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约纵览教学大纲
IBS 编号：
性质:
•
•

纵览（Survey）
基础性
1. 为圣经神学立根基
2. 为精读，研究圣经之基础

学分：2 学分
目的：
使学员对圣经有一个整全性，系统性的认识，
使学员明白一些关键字的字义（例如：正典），
使学员明白教会历史中对圣经的看法及发展，以及神学關切，
使学员明白新约背景，包括历史，地理。
纵览新约 27 卷。
课本及主要参考书：
1. 苏文峰：【中国学人培训材料，圣经系列 1, 5, 6】（李善求、馬友藻等）
2. 马有藻：【新约概论】
3. 刘衡先，王志欣等編：【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当代西方圣经研究
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
4. 刘衡先，王志欣等編：【圣经正典】。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上海人民出版
社
5. 约翰.德雷恩：【新约概论】。基督教文化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
6. 东南亚神学院协会主编：【新约圣经探源】。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7. 滕慕理：新約纵览
8. Chester K. Lehman, Biblical Theology, Vol.2. New Testament, Herald Press,
Scottsdale, PA
授课方式：讲解，提问，课堂讨论，及读书报告
评分标准：
• 出席
• 课堂讨论参与
• 作业，报告
• 考试
•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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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縱覽
授課大綱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六課
第七課
第八課
第九課
第十課
第十一課
第十二課

教學計劃
新約正典
馬太、馬可（對觀福音） （新約背景—歷史）
路加、行傳 （新約背景—地理）
羅馬書
林前、林后
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歌羅西
（其餘）保羅書信
希伯來書
普通書信
約翰福音及書信
啓示錄—縂復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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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縱覽
第二課
一．何谓正典？
1． 字义 Canon
2． 指一列书目——圣经
3． 有别于非正典
二．教会与正典
1． 初期教会的发展
没有正典之前的发展
耶路撒冷教会（徒 2:42）
保罗宣教之教会（使徒行传记录）
在犹太人中传福音（徒 13:15）
在犹太人及外邦人中传福音（徒 17:2；17:11）
在外邦人中传福音（17:22——无圣经）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18:5）
「亚波罗——徒 18:25,28」
保罗、犹太人、外邦人
2． 初代教会稳定期，基督的独一地位
福音——为基督作见证（OT）
耶稣是基督「释经（旧约正典）立场鲜明，参布鲁斯（Bruce）圣经正典」
耶稣言行资料（四福音之蓝本）——徒 20:35
使徒传讲的信息（书信）
口传资料，成文纪录（来 2:32）
正典圣经（指 OT）的作用是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在第一世纪末叶，耶稣言行
记录及使徒教训，并书信已在各教会之中彼此交换抄本（西 4:16）；并且使徒去向（不是一
个“系统“）与其所影响教会也知道各位彼此接纳的书信。
三．新约正典的需要（成文） 第二世纪
1． 因旧约正典的存在直接影响（刺激）新约正典的概念
2． 使徒（使徒、教父）的时代快要过去
Q: 如果没有“正典“，教会能否传承
a. 教会没有正典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没有正典，教会仍然发展」。
b. “正典“之实已在——但内容未至统一。「
“福音书”及书信之流通」
3． 逼迫：在十次大逼迫中，不少抄本流失或销毁
为非正典而殉道——价值？
4． “异端”（马西安）开始定规正典
保罗——路加系统
四．教会与大公会议接纳正典（新约）
1． 众教会接纳
2． 出于使徒或使徒权柄
3． 教义正确——整体合一
4． 默示
先有众教会的接纳（提为正典）再有会议之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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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縱覽
一、

