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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學習（和教導）舊約歷史 100 步 
 
舊約歷史 100 步是學習舊約歷史進程的有效方法。下面的建議能幫

助你在學習 100 步和教導 100 步時，得到最大的果效。 

壹. 課堂上要注意的事情 
甲. 上課時，你要集中學習每一步。不要期望你能記住所有的事實資

料。只需在導師作靈修分享時，讓神親自對你說話就行了。請記著，

聖經的教導是全人性的（“知道”、“活道”和“行道”），

而最重要的是“活道”。神會對你說有關你生命的一些事情，請

小心聆聽在你心中的微小聲音。 

乙. 你要積極、用心地學習 100 步，務求把它學好。 
1. 背誦每一步的步名——即要“講”的部分，明白當中每個詞句的意思。同時，用一句話寫

出每一步所代表的意思，就像你要向別人講解一樣。 
2. 細心留意每一步的動作，務求做到跟導師所教的一樣。你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如果你在

理解上有一點點模糊，你所教的下一代便會更感困惑難明。你要非常清楚每一步的動作，要

將動作做得誇張一點。也許初時你會感到有點不習慣，但即使是這樣，你也要堅持下去，務

求把動作做得清楚明白。對你的學員來說，你清楚的動作不會顯得太誇張。只要你繼續練習，

你的動作會做得越來越自然，你也會越來越有信心。 
3. 細心留意導師在“地圖”中所指出的不同地方和山川。找一張中東的地圖，看看這些地方在哪

裡。把導師在教室用的“地圖”跟一般的地圖作比較。 
4. 溫習時，請不要看筆記；要嘗試一邊望著導師，一邊背誦資料。 
5. 要清楚明白這 100 步。你需要找一個夥伴，在你們有空時一起溫習這 100 步。你可以在飯後、

黃昏或早晨培訓開始之前，找一些人和你一起溫習這 100 步，直至你能夠掌握，不用停下

來想也能說出這 100 步為止。 

貳. 課程完結後要注意的事情 
你需要加深自己對這 100 步的認識，以便能夠教導別人。你需要深入瞭解這 100 步的各個部分，包

括動作、步名和解釋這三個部分。我們給你的材料應該能幫助你。然而，當你向別人講解或作靈修

分享時，聖經才是你尋找資料的首要來源。 

甲. 動作和步名 
1. 不斷溫習這 100 步，直至你能夠完全掌握為止。要教得好，你必須對這100 步非常熟識，這 

100 步要變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在家裡的時候，不管有沒有夥伴跟你一起，也請經常溫習這

些動作。假如你是自己一個人溫習，你需要一個房間；想像自己就是一名培訓這個課程的導

師，然後把 100 步的動作做出來，邊做邊喊步名，就像前面有人在聽你講課一樣。 
2. 練習是很重要的。你也不希望把 100 步忘了，然後等到要教導別人時，才匆匆看看筆記簿的

筆記吧！若是這樣，你必會感到困擾，因為這樣做的效果不大呢！ 
3. 我們都用過刀子，這是很重要和很有用的工具。但要刀子鋒利，我們必須經常磨它。100 步

也是一樣，這是很好的教導工具，但我們需要經常磨利它。經常預備好使用 100 步，能幫助

你成為無愧的工人。 
4. 好好想想應該如何講解每一步，好使你的聽眾能完全清楚明白。也許你需要寫下每一步的解

釋；你手上的材料能幫助你講解每一步。你最好能用自己的說話來講解，因為這樣會讓你所

教導的人更容易明白每一步內容。 
5. 仔細想想每一步的動作為何是這樣的，要使自己能夠解釋動作背後的象徵意義和每個動作的

重要性。找個夥伴，叫他問你：“你為什麼用這個動作代表這一步？”然後你就可以向他解

釋，練習一下。 



6. 要成功地教導和傳遞這 100 步，關鍵在於多溫習。一個充滿智慧的導師曾經講過：“溫習永

遠不會嫌多。”假如要學唱一首歌，我們不是會唱完又唱，直至完全記得為止嗎？因此，你

也要用相同的方法去教這 100 步。你要讓學員有足夠的時間徹底溫習這 100 步，這是最為重

要的，因為只有這樣做，學員才會更熟習這 100 步，從而有信心可以教導他人。平均來說，每

教 10 步要溫習 5 次。溫習的方法可以如下： 
(1) 你做動作，讓全組學員一起講出步名。 
(2) 讓其中一人出來做動作，其他的人講出步名。 
(3) 讓全組學員一起做動作，由你負責講出步名。你可以讓他們在你講完一步之後才

