章、那裡

一章地讀，因此忽略了它們是彼此連貫的。就像隨意翻閱一本醫學教科書，然後

便去行醫。聖經吩咐我們「查考聖經」（約五 39）。意思是仔細地學習。聖經就
像學校用的教科書。你想要明白其中內容，便得按步就班地閱讀。選擇以下一個

讀經計劃表，然後開始每天讀經。 
 

初信的 
 
 你若從未用讀聖經的，先從新約的約翰福音開始。這書由耶穌一個名叫約翰

的門徒寫的。他深入淺出地講述耶穌的事，很易明白。 
 
 按約聖經中排列的次序，每天閱讀一章約翰福音。用下列的表核實每天讀的。 
 
約翰福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短計劃表 
 

 讀經的短計劃表是要透過選讀一些經文，這樣來獲取基本的聖經知識。按排

列的次序讀選定的經文。用以下的表來核實讀過的。 
 
新約： 
 
   約翰福音     帖撒羅尼迦前書     以弗所書 
 
   馬可福音     哥林多前書     提摩太後書 
 
   路加福音     歌羅西書      彼得前書 
 
   使徒行傳     腓利門書      約翰壹書 
 
   羅馬書      腓立比書   
 
   啟示錄一至五；十九 6－廿二 21 
 
舊約： 
 
   創世記         阿摩司書 
 
   出埃及記一至廿       以賽亞書一至十二 
 
   民數記 十 11－廿一 35      耶利米書 一至廿五；卅九至
四三 



  
   申命記 一至十一       路得記 
 
   約書亞記 一至十二；廿二至廿四    約拿書 
 
   士師記 一至三        詩篇 一至廿三 
 
   撒母耳記上 一至三；九至十；    約伯記 一至十四；  
     十三；十五至十八；     卅八至四二 

卅一 
   撒母耳記下 一        箴言 一至九 
 
   列王紀上 一至十一       但以理書 一至六 
 
   尼希米記     
 

長計劃表 
 

這項讀經計劃較短時間表深入，不過仍未有包括全本聖經。 
新約： 
 
    馬可福音       腓立比書 
 
    馬太福音       以弗所書 
 

   約翰福音       提摩太後書 
  

   路加福音       提多書 
 

   使徒行傳       提摩太前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      彼得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希伯來書 
 
   哥林多前書       雅各書 

 
   哥林多後書       約翰壹書 



 
   加拉太書       約翰弍書 

 
   羅馬書        約翰叁書 

 
   腓利門書       猶大書 
 
   歌羅西書       彼得後書 
 
   啟示錄 1－5；十九 6－廿二 21 

 
舊約： 
 
    創世記        耶利米書 一至廿五； 

卅至卅三 
    出埃及記 一至廿四     那鴻書  
 
    利未記 一 1－六 7     哈巴谷書  
 
    民數記 十 11－廿一 35    以西結書 一至廿四； 

卅三至卅九 
    申命記 一至十一；廿七至卅四   俄巴底亞書  
 
    約書亞記 一至十二；廿二至廿四    耶利米哀歌  
 
    士師記 一至十六      以賽亞書 四Ｏ至六六 
 
    撒母耳記上       撒迦利書 一至八 
 
    撒母耳記下       瑪拉基書 
 
    列王紀上       約珥書 
 
    列王紀下       路得記 
 
    歷代志上       約拿書 
 
    歷代志下       詩篇 



 
    以斯拉記       約伯記 
 
    尼希米記       箴言 一至九 
 
    阿摩司書       雅歌 
 
    何西亞書       傳道書  
 
    彌迦書        以斯帖記 
 
    以賽亞書 一至十二     但以理書  
 
    西番雅書 
 

 
 
 
 
 
 
 
 
 
 
 
 
 
 
 
 
 
 
 
 
 
 
 