第三課 馬太、馬可 （新約背景—歷史）

何謂符類福音（對觀福音）？
專指馬太、馬可與路加福音
許多符合之點
對觀（參照）之下更能明白
二、
教會歷史與符類福音
符類福音之來源
三本福音何者爲先？ 約翰最末
馬可？ 彼得講道集
馬太？ 獨立來源？
路加
考察整理
來源説法（圖表）
見陳濟民著：新約概論
三、
馬太福音的特色 （參補充教材）
1． 對象
2． 文字
3． 舊約關切
4． 藍本 λογια
5． 門徒手冊
四、
馬可福音及其特色
1. 彼得講道的記錄者
他與彼得的關係 （彼前 5:13）
2. “他只記錄他聽見的”（徒 10:34-43）
3. 基督耶穌的工作記錄 （隨即）
4. 歷史性、但缺少時間的連續性
五、
馬太、馬可對觀
1． 馬太：基督為君王
馬可：基督為僕人
2． 鑰字（鑰句）
：君王（太 2:2, 27:11, 29, 37） 僕人、工作 Ministry（可 10:45）
3． 馬可：記錄事實，極少評論
馬太：評註中有神學
4． 馬太：對猶太人、引用舊約
馬可：對外邦人、少用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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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縱覽--马太福音補充教材
引言：马太福音向来为新约之首，并不完全是因为它最早出现，而是在它的神学意义。
马太在本书中借着手头的资料及第一手的经历与记录，发展出耶稣就是弥赛亚大君王的神
学。因此他广征博引，在犹太人已有旧约训练的根基上，指出一次又一次预言的应验。从他
的观点（其实多半出自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读旧约的误区及耶稣的正解。这
本书是沟通两约的必读之作，无怪乎它是教会第一本福音書與教材，全书也结束在训练作门
徒的大使命上。
总论
1． 马太为首——历史传统
i.
出现年日，首见于 Papias（希拉彼立主教）文中，
（第二世纪），认为此一希腊
文献根据原希伯来文译，写在任何福音书之前。
ii.
优西比乌（Eusebius）记载，Papias 说『马太写就了 Logia（语录）而多人各
自翻译。』
iii.
爱任纽（Irenaeus）, 第二世纪末的里昂主教, 认为这是马太的讲道集，时间大
约是在保罗与彼得到达罗马建立教会的同时。
iv.
耶柔米也认为税吏马太是第一位写成福音书的作者。是在犹大地，用的是希伯
来文與亚兰文（见前），为帮助新改信的犹太人; 但又说关于译者（成希腊文）
不详。
以上传统的观点，今日仍被许多罗马教与更正教的学者接受。但 1911 年 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天主教）却不确定表明是否承认一些学者『马太优先』的理论。关键在于对
Logia 一字的认识，只是引用耶稣的话呢？还是泛指他的言行？Commission 的立场认为
Logia 应不止是语录，且亚兰文希伯来语的马太福音写成在主后 70 年之前。
而大多数近代学者，相信本福音书是有人根据马太收集的语录编篡而成的，份量虽增，仍沿
用了马太之名。近代学者所提出的疑点在于本书希腊语的流畅，很难叫人相信是本译作。不
仅如此，因三本符类福音书对比遣词用字的异同，叫人不得不推想马可才是原本典纲。（马
可优先理论）
关于这方面百余年来的争论，攻防双方学者各有见地。其中又牵涉到 Q 版本的假设，而维
护传统的保守防方，最主要的论证，在于解释各种批判学者推出理论的不必要性。例如，关
于马太文字详细过于马可的原因，很可能是马可根据彼得资料而有浓缩现象。
2．作者：有关马太希腊文流畅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也不能证明马太并非原始作者，
如果现有马太是译作，译者自然是能双语胜任的人。在许多版本中，良者必然淘汰劣者，而
马太非为作者之说，事实上并非直接怀疑的理由。
再者以马太为税史的事实观之，他本人的希腊语文应非泛泛，否则他与罗马官员文书往还必
然大费周章。他『自译』语录（Logia）加以增补是顺理成章的事，也不违背爱任纽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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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为本福音书的作者或原始作者，似乎是无庸置疑的，任何反对者，并不能提出有力的证