做一個動作，也可以讓他們在你講之前先做動作。 
(4) 你和他們一起做動作，讓他們邊做邊講。 
(5) 讓全組學員和你一起做動作，但不要出聲，只在心中想著要講的話。 
(6) 將他們分組，2 人一組或 4 人一組，叫他們站起來，讓他們在自己的小組裡一起講出

各步。他們講過兩次之後就可以坐下來。 
(7) 將他們分組，2 人一組，其中一個向夥伴講出各步（夥伴只需聆聽），直至你叫“掉

換”，他們就要互換角色，剛才聽的那個要講出接下來的各步，剛才講的那個就

要聆聽。 

乙. 解釋 
1. 在 100 步裡，很多步之下都有列出相關的聖經經文（有時是一節經文，有時是幾節經文，有

時是一卷書）。可以的話，請背誦每步所代表的經文章節。 
(1) 例一：第 33 步“400 年”的相關經文是創 15:13 和出 12:40。你最好記住這些章節

（經文內容無須背誦，但記了也無妨）。 
(2) 例二：第 19 步“三部分”沒有參考經文，所以這一步你無須背誦章節。 

2. 練習講 100 步裡的故事，可因應學員的需要作適切的改動。你可能要因應學員的文化和情況，

將故事的細節稍為改動。然而你必須注意故事的寓意，有關的改動不可減弱故事的感染力和

說服力。 
3. 在最重要的幾步，學習設計自己的表達方式：你可以加入講道、例子或詳盡的講解。你可

以在講 100 步時隨時加入靈修分享，但要儘量簡短（約 10 分鐘）。在講最重要的幾步時，

你可以在講完一步之後加入兩三項的分享和至少一次約 10 分鐘的靈修分享。那兩三項的

分享可以包括聖經的資料、細讀該步的經文而得的領受，或就世界其他地方的歷史而作出的

評論。靈修分享則可以根據該步所講的事件或經文而作出。 
請注意，你在教 100 步時，不需要將你所預備的資料全都用上。你只要做好準備，聖靈就能

感動你去選擇何時用什麼資料。你也可以按時間的多少，增加或減少你要教的內容。請記著，

你手上的材料是一個基礎，這個基礎有助你設計自己的表達方式。 
下面的例子是其中一步的分享內容，當中的資料大部分都可以在教材裡找到。你可以直接

使用這些資料，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材料。 
例子：在講到“以掃”的時候，你可以利用三項資料：i) “以掃”這個詞解作“有毛”，因

為他出生時渾身有毛。ii) 他成了以東人的祖先，而俄巴底亞書所寫的就是有關以東人的預言。

iii) 現在已經沒有以東這個種族了。靈修分享：以掃輕視他的長子名分。很多基督徒就像以

掃一樣，輕視他們的屬靈兒子名分（創 25:29-34）；你有輕視你的屬靈子女的名分嗎？ 
4. 記住導師是怎樣用幽默風趣的方式教導你 100 步。用得適當的話，幽默會是一種很有用的工

具，能幫助你的學員記得他們所學的。你可以問問自己，你可以在講課的時候怎樣運用幽默

呢？以下的一些例子可以在這本手冊裡找到： 
(1) 例一：第 36 步“做夢”；“做夢”是一個幽默的語句。你可以講述摩西怎樣向法

老提出讓以色列人（過百萬的“廉價勞工”）離去，然後想像自己就是法老，用堅決

的語氣講“做夢”，斷然拒絕摩西。 
(2) 例二：第 21 步“後裔”；你可以做一個二人的幽默短劇，一個人扮作亞伯拉罕，

另一個扮作他的朋友。這個朋友知道他的名字從亞伯蘭（榮耀之父）改為亞伯拉

罕（多國之父），就恭喜他，又問他他的兒子在哪裡。亞伯拉罕那時當然還沒有

兒子，他可以怎樣回應？ 他既可以教導別人要對神的應許有信心，也可以說一些

幽默的話。 



丙. 其他要記住的事情 
1. 記住，你的學員參與愈多，你叫他們所做的事情愈多，他們愈能記住所學的。 
2. 記住，你教 100 步的目的，是為了讓學員得益處；你的目標是要讓學員學好這 100 步。你在