完整計劃表 
一月        二月 

 
  1.  創世記 一至二     1.  出埃及記 十四至十七 
  2.  創世記 三至五     2.  出埃及記 十八至廿 
  3.  創世記 六至九     3.  出埃及記 廿一至廿四 
  4.  創世記 十至十一     4.  出埃及記 廿五至廿七 
  5.  創世記 十二至十五    5.  出埃及記 廿八至卅一 
  6.  創世記 十六至十九    6.  出埃及記 卅二至卅四 
  7.  創世記 廿至廿二     7.  出埃及記 卅五至卅七 
  8.  創世記 廿三至廿六    8.  出埃及記 卅八至四Ｏ 
  9.  創世記 廿七至廿九    9.  利未記 一至四 
  10.  創世記 卅至卅二     10.  利未記 五至七 
  11.  創世記 卅三至卅六    11.  利未記 八至十 
  12.  創世記 卅七至卅九    12.  利未記 十一至十三 
  13.  創世記 四Ｏ至四二    13.  利未記 十四至十六 
  14.  創世記 四三至四六    14.  利未記 十七至十九 
  15.  創世記 四七至五Ｏ    15.  利未記 廿至廿三 
  16.  約伯記 一至四     16.  利未記 廿四至廿七 
  17.  約伯記 五至七     17.  民數記 一至三 
  18.  約伯記 八至十     18.  民數記 四至六 
  19  約伯記 十一至十三    19.  民數記 七至十 
  20.  約伯記 十四至十七    20.  民數記 十一至十四 
  21.  約伯記 十八至廿     21.  民數記 十五至十七 
  22.  約伯記 廿一至廿四    22.  民數記 十八至廿 
  23.  約伯記 廿五至廿七    23.  民數記 廿一至廿四 
  24.  約伯記 廿八至卅一    24.  民數記 廿五至廿七 
  25.  約伯記 卅二至卅四    25.  民數記 廿八至卅 
  26.  約伯記 卅五至卅七    26.  民數記 卅一至卅三 
  27.  約伯記 卅八至四二    27.  民數記 卅四至卅六 
  28.  出埃及記 一至四     28.  申命記 一至三  
  29.  出埃及記 五至七 
____ 30.     出埃及記 八至十 
____ 31.     出埃及記 十一至十三 

 
 
 
 



三月        四月 
 
  1.  申命記 四至六     1.  撒母耳記上 廿一至廿四 
  2.  申命記 七至九     2.  撒母耳記上 廿五至廿八 
  3.  申命記 十至十二     3.  撒母耳記上 廿九至卅一 
  4.  申命記 十三至十六    4.  撒母耳記下 一至四 
  5.  申命記 十七至十九    5.  撒母耳記下 五至八 
  6.  申命記 廿至廿二     6.  撒母耳記下 九至十二 
  7.  申命記 廿三至廿五    7.  撒母耳記下 十三至十五 
  8.  申命記 廿六至廿八    8.  撒母耳記下 十六至十八 
  9.   申命記 廿九至卅一    9.  撒母耳記下 十九至廿一 
  10.  申命記 卅二至卅四    10.  撒母耳記下 廿二至廿四 
  11.  約書亞記 一至三     11.  詩篇 一至三 
  12.  約書亞記 四至六     12.  詩篇 四至六 
  13.  約書亞記 七至九     13.  詩篇 七至九 
  14.  約書亞記 十至十二    14.  詩篇 十至十二 
  15.  約書亞記 十三至十五    15.  詩篇 十三至十五 
  16.  約書亞記 十六至十八    16.  詩篇 十六至十八 
  17.  約書亞記 十九至廿一    17.  詩篇 十九至廿一 
  18.  約書亞記 廿二至廿四    18.  詩篇 廿二至廿四 
  19.  士師記 一至四     19.  詩篇 廿五至廿七 
  20.  士師記 五至八     20     詩篇 廿八至卅 
  21.  士師記 九至十二     21.  詩篇 卅一至卅三 
  22.  士師記 十三至十五    22.  詩篇 卅四至卅六 
  23.  士師記 十六至十八    23.  詩篇 卅七至卅九 
  24.  士師記十九至廿一    24.  詩篇 四Ｏ至四二 
  25.  路得記 一至四     25.  詩篇 四三至四五 
  26.  撒母耳記上 一至三    26.  詩篇 四六至四八 
  27.  撒母耳記上 四至七    27.  詩篇 四九至五一 
  28.  撒母耳記上 八至十    28.  詩篇 五二至五四 
  29.  撒母耳記上 十一至十三   29.  詩篇 五五至五七 
  30.  撒母耳記上 十四至十六   30.  詩篇 五八至六Ｏ 
_____ 31.    撒母耳記上 十七至廿 
 