据，或设立可能的作者来推翻历史与传统的认可。
由于反对者的立场，本身就是基于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说，而这些假说又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内
证上，因此要推翻传统，除非有新的外证出现，而这些想象中的外证，时日愈久愈成为可疑
的『传说』。用传说来攻击传统，虽可能『合理』
，究竟是智慧的吗？
在马太福音中，似乎作者对数学特别有兴趣而又准确。如果作者真的是马太，以他税吏的训
练，这也不足为奇了。
3．本书主旨/作者目的/写作对象
讨论『马太为首』，写作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研究分析它的内容，并推测作者的
写作目的，似乎更为重要。而只要马太的内容公认并无改变，而由此再分析作者的动机，就
更容易理解在教父（Church Fathers）的智慧下，为何本书被放在新约之首。
一般都同意，马太福音是为着初代信徒、从犹太教转从基督耶稣的犹太人。我们可以理解，
以几千年来强大的犹太传统来看，这种信仰的改变，决不能是突如其来的急转弯，而必须建
构在一个连续体的平台上。用今天新约的精意来说，马太的切入点，正是因着犹太历史，到
了晚近发展出来『百姓等候基督』的弥赛亚观。
马太本人跟随耶稣，或许可说是神奇的。主耶稣一句话，他就从税关上下来。我们可以说这
是耶稣的魅力，也可说是圣灵的能力，但却不是门徒们传道的常例。至少在马太来讲，他不
能假设这一句话『你跟从我来』是他唯一的信息。福音的传扬，作门徒的呼召，还必须建立
在更广大的真理层面上。这个真理层面必须包含犹太人信仰的连续面。
如果从马太的构思，来回顾旧约最后一本的玛拉基书（玛 4：5-6）
，我想读者不难发现，施
洗约翰（以利亚）就是这一个连续面中的一个界面。当然，马太的思想远比这单一件事要周
密。以利亚要来，然后这一位『使者』就能出现（玛 3：1）
，而这位使者是谁呢？是从来没
有人知道过的。问题就来了，既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怎么知道『他就是』呢？在这里，我
们就要注意到马太如何铺陈，在他的写作计划中，我们可以找到他特出的圣经神学。
马太福音为首，并非全因写作的时间，而是因为神学的立场。作者马太不能仅从个人经历出
发，而必须借着神的真理，而这真道是根据旧约的发展逐步显明的。福音最中心的宏旨就是
耶稣是基督（弥赛亚）。马太必须一面依循旧约发展的连续体而进入新约。让犹太信徒知道
信耶稣并非放弃对雅畏的忠心; 而另一方面，新约究竟与旧约不同。旧约所宣示的，不能提
供人与神关系的真实恩典，而因这恩典又凸显了旧约的软弱，人终究在罪恶中离弃神。『他
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弥赛亚的主题又有了新的属灵层面了。
4．内容的特点
马太福音的特点就在于它和旧约密切的关系，马太福音直接引用旧约不下六十次，而在观念
上从旧约脱胎而出的更无法计数了。当然，说是马太，其实与主耶稣也脱不了关系。主自己
引用旧约，马太只是明白之后，忠实的记录下来而已。如果要再认真的进一步分析，保罗引
用旧约也是很多，如罗马书引用了五十多处。但保罗是法利赛人，差不多等于是『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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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者。而马太不过是一介税史，能有此造诣，也是叫人敬佩的。马太最常用的一句话，
每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是『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马太必然对旧约的真实深信不
疑，而这信心的证实，正在他所写的马太福音上。
不论是略读马太福音，或是精读，我们都不难发现马太的主题意识。从一早开始，借着东方
博士们问出『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太 2：2），到末了，钉十字架的罪名，
『这
就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太 27：37）彼此呼应，