教導時所做的每件事情，所講的每句話，都是為了要讓學員學得更好。請記住，你教導的目

的不是要教越多資料越好。你教導的態度和所做的一切，要能幫助學員學習，不要只為教

導而教導。 

叁. 如何教導舊約歷史 100 步 
你必須熟習每一步的循環，而每一步的循環都有 3 個部分： 

甲. 第一部分：簡介這一步 
1. 也許你需要將這一步和你上次教的那一步連起來。例如在“三個國王”這一步，你需要說

明以色列人怎樣厭惡靈性上的惡性循環，因而要求撒母耳為他們立一個王。結果是以色列

有“三個國王”…… 
2. 也許在這一步你需要加幾句簡單的說明。例如在“加利利海”這一步，你可以說：“這個

弟兄（或姊妹）會代表地圖的一部分，這個部分就是加利利海。因此，當我將手這樣放在

這弟兄（或姊妹）的頭上時，大家請一起說：‘加利利海’。” 
3. 當你做動作時，最好能大聲講解動作的做法。例如“雙胞胎”這一步，你可以在做動作的同

時說：“當我將兩手食指並排，再向兩邊分開，你們便一起說：‘雙胞胎’。兩隻手指並排

代表一個母腹，再將手指分開代表從一個母腹生出兩個生命。”有一些動作需要多一些解釋，

而有些卻不需要解釋（例如豎起三隻手指代表“三部分”這一步）。 

乙. 第二部分：解釋這一步 
1. 你可以分享你事先準備好或背熟了的事實資料。 
2. 假如你有時間，你可以順著聖靈的帶領作靈修分享（一段你為這一步而預備的靈修分享）。

不要講太長，因為這不是講道。你可以簡單地分享你如何應用聖經的真理，也可以分享你

從聖經得到的領受。 

丙. 第三部分：溫習這一步 
當解釋完一步之後，你可以叫學員溫習這一步。你可以叫他們重複溫習，直至所有學員都能毫無

困難地將這步說和做出來。然後你可以叫他們溫習之前的 3 至 4 步，好讓他們能熟習各步的次序。

每教完 4 至 5 步，可以溫習之前的 20 步左右。在上完一節課之後，與他們一起把你在課堂上所教

的從頭到尾溫習一次。要經常溫習，不過不要每次都用同一種方法，免得把他們悶壞了。要用不

同的方式溫習，讓學員即使經常溫習，也不覺得自己在經常溫習。 

你可以不斷重複這個循環，還可以加上問答比賽、圖表、地圖等等，使你的表達方式更加活潑。要令

人聽得興奮，因為舊約是令人興奮的；要講得獨特，因為教導神一直以來的計劃是很獨特的；要令人

印象難忘，因為你的學員需要以此裝備自己，好奔走前面的路程（來 12:1-2；羅 15:4）。 
  



舊約歷史 100 步 
 

1. 加利利海 兩手圍成一個圈 
2. 約但河 手像蛇一樣移動，從加利利海往南移動 
3. 死海 兩手圍成一個圈 
4. 地中海 雙手朝西方伸出去 
5. 以色列 雙手並排，再向兩邊分開 
6. 埃及 走到埃及，雙手畫一個圈 
7. 尼羅河 向著北方，手像蛇一樣移動到地中海 
8. 西乃山 走到西乃山，雙手指尖相接，形成尖頂 
9. 亞述 走到亞術，雙手畫一個圈 
10. 巴比倫 走到巴比倫，雙手畫一個圈 

11. 波斯灣 走到波斯灣， 
右手沿著半圓形軌跡向右邊彎出去 

12. 四件大事 走到巴比倫附近，豎起四隻手指 
13. 創造 指著第一隻手指 
14. 墮落 指著第二隻手指 
15. 洪水 指著第三只手指 
16. 列國 指著第四只手指 