 
 
 
 



五月        六月 
 
  1.  詩篇 六一至六三     1.  箴言 一至三 
  2.  詩篇 六四至六六     2.  箴言 四至七 
  3.  詩篇 六七至六九     3.  箴言 八至十一 
  4.  詩篇 七Ｏ至七二     4.  箴言 十二至十四 
  5.  詩篇 七三至七五     5.  箴言 十五至十八 
  6.  詩篇 七六至七八     6.  箴言 大九至廿一 
  7.  詩篇 七九至八一     7.  箴言 廿二至廿四 
  8.  詩篇 八二至八四     8.  箴言 廿五至廿八 
  9.   詩篇 八五至八七     9.  箴言 廿九至卅一 
  10.  詩篇 八八至九Ｏ     10.  傳道書 一至三 
  11.  詩篇 九一至九三     11.  傳道書 四至六 
  12.  詩篇 九四至九六     12.  傳道書 七至九 
  13.  詩篇 九七至九九     13.  傳道書 十至十二 
  14.  詩篇 一ＯＯ至一Ｏ二    14.  雅歌 一至四 
  15.  詩篇 一Ｏ三至一Ｏ五    15.  雅歌 五至八 
  16.  詩篇 一Ｏ六至一Ｏ八    16.  列王紀上 五至七 
  17.  詩篇 一Ｏ九至一一一    17.  列王紀上 八至十 
  18.  詩篇 一一二至一一四    18.  列王紀上 十一至十三 
  19.  詩篇 一一五至一一八    19.  列王紀上 十四至十六 
  20.  詩篇 一一九      20     列王紀上 十七至十九 
  21.  詩篇 一二Ｏ至一二三    21.  列王紀上 廿至廿二 
  22.  詩篇 一二四至一二六    22.  列王紀下 一至三 
  23.  詩篇 一二七至一二九    23.  列王紀下 四至六 
  24.  詩篇 一三Ｏ至一三二    24.  列王紀下 七至十 
  25.  詩篇 一三三至一三五    25.  列王紀下 十一至十四、 
               廿 
  26.  詩篇 一三六至一三八    26.  約珥書 一至三 
  27.  詩篇 一三九至一四一    27.  列王紀下 十四 21－25； 

           約拿書 一至四 
  28.  詩篇 一四二至一四四    28.  列王紀下 十四 26－29； 
            阿摩司書 一至三 
  29.  詩篇 一四五至一四七    29.  阿摩司書 四至六 
  30.  詩篇 一四八至一五Ｏ    30.  阿摩司書 七至九 
  31.  列王紀上 一至四 
 
 



七月        八月 
 
  1.  列王紀下 十五至十七    1.  列王紀下 廿至廿一 
  2.  何西亞書 一至四     2.  西番雅書 一至三 
  3.  何西亞書 五至七     3.  哈巴谷書 一至三 
  4.  何西亞書 八至十     4.  列王紀下 廿二至廿五 
  5.  何西亞書 十一至十四    5.  俄巴底亞書 