『耶稣是王』清楚的是马太福音的中心内容。
但是作王的思想，又必须是弥赛亚作君王的思想，这才能符合整本旧约、神在以色列民族身
上累积作为的总目标。或许有人对于耶稣还像当时扫罗作王时的盼望，只不过是盼望他能把
犹太人从罗马统治下拯救出来。但是，认识旧约的人，必然也知道，扫罗作王只不过一世一
代就被废，神直正设立的君王是大卫，在大卫要为神建殿之时，借着先知拿单，又设立了大
卫的国度；
『作王直到永远。』当时，从字面看法，大卫的子孙是蒙神逾格的恩典，然而，随
着南北分裂，最终犹大被掳，这作王直到永远的理想、从看得见的国度上跡近幻灭，但这思
想却发展成『弥赛亚国度。』在耶稣基督之前，或许有人对马克比王朝寄以厚望，而膺冒的
希律王朝，也趁虚而入。但不久就证明神的时候还未到来;不管人存着怎样的心态，盼望怎
样的弥赛亚国度。总之，百姓仍然等候基督。虽说真正的弥赛亚国度还在将来，要等到耶稣
复活以后再来，马太在马太福音为它描绘了确定的面貌，并且指认了基督就是它的君王。
既有君王，必有国度，两者是不能分的。马太虽不尽然明白国度是什么，但他能忠实的记录
耶稣对弥赛亚国度的教训。马太福音的内容，质言之就是耶稣论到国度，从『天国近了，你
们应当悔改』起（太 3：2，4-17）
，全本马太福音没有一件事与国度无关。耶稣的教训，是
说到这个国度的规范; 神迹是证明国度的权柄，
（最后是复活）
。有些国度的真理是显而易见
的，因为这可以用地上的国度来类推而说明，但有些是非常隐晦的，因此耶稣用精采的比喻，
来说明天国，这是马太福音的特点。
然而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为何会遭拒绝呢？从马太福音的记载，除了明显的与法利赛人、文士、
祭司交手而引起宗教礼仪的冲突（妒嫉）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群众的因素，而这和耶稣天
国的比喻也有关系，他对门徒说明，这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因用比喻的原因，除了要
将创世以来的奥秘显明出来之外，也隐含着拣选的真理。有些人不蒙拣选，所以是听也听不
见，看也看不明白，那些人就厌弃耶稣。当然当权者也有他们的立场，并保护既得的权益。
在希律看来。耶稣的到来，破坏他制衡的立场。群众的蜂涌跟随，容易生变。这些因素加在
一起，引致耶稣走向十字架；但他在天国的比喻中是怎么说的呢？葡萄园主的儿子不是被园
户打死了吗？所以在整个神的旨意和计划中，弥赛亚的膏立，应是必须经过死亡之后复活的
（参诗 2）；复活之后，他的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賜给了我，』才是真正作王的开
始。
在神的行政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如果 λογια 的说法是可靠的，那么本书之中可以找出五大段有关耶稣的讲道，各有其主题，
就是
（一）五——七章 所谓登山宝训，天国的伦理规范
（二）十章 对门徒差遣打发的宣示，或作天国使命的宣示
（三）十二章 天国的奥秘（七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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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章 教会生活的纪律，弥赛亚国度
（五）廿四——廿五章 弥赛亚二度君临的预言及教训
最末一段也有天国的比喻（天国几时来到），但与前面十三章有明显的不同，它的重点是在
弥赛亚再来、与审判。这个国度是尚未实现的，而在十三章所出现的天国比喻，可以说是弥
赛亚正在建立（已然实现）的国度，所以重在撒种。
这样的分析马太福音中的讲道（λογια）是比较狭义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或者这就是马
太的希伯来文版，而在希腊文版中，他又加上了耶稣的工作及行踪、事蹟。但这看法也不是
十分严谨，因为在马太连接性的经文中，也有很大的比例、仍然是耶稣的话，甚至有些完整
的段落是他和法利赛人“对话”或是直言责备等等，尤其是在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面对法
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祭司长、民间长老，真是『舌战群雄』。不过，五段讲道的重点，
对于分析马太福音大有帮助。