17. 吾珥 走到吾珥，雙手交疊成十字形 
18. 立約 雙手上下對拍並互握 
19. 三部分 豎起三隻手指 

20. 土地 指著第一隻手指 
21. 後裔 指著第二隻手指 
22. 賜福 指著第三只手指 

23. 去吧! 指向以色列 
24. 因信而行 右手包左拳，再往西北跨步 
25. 進入以色列 雙手前伸，步進以色列 
26. 以外的以實瑪利 左手作杯，右手食指繞左手週邊打圈 
27. 以內的以撒 左手作杯，右手手指合攏放進左手掌心內 
28. 雙胞胎 兩手食指並排，再向兩邊分開 

29. 以掃 作拉弓狀 



30. 雅各 兩手摸臉 
31. 十二個兒子 食指十字形交疊，再分開往上指 
32. 約瑟被賣到埃及 雙手像被綁著，走向埃及 
33. 400 年 豎起四隻手指 
34. 差遣摩西 作脫鞋的模樣 
35. 容我的百姓去 雙手放在嘴邊，像要大聲叫喊 
36. “做夢!” 雙手交叉，往下分開 
37. 十災 右手手指合攏，像蚊蟲叮咬左前臂 
38. 逾越節 右手越過左拳 
39. 過紅海 拍掌後雙手分開，同時向東跨一步 
40. 西乃山 走到西乃山，雙手指尖相接，形成尖頂 
41. 頒佈律法 雙手掌心向上併攏 
42. 會幕 食指貼著形成“尖頂”，拇指代表門 

43. 祭司 掌心向上，擺動交叉著的右手手指 
44. 利未人 掌心向上，擺動交叉著的左手手指 

45. 數點人數 用食指指向群眾，像數人一樣 
46. 加低斯綠洲 走到加低斯綠洲，雙手交疊成十字形 
47. 十二個探子 右手放在額前，朝以色列的方向眺望 
48. 十個說： 

“不能上去！” 十指張開，然後兩隻拇指向下 

49. 兩個說： 
“立刻上去！ ” 先豎起雙手食指，然後伸出兩隻拇指向前動 

50. 大家說： 
“回埃及去吧！ ” 豎起雙手拇指，先打圈，後指向埃及 

51. 飄流四十年 手指合攏放在頭頂，身體慢慢轉動 
52. 死海北邊 走到死海北邊，雙手交疊成十字形 
53. 摩西打氣 像打車胎氣一樣 
54. 摩西死了 拳頭按胸口，閉目往左歪 
55. 約書亞將軍 敬禮 
56. 過約但河 拍掌後雙手分開，從河東向河西跨一大步 
57. 劃分土地 右手在左手前臂上作切東西狀 
58. 約書亞死了 拳頭按胸口，閉目往左歪 
59. 惡性循環 用食指向下旋轉打圈 

60. 行惡 指著前面指南針的東邊 



61. 懲罰 指著前面指南針的南邊 
62. 呼求 指著前面指南針的西邊 
63. 拯救 指著前面指南針的北邊 

64. 三個國王 雙手指尖相接，圍成圓冠放在頭上 
65. 無心無意的掃羅 右手在胸前打圈 
66. 全心全意的大衛 雙手在胸前做心形 
67. 半心半意的所羅門 右手切半顆心 

68. 王國分裂 雙手背對背往下插，再向兩邊分開 
69. 北和南 先後指著以色列地的北和南 
70. 以色列和猶大 先後指著北和南 
71. 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 先後指著北和南 
72. 亞述帝國興起 走到亞述，雙手慢慢升至肩部 
73. 北國 指向北國，然後走過去 
74. 歪曲真理 雙手做扭毛巾的動作 
75. 拜偶像 雙手合什上下擺動 
76. 差遣先知 左手升至胸前停下，右手指著前面 
77. 被亞述擄走 抓著衣領走到亞述 
78. 異族通婚 雙手互扣，拇指上下擺動 
79. 巴比倫帝國興起 走到巴比倫，雙手慢慢升至肩部 
80. 征服亞述 右手握拳，向下擊打左掌 
81. 南國 指向南國，然後走過去 
82. 徒具儀式 握著雙手像禱告，頭歪斜如睡覺 
83. 拜偶像 雙手合什上下擺動 
84. 差遣先知 左手升至胸前停下，右手指著前面 
85. 被巴比倫擄走 抓著衣領朝巴比倫的方向拉 
86. 三次被擄 豎起三隻手指 