耶利米書 一至二 
  6.  列王紀下 十八至十九    6.  耶利米書 三至五 
  7.  以賽亞書 一至三     7.  耶利米書 六至八 
  8.  以賽亞書 四至六     8.  耶利米書 九至十二 
  9.   以賽亞書 七至九     9.  耶利米書 十三至十六 
  10.  以賽亞書 十至十二    10.  耶利米書 十七至廿 
  11.  以賽亞記 十三至十五    11.  耶利米書 廿一至廿三 
  12.  以賽亞書 十六至十八    12.  耶利米書 廿四至廿六 
  13.  以賽亞書 十九至廿一    13.  耶利米書 廿七至廿九 
  14.  以賽亞書 廿二至廿四    14.  耶利米書 卅至卅二 
  15.  以賽亞書 廿五至廿七    15.  耶利米書 卅三至卅六 
  16.  以賽亞書 廿八至卅    16.  耶利米書 卅七至卅九 
  17.  以賽亞書 卅一至卅三    17.  耶利米書 四Ｏ至四二 
  18.  以賽亞書 卅四至卅六    18.  耶利米書 四三至四六 
  19.  以賽亞書 卅七至卅九    19.  耶利米書 四七至四九 
  20.  以賽亞書 四Ｏ至四二    20     耶利米書 五Ｏ至五二 
  21.  以賽亞書 四三至四五    21.  耶利米哀歌 一至五 
  22.  以賽亞書 四六至四八    22.  歷代志上 一至三 
  23.  以賽亞書 四九至五一    23.  歷代志上 四至六 
  24.  以賽亞書 五二至五四    24.  歷代志上 七至九 
  25.  以賽亞書 五五至五七    25.  歷代志上 十至十三 
  26.  以賽亞書 五八至六Ｏ     26.  歷代志上 十四至十六 
  27.  以賽亞書 六一至六三    27.  歷代志上 十七至十九 
  28.  以賽亞書 六四至六六    28.  歷代志上 廿至廿三 
  29.  彌迦書 一至四     29.  歷代志上 廿四至廿六 
  30.  彌迦書 五至七     30.  歷代志上 廿七至廿九 
  31.  那鴻書 一至三     31.  歷代志下 一至三 

 
 
 
 



九月       十月 
 
  1.  歷代志下 四至六     1.  以斯帖記 四至七 
  2.  歷代志下 七至九     2.  以斯帖記 八至十 
  3.  歷代志下 十至十三    3.  以斯拉記 一至四 
  4.  歷代志下 十四至十六    4.  哈該書 一至二／ 

           撒迦利亞書 一至二 
  5.  歷代志下 十七至十九    5.  撒迦利亞書 一至二 
  6.   歷代志下 廿至廿二    6.  撒迦利亞書 三至六 
  7.  歷代志下 廿三至廿五    7.  撒迦利亞書 七至十 
  8.  歷代志下 廿六至廿九    8.  以斯拉記 五至七 
  9.  歷代志下 卅至卅二    9.  以斯拉記 八至十 
  10.  歷代志下 卅三至卅六    10.  尼希米記 一至三 
  11.  以西結書 一至三      11.  尼希米記 四至六 
  12.  以西結書 四至七     12.  尼希米記 七至九 
  13.  以西結書 八至十一    13.  尼希米記 十至十三 
  14.  以西結書 十二至十四    14.  瑪拉基書 一至四 
  15.  以西結書 十五至十八    15.  馬太福音 一至四 
  16.  以西結書 十九至廿一    16.  馬太福音 五至七 
  17.  以西結書 廿二至廿四    17.  馬太福音 八至十一 
  18.  以西結書 廿五至廿七    18.  馬太福音 十二至十五 
  19.  以西結書 廿八至卅    19.  馬太福音 十六至十九 
  20.  以西結書 卅一至卅三    20.  馬太福音 廿至廿二 
  21.  以西結書 卅四至卅六    21.  馬太福音 廿三至廿五 
  22.  以西結書 卅七至卅九    22.  馬太福音 廿六至廿八 
  23.  以西結書 四Ｏ至四二    23.  馬可福音 一至三 
  24.  以西結書 四三至四五    24.  馬可福音 四至六 
  25.  以西結書 四六至四八    25.  馬可福音 七至十 
  26.  但以理書 一至三     26.  馬可福音 十一至十三 
  27.  但以理書 四至六     27.  馬可福音 十四至十六 
  28.  但以理書 七至九     28.  路加福音 一至三 
  29.  但以理書 十至十二    29.  路加福音 四至六 
  30.  以斯帖記 一至三     30.  路加福音 七至九 
           31.  路加福音 十至十三 