以弥赛亚及国度为主题，将经文的分割成以下几段，仅供参考。
第一段 天国君王（或作弥赛亚）的来历（Ch 1-2）
第二段 天国的序幕展开（Ch 3-4）
第三段 天国的伦理规范 (λογια I)（Ch 5-7）
第四段 天国君王的权柄与能力（Ch 8-9）
第五段 天国使命的宣召（门徒受差遣）(λογια II)（Ch 10）
第六段 天国君王的宣告（施洗约翰时代的结束）（一人更大）（Ch 11-12）
第七段 天国的奥秘 (λογια III)（Ch 13）
第八段 天国君王的争议性（Ch 14-17） 对弥赛亚两极化的看法
第九段 天国的缩影（教会的原则）（λογια IV）（Ch 18）
第十段 谁能进天国 （Ch 19-20:16）
第十一段
弥赛亚进大京城（十架归路）（Ch 20:17-Ch 21:46）
第十二段 弥赛亚的挑战 (两面的拒绝)（Ch 22-23）
第十三段 弥赛亚二度降临的预言（λογια V）
（Ch 24-25）
第十四段 弥赛亚一一逾越羔羊（Ch 26-27）
第十五段 弥赛亚复活升天，工作完成（Ch 28）
以上的大纲分析，至少反应出研究者揣摩马太的主题为系统的意愿，我们虽没有办法确定这
是否马太原初的动机，至少避免回答为何他的选材没有严格照着时间的发展而安排。而这个
分析，也不是尽善尽美，因为很明显的，这样的分段在“门徒与教会”的观念上不能清楚的
表达。主耶稣选众门徒叫他们常与自己同在，然后差遣他们去各城“实习，
”最终再把“大
使命”作为对门徒的最后托负，是有深意的。只要我们同意大使命的命令是为着所有信徒的，
那么门徒训练就是建立教会的道路，在没有其他资讯的情况下，马太福音成了第一本训练的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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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纵览 第五课
保罗書信与罗马书
一、
新约与保罗书信
1. 新约中书信的文体在旧约所无
A．（当时）书信的格式：
作者、收信人、问安（感谢或祝福）
、本文、结束（附叮嘱）
B． 通常借“信使”传送
C． 保罗书信的格式类同；惟内容部分常分为理论与实践两层
2. 保罗书信在新约中的分量与贡献
A．保罗写了大部分新约书信：十三本（9，4）
B． 保罗书信的内容通常有针对性与实用性
C． 保罗的十三本书信提供教义性的资料
二、
保罗书信与罗马书
1. 罗马书列在书信之首
A．并非最早
B． 内容最长
2. 罗马书在保罗书信中最具论文性质
A．主题明确
B． 立论完整
C． 思路流畅
三、
罗马书的特点（又称第五本福音書）
1. 主题—福音
2. 写作对象—在罗马的教会
A．罗马教会的起源
不详，三种可能：
i. 五旬节之后（徒 2：10）
，
ii. 司提反事件之后
iii. 从保罗建立的教会传来
iv. 亚基拉、百居拉夫妇建立
保罗并不认识罗马的教会
B． 建立年代与书信年代：
本书应在主后 57 年写成，教会应已建立相当时日
3. 書信性质与内容：
a． 教义性，
b． 整全的福音
c． 源于旧约的福音（引用旧约 61 次）
d． 兼顾犹太人与外邦人
四、
罗马书大纲
罗马書的钥字：神的义
按“神的义”分大纲如下：
1. 神的义如何显明
2. 以色列不服神的义
3. 神的义（信心的义）与圣徒的生活
罗马书的主题是福音；但保罗明确的指出福音就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
出来。”（请对照 1:17 与 3:21）一开始，在全书前 7 节的引言中保罗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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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福音是什么。
附：福音的定义（神的福音）
A．福音是神的应许
i. 众先知
ii. 圣经
B． 福音论到神的儿子
i. 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ii. 神儿子的身分：
按肉身说
按（圣洁的）灵说
C． 福音是真道
恩惠、使徒职分、传扬与万民、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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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纵览 第六课
哥林多前后书
五、
哥林多背景
3. 地理：位於南北希腊相连之地峡，分割地中海（爱琴海与亚底亚海）。最
窄之处仅 4 哩，两岸有港，贸易鼎盛、商贾云集。
4. 历史：原为希腊名城、AD146 年毁於罗马，凯撒大帝於 AD46 年重建。
5. 文化：拜 Aphrodite, 即爱神；庙妓 1000 人。居民生活侈逸、道德放纵，
人以 korinthiazomai 形容某种生活方式。
六、
哥林多教会与保罗
3. 保罗在二次宣道之旅时由雅典来此。
（徒 18 章）
C． 遇到亚基拉、百居拉夫妇。
D．同住作工（织帐篷）。
E． 蒙神异象指示，传道十八个月，建立教会。
4. 因犹太人攻击而离开，亚氏夫妇随行。
5. 数年之后得消息，教会陷入各种难处；而有哥林多前后书传世。
七、
哥林多前书
4. 主题—处理教会难处
5. 作者：保罗
6. 写作对象—在哥林多的教会
7. 书信年代与地点：本书应在主后 55 年春写成，时保罗在以弗所。
（林前
16:8）
8. 書信写作背景：此前，保罗与教会已有书信往来（5:9），并有弟兄们带
来回信（7:1）及口信（16:17）论及教会问题；因而再写此回信。
9. 性质与内容：
a. 教义性，辅导性
b. 十大问题：结党，乱伦，官司，滥用自由，聚会混乱，婚姻与童身，
偶像祭物，妇女发言，属灵恩赐，复活真理。
10. 本书大纲：