87. 但以理被擄走 豎起一隻手指，另一隻手抓著衣領 
88. 以西結被擄走 豎起兩隻手指，另一隻手抓著衣領 
89. 所有的都被擄走 豎起三隻手指，另一隻手抓著衣領 

90. 拆毀聖殿和城牆 雙手握拳立胸前，然後分別倒下 
91. 七十年 走到巴比倫，豎起七隻手指 
92. 波斯帝國興起 走到波斯，雙手慢慢升至肩部 
93. 征服巴比倫 右手握拳，向下擊打左掌 



94. 回歸 雙手向前伸出，走到以色列 
95. 重建聖殿和城牆 雙臂交疊在胸前，右左拳頭先後立 
96. 三次回歸 豎起三隻手指 

97. 所羅巴伯 指著第一隻手指 
98. 以斯拉 指著第二隻手指 
99. 尼希米 指著第三只手指 

100. 沉默 400 年 四隻手指蓋嘴巴，再反過來向前推送 
 
 

  



小測與考試 
《舊約精覽（一）》課前小測 

 
第一部分： 
請按下列聖經人物所屬的年代為他們排列先後次序。最早的一個請寫 1，最晚的一個請寫 13。第一

個已為你做了： 

亞當……………………………………   1  
掃羅……………………………………     
約瑟……………………………………     
所羅門…………………………………     
基甸……………………………………     
以利亞…………………………………     
摩西……………………………………     
以斯帖…………………………………     
參孫……………………………………     
希西家…………………………………     
以西結…………………………………     
亞伯……………………………………     
亞伯拉罕………………………………     

 
第二部分： 
哪人？哪年？多久？ 

1. 哪個聖經人物大約活在西元前 2000 年？ 
2. 哪個聖經人物大約活在西元前 1500 年？ 
3. 哪個聖經人物大約活在西元前 1000 年？ 
4. 哪個聖經人物大約活在西元前 500 年？ 
5. 哪一件事情先發生：過紅海還是過約但河？ 
6. 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多少年呢？ 
7. 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在何時發生呢？ 
 
第三部分： 
誰做過這些事情？ 

1. 誰造金牛犢？ 
2. 誰輕率地許了個願以致要將女兒獻上呢？ 
3. 誰造銅蛇？誰將銅蛇打碎？ 
4. 誰建造聖殿？ 
5. 誰用自己的鬍子作為向百姓宣講資訊的工具呢？ 
6. 誰拒絕吃王的食物？ 

 
第四部分： 
在哪卷經文可以找到下列的事物？ 



1. 一條準繩。 
2. 一條糜爛的腰帶。 
3. 勝利之歌（除詩篇以外）。 
4. 蓖麻和蟲。 
5. 從約但河中取石成堆。 
6. 天上的戰車。 
7. 與巨人作戰。 
8. 用不同金屬造成的巨像。 

 
 
每題 3 分。 
將你答錯的題目的總數乘 3，然後用 100 減去這個數，那便是你的小測成績了。 

 

小測得分：   
 
 
 

《舊約精覽（一）》大考 
每個學員都要將舊約歷史 100 步的步名全部順著次序寫下來。當他們寫完了，他們應當放下筆

表示完成了。所有人都必須保持安靜，不要和別人討論答案。 

當所有人都做完了，或時間到了，每個人都要跟夥伴合作（請在考試前先選好夥伴），互相交換考

卷。然後夥伴甲讀出夥伴乙考卷上的第一步，乙便會按著甲所讀的做動作。甲會順序讀出乙在考卷上

所寫的。假如有些步只需指著地圖上的某處， 乙可以跳過不做，不會被扣分。 

假如乙做對了動作，甲便會在考卷上給他一“”，乙不會被扣分。假如乙做錯了動作，或者忘記

了，甲會給他一個“”，乙要扣一分。甲會順序讀出乙在考卷上所寫的，直至全部讀完為止。 

然後甲、乙便會互換工作，乙會按著上述的方式讀出甲所寫的每一步。 

 

100 步的計分方法： 
寫錯了或寫漏了，每步扣1分； 不按順序寫，每步扣1分； 
動作做錯了或忘記了，每步扣1分。 
計算被扣分數的總和；然後用 300 減去這個數，那便是你在大考所得的分數。 

 
大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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