 
 

 
 



十一月       十二月 
 
  1.  路加福音 十四至十七    1.  啟示錄 十九至廿二 
  2.  路加福音 十八至廿一    2.  羅馬書 五至八 
  3.  路加福音 廿二至廿四    3.  羅馬書 九至十一 
  4.  約翰福音 一至三     4.  羅馬書 十二至十六 
  5.  約翰福音 四至六     5.  使徒行傳 廿 3－廿二 
  6.  約翰福音 七至十     6.  使徒行傳 廿三至廿五 
  7.  約翰福音 十一至十三    7.  羅馬書 廿六至廿八 
  8.  約翰福音 十四至十七    8.  以弗所書 一至三 
  9.  約翰福音 十八至廿一    9.  以弗所書 四至六 
  10.  使徒行傳 一至二     10.  腓立比書 一至四 
  11.  使徒行傳 三至五     11.  歌羅西書 一至四 
  12.  使徒行傳 六至九     12.  希伯來書 一至四 
  13.  使徒行傳 十至十二    13.  希伯來書 五至七 
  14.  使徒行傳 十三至十四    14.  希伯來書 八至十 
  15.  雅各書 一至二     15.  希伯來書 十一至十三 
  16.  雅各書 三至五     16.  腓利門書／ 

彼得前書 一至二 
  17.  加拉太書 一至三     17.  彼得前書 三至五 
  18.  加拉太書 四至六     18.  彼得後書 一至三 
  19.  使徒行傳 十五－十八 11   19.  提摩太前書 一至三 
  20.  帖撒羅尼迦前書 一至五   20.  提摩太前書 四至六 
  21.  帖撒羅尼迦後書 一至三   21.  提多書 一至三 
  22.  哥林多前書 一至四    22.  提摩太後書 一至四 
  23.  約翰壹書 三至五     23.  約翰壹書 一至二／ 
           使徒行傳 十八 12－十九 10 
  24.  約翰弍、叁書     24.  哥林多前書 五至八 
  25.  啟示錄 一至三，猶大書   25.  哥林多前書 九至十二 
  26.  啟示錄 四至六     26.  哥林多前書 十三至十六 
  27.  啟示錄 七至九     27.  使徒行傳十九 11－廿 1； 

哥林多後書 一至三 
  28.  啟示錄 十至十二     28.  哥林多後書 四至六 
  29.  啟示錄 十三至十五    29.  哥林多後書 七至九 
  30.  啟示錄 十六至十八    30.  哥林多後書 十至十三 
           31.  使徒行傳 廿 2／ 

羅馬書 一至四 
 



自我測驗 
 
1. 默寫鑰節。 
 

                                                                   
 
                                                                    
 
                                                                     

 
2. 舊約有多少卷聖經？ 

 
                                                                   

 
3. 新約有多少卷聖經？ 
 

                                                                   
 
4. 為甚麼必須有一系統性的讀經計劃？ 
 

                                                                    
 
                                                                    
 
                                                                    

 
5. 有那四個竟全功的讀經計劃？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複習本章列出的各卷摘要。 
在下面出聖經各卷的名字。 
按每卷書名，用一短句寫出摘要。 
下面首兩卷是給你參考的例子。 
（這樣把資料濃縮，你便能掌握整本聖經的一般內容） 
 
書名    內容 
創世記    開始之書 
出埃及記   從埃及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