本书结构可分两部。保罗似乎先叙述心中的大负担（Ch 1-Ch 6）
，然后
回答来信（新旧）问题（Ch 7-Ch 16）每一主题，他都以“论到. . . （问
题）
”开始。
虽然所论问题都很零散，但保罗已尽量把类似的事放在一起，使思路较
为流畅。
（参考拙作：问题教会、教会问题）
11. 本书重点：
保罗开宗明义就提出基督的十字架来对付教会纷争的问题。基督的十字
架叫人合一。教会一切的问题都从不合（和）开始。并且教会不合一就
失去权柄，更不能处理问题。
八、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前书（理当由三位专使带回）送达之前，保罗或因性急先已打发提摩
太往访哥林多（可能比三位使者后到）
（林前 4:17; 16:10），并传口信他自己
也要去（林前 4:18-20）
，但是提摩太回来报告结果并不理想。
（林后 1:1，保
罗写后書时他在身边。
）其实在提摩太回来之前，保罗又已打发提多前往哥
林多，当时保罗匆匆离开以弗所，原定在特罗亚见面 (林后 2:12-13，保罗
信写到此处卖了关子。
）
，后来在马其顿见了面 (林后 7:5-6)，有了最新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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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因而再写此書（后書）
。这是一封修好的信。
4. 目的：修好，并俟机解释。
5. 本书特点：诚恳。表白了神的仆人内心的世界。
6. 书信年代与写作地点：
在写前書之后一年之内，在马其顿（2:13, 7:5, 8:1, 9:2-4），很可能是腓立
比。
7. 送信人：提多。
（8:6, 16, 23, 12:18）
8. 收信人：在哥林多的教会以及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
9. 本书大纲：
学者多认为保罗书信中唯有此书最无条理；尤其因他提到“流泪书信，”
近代学者认为必有第三信（林前、林后是第二、第四），或甚至多到六封。
而林后一書，更可能是几本拼成；尤其因第十章以后的语气似乎与前九
章不同。
有晚近学者提出，保罗此信主要目的是为解释他改变行程的原因。如果
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此书似乎没有条理的原因；因保
罗本不是按条理或逻辑写的。他怎么写的呢？
A. Ch 1-Ch 2—离开亚西亚、计划去马其顿，停在特罗亚
i. 1:1~1:11，例常书信格式，问安、颂赞等
ii. 1:12~1:22，保罗表白他真诚要造访哥林多
iii.
1:23~2:11，解释不去哥林多的原因
iv.
2:12~13，他由特罗亚（不再等提多）迳赴马其顿
v. 2:14~17，略述神在马其顿开传道的门。
B. Ch 3-Ch 6:10—保罗趁机解释他的职事（新约的职事）
i. 3:1~18，新约的职事是有荣光的职事
ii. 4:1~15，新约的职事不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
iii.
4:15~5:10，顾念所不见、永远的事
iv.
5:11~21，基督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
v. 6:1~6:10，凡事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C. Ch 6:11-Ch 7:4—劝哥林多人心要宽宏、接纳
i. 6:11~13，对待他们像自己的孩子
ii. 6:14~7:1，神收纳的原则（加插的话？）
iii.
7:2~4，请求哥林多人收纳（接纳）
D. Ch 7:5-Ch 9—提多与他的事奉
i. 7:5~7，提多带来好消息
ii. 7:6~13，保罗解释先前写信的心情，并现在得到的安慰
iii.
7:14~16，他在提多面前曾说的好话成了真的
iv.
8:1~8，以马其顿教会的恩典鼓励哥林多人
v. 8:9~15，奉献（乐捐）的原则
vi.
8:16~24，两位收奉献的专使
vii. 9:1~15，更多教导奉献的原则
E. Ch 10-Ch 12:13—保罗改变语气回溯哥林多人的误会
i. 10:1~11，保罗解释自己似乎矛盾的性格（谦卑而勇敢）
ii. 10:12~18，他是指责主夸口
iii.
11:1~6，他也自觉愚妄，但他是嫉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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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11:7~15，他是针对假使徒而自夸的
v. 11:16~33，保罗说到激动难免自夸—但他夸自己的软弱
vi.
12:1~10，不得已的自夸，且有一根刺
vii. 12:11~13，不公待遇引发反讽
F. Ch 12:14-Ch 13:10—第三次定意去哥林多
i. 12:14~18，保罗仍然心中酸刻、因他爱被误会
ii. 12:19~21，一切都为造就哥林多人，却怕不合想望
iii.
13:1~10，保罗并不愿意用权柄
G. Ch 13:11-14—结语
i. 13:11~12，末了的话
ii. 13:13~14，问安与祝福
由以上的分析，保罗开始解释他为何改变主意不去哥林多，是因为提摩太报
告哥林多教会问题并未解决，对保罗仍有误会；但是他心里还是（第三次）
想要去，因为后来提多带回来好消息。去与不去的关键就在于哥林多教会的
情况。保罗说，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其实，在前書中我们知道亚波罗也不
愿意去。
）但是保罗在信中加了许多情绪化的申辩或解释，甚至讽刺，话就
多了。尤其他一会说到他的个人职分，一会说到他的委屈；一会非常柔软，
一会又气愤填膺。除非读者的情绪跟着转、就很难明白哥林多后書。

14

新约纵览
第七课 加、弗、腓、西
九、 加拉太書
（一）加拉太背景
6. 地理、历史、文化：位於小亚细亚的中部，加拉太省大略可分为南北两部。此地最
早因 Celtics 之高卢人（Gauls）移居此地而得名。在罗马治下、与南部地区（彼西
底）合为一省、沿用其名。
7. 南加拉太众教会：保罗第一次宣教时建立—主要负担（徒 13~14）。
8. 北加教会：保罗第二次（徒 16:6）或第三次（徒 18:23；19:1）宣教时建立
（二） 加拉太書研究
6. 写作对象：北加教会耶？南加教会耶？
F． 北加说（较早传统）：主要理由如下—路加的用法，一向以加拉太指人种与语
言。徒 16:6 表明保罗及其同工已离开路司得、特庇才进入“加拉太，”断无理
由指南加拉太。
G． 南加说（蓝赛考证保罗行踪）：主要理由如下—徒 16:6 的上文说到保罗访问了
南部诸城（以哥念、路司得等），看望弟兄之后转北，行过弗吕加与加拉太之
间的通道，到达每西亚；并不是说他进入北加拉太传道、建立教会。整本新约
并未证据他在北加建立了教会。
7. 写作年代：
A. 南北之争影响年代。南加理论允许加拉太書写於较早年代，可能早过大公会议
（徒 15）。北加理论很难解释为何本书对大公会议及其决定只字不提。
B. 本书对写作年代的内证：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自传”不能写未发生的事。他写
自己蒙召（加 1:15,16），呆在大马色（加 1:17），初访耶路撒冷（加 1:18）
，在
叙利亚及基利加传道（加 1:21），并与巴拿巴（二度）访问耶路撒冷（加 2:1-10），
应该是为了赈灾（徒 11;30）或大公会议（徒 15）
。若是后者，本书对大公会议
及其决定只字不提就很奇怪了！若指前者，就可以理解为何彼得的表现没有原
则。（加 2:11 ff）
C. 若采用南加理论，本书写作年日当在主后 49 年左右。
8. 写作目的及缘起：耶路撒冷的割礼派（雅各那里来的人？）企图改变福音。加拉太
人受影响而动摇。
9. 加拉太书大纲：
十、 以弗所书：
弗、腓、西、门四書合称监狱书信，系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成—弗 3:1; 4:1; 6:20；腓
1: 12-13；西 1:24；门 1（AD 61-62）
。
（一） 以弗所背景：
1. 以弗所的地理位置——（參圣经地图）
在小亚细亚，是在米利都（海港）附近的一個近海都市。保罗在二次宣教之旅时，由陆路走，
以后由特罗亚过海进入欧洲，驻在哥林多一年半，结识亚基拉、百居拉二氏；在回程时，经
过以弗所，定意作为第三次宣教之重点都市；他把亚基拉、百居拉留在那里（徒 18）
，以后
提摩太也在以弗所（提前 1：3）。这都市有何吸引保罗之处？
2. 人口（人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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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市：人口从各处而来

希腊人、亚洲人（东方人）雜處；近代学者（參 Nicoll）认为

是赫人移居此地，但与雅典关系深（雅典殖民）
是一座商业城；當欧亚（东西）两户；因有河流（Cayster）入海，商业繁茂，在罗马建國
时代发展快过米利都。以後因 Cayster 河冲积沉淀，使河道到海口堵塞，致以弗所不成港，
自此没落。
3. 政治：
因是自由市，有自己的议会(Assembly or Council)，由 proconsul（ανθυπρτοσ 徒 19：38）治
理（中译方伯—徒 13：7）。方伯之下設有书记（γραμματευσ town clerk）。
4. 文化：
艺术中心—宗教中心。亚底米 (Artimis) 女神庙为當時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大约 425ˊx 220
ˊ或说 343ˊx 164ˊ）而闻名全国；据謂神像是由天上掉下来（徒 19：27，35）
，因此當地
人自認是看守大亚底来庙者；其負責人稱爲 Warden νεωκοροσ, 原意為掃廟者 Temple
Sweeper。另有大戏园（徒 19：29-31）
（露天）可容 50,000 人，是全亚洲最大；在它北面是
斗兽场（Stadium）
（林前 15：32）
。
（二）以弗所教会
在福音传去之前，已有会堂（徒 18：19），初期教会大遭逼迫时（徒 8：1），可能已有信徒
移此。保罗第二次宣教回程时曾经短暂停留，应许还要再来。
（徒 18：20）他把同工，亚基
拉，百居拉留在以弗所，他们可能是作了基本的工作，领人信主，以后亚波罗也来到以弗所
讲解圣经，並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徒 18：24-25）。
保罗第三次传道之旅把以弗所當作重点，保罗在此作工大约三年（徒 20：31）
；可能由此建
立附近教会（亚细亚七教会？）
可考证的事实如下：
1. 帮助以弗所教会认识圣灵—受灵（浸）；十二个人得方言（徒 19：1-7）
2. 在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3. 在推喇奴学房天天辩论（两年之久）
，此学房可能为希腊背景
4. 保罗的工作，叫犹、希人都听见福音
5. 保罗行神蹟奇事
6. 属灵影响—行邪术者烧书：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徒 19：20），
7. 保罗引起大骚乱（详见 19：23-41）
8. 保罗有不少同工在 以弗所：曾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提前 1：3）
，可能以巴弗提也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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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段时间（腓 2：19-25）
以后约翰常住以弗所，称为以弗所长老；Polycarp 亦在此。
小亚西亚為七教会为首（启 2：1）
（三）关于以弗所书
1. 送信人：推基古（弗 6：21-22）。
请注意此段经文与歌罗西书十分相似（西 4：7-8）推论此二信很可能是同一时期写成而由
推基古亲自送达，两段经文几乎完全相同。
关于推基古其人，保罗称他为“执事”（西 4：7）
（διακουος） 而以弗所书称他为忠心“事
奉主”的弟兄，真实原文是相同的，他一定是一个能容易被接受的使者，很可能是歌罗西人。
不仅传信（交付）
、同时“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 . . . 好叫你们
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弗 6：21-22）;（參西 4：7-8）。
2. 两书信（弗、西）关系（书信内容）
除了以上所引弗 6：21-22 与西 4：7-8 极为相似，并且直接对我们了解当时传信的过程之外，
还有其他相当多的地方，在弗 155 节经文中，竟有 78 节与西書如此相似。
从这些经文中，我们也可以想到在这段时间保罗所关心的事情，反应在他对于小亚细亚教会
的教导中。（行传 20 章）
十一、
（一）
1.
2.
3.
4.
（二）
1.
2.
3.
十二、

腓立比書
保罗与腓立比教会（徒 16:6 ff）
腓立比是马其顿首府，保罗第二次宣教时因异象指示来到此地。
此地并无会堂，可见犹太人不多。保罗从祷告之处开始作工，引人归主。
在腓立比曾下监，蒙神迹拯救脱监。
在保罗写本书时，腓立比教会已有完整教会制度。
腓立比書特点：喜乐
腓立比教会是叫保罗喜乐的教会；他愿意叫他们也喜乐。
说明他在监狱之中仍喜乐，让他们放心。
本书有一段基督颂（Karman Christi）
，也提供了基督论重要内容（虚己论）
。
歌罗西書

（一） 歌罗西背景
1. 在小亚细亚，是一座商业城；人口复杂，受希腊、罗马影响，崇尚哲理；各种学问
有混合现象。
2. 教会起源：保罗并未亲自来此传福音；可能由以弗所传来。

（二） 歌罗西書
1. 处理异端问题。
2. 提供基督论的详细资料。
3. 基督是元首；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隐藏在基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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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以弗所書相互辉映。
（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
）

（三） 歌罗西書大纲
1. 问安 （1:1-2）
2. 基督的超越性—显於个人关系 （1:3-2:7）
3. 基督的超越性—显於信仰 （2:8-3:4）
4. 基督居超越性—显於伦理 （3:5-4:6）

5. 结语 （4: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