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纵览 第八课 帖前 至 腓利门
一、 帖撒罗尼迦前后書
（一）帖撒罗尼迦背景
1. 地理：马其顿省（省会？）重要城市，富庶商港，靠近奥林匹斯山。
2. 历史：315 B.C.马其顿王 Cassander 扩建此城，以其妻命名。168 B.C.马其顿为罗马所灭，
22 年后与其他城市合并归於马其顿省。42 B.C.成为自由市。
3. 居民以希腊人为主，犹太人也不少。
（二） 保罗与帖撒罗尼迦教会：
1. 保罗第二次宣教时到达特罗亚，见异象，闻马其顿呼声，於是来到此地。
（徒 16:8-17:1）
一连三个安息日向犹太人及希腊人传福音。
2. 因不信的犹太人嫉妒，借用官府力量将保罗、西拉撵走。
（徒 17:1-9）
3. 保罗在此作工可能不止三个礼拜。教会中犹太人及虔诚人（希腊人）都不少。
4. 保罗离此之后去了哥林多，以后又差遣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坚固教会。
（三） 帖撒罗尼迦前書
1. 写作目的及缘起：保罗虽被犹太人借官府力量撵走，但教会不为所动，仍跟随保罗（帖
1:5-6）
，且在信仰上坚持（1:7-10）。保罗与他们关系像母亲（乳养），又像父亲（教导、劝
勉）（2：7，11）。不但这样，保罗还把（耶路撒冷）教会受犹太人苦害与帖撒罗尼迦教会
受本地人苦害相提并论，借以鼓励他们（2：14）；保罗以他们为荣，也想再回去看望他们，
但因自己不方便而打发提摩太前去坚固他们。这封信就是提摩太回来之后，触发他写信的
动机。
2. 写作地点：哥林多
3. 写作年日：主后 51 年。根据 1909 年在 Delphi 出土碑文，确定伽流在主后 51 年作哥林多
方伯（徒 18:12-17）。
4. 主要内容：主再来。
除了以上“写作缘起”分析提出的内容（1-3 章），回顾以往的事，第 4 章起他开始教导，
教导他们：（1）神的旨意要他们成圣；（2）彼此相爱（3）最重要的是安慰他们对离世的
弟兄姐妹仍然盼望再会（4）并且教导他们应当怎样生活警醒等待主来。其中教导成了末
世后的重要内容。
（四） 帖撒罗尼迦后書
1. 写作地点：哥林多（1:1；参徒 18:5）
2. 作者：保罗，另有西拉、提摩太署名。
3. 写作动机：大约是因“信差”回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光景；当保罗教导他们主再来的教义之
后，有些人以为这是即刻将发生的事情，因此不再工作。此信是矫正一些他们错误的观念。
所以有学者称前书为“警醒的呼应”（Call to wait），后书为“等待的呼应”（Call to watch）
（五） 两书大编
帖撒罗尼迦前書
I.
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回顾（1-3 章）

． 称赞教会（1 节）
B． 保罗为教会立了根基（2:1-16）
C． 提摩太坚固教会（2:17-3:23）
II.
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指示
A. 成长的指向（4:1-12）
B. 在基督里睡了的人（4:13-18）
C. 描述主再临的日子（5:1-11）
D. 指示成圣的生活（5:12-22）
E. 结语（5:23-28）
A

I.

帖撒罗尼迦后書
保罗鼓励在受逼迫的教会（第一章）

保罗分解”主的日子”（第二章）
A. 主的日子之前所发生的事（2:1-120）
B. 信徒所得的安慰（2:13-17）
III. 保罗对教会的勉励（第三章）
A. 耐心等候（3:1-5）
B. 按规矩而行（3;6-15）
C. 结语（3:16-18）
II.

二、 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
（一） 提摩太前后书与提多书合称为“教牧书信”，因这是保罗写给年轻同工的，他们都被保罗
称作“真儿子”，是从年轻就跟随保罗作了传道人的（徒 16:1-3；加 2:3，林后 2:17；7:6；8:6,16）。
（二） 这是最后写的三本书，提前（63A.D.）提多（63-64A.D.）提后（66-67A.D.）[殉道凯歌]。
关键年代，保罗 （63），罗马被焚（64）。
（三） 各人行踪 [行传中不曾记载]
1.
行传 28 章（62 年）（提摩太在身边）
2.
保罗在罗马未被定罪，可能犹太控诉者缺席
3.
保罗被释放（63），随即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腓 2:19-23）
4.
保罗自己去了以弗所，以后提摩太来会合
5.
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提前 1;3），自己去了马其顿
6.
他一看自己可能在马其顿羁留，（可能在腓立比，）就写了前书给提摩太指示机宜。
7.
提摩太何时回到保罗身边，不详。提多何时与他会合亦不详，但保罗去了革哩底，并将
提多“留下”—显然同行去革哩底（多 1:5）
8.
西纳与亚波罗可能是提多书的使者，（可能人在哥林多，）[保罗“趁便”传书][英文本“送
行”有路过革哩底的意思]。

9.
10.
11.
12.
13.
14.

保罗打算去尼日波立
保罗打发人去接替提多
要求提多在尼日波立见面（3:12）
以后保罗本人大约去了士班雅
尼禄引焚罗马，推卸责任、怪罪基督徒（主后 64 年）
保罗下监（66-67），提多曾在身边（提后 4:10）；自知殉道日近，写提后

（四） 要旨：
提前主旨，作个忠心的主仆人，打那美好的仗（1:18）
提后主旨，忍受苦难、传道（4:5）
提多主旨，坚持真道，教训正直（1:9；2:7）
（五） 大纲（略）
三、 腓利门书
（参照监狱书信）
腓利门为歌罗西人（4:7），保罗写给他，由推基古送达。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了几封书信，最
主要的目的是要推基古带阿尼西母去见腓利门。从腓利门书的内容，可以窥见阿尼西母所闯的祸；
他偷了主人（腓利门）的财物而逃走，这本是大罪；因神大能引领，在保罗带领下信主，因而产生
了保罗打发他回原主人那里的“求情信”。
书中的其余人物、亚腓亚，可能是腓利门的妻子，亚基布，有一说是腓利门的儿子，也是保
罗的同工。（应是同一人。）

新约纵览 第九课 普通书信 与 希伯来書
四、 普通书信
普通书信 (General Epistles) 似乎因译作“一般书信”，意指这些书信无特定收信对象（约翰三
書例外），合宜在各教会传阅，且其内容广泛论及信仰真理，固称一般书信。
（一）一般书信的正典性
4. 一般书信的作者（除了希伯来書）都是初期教会知名的领袖；因此他们的正典性很早就被
接受；到了批判学派兴起，才有人开始挑战各卷書的作者传统。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彼得
后書。但这些争议因了无新意，在廿世纪的学者已逐渐失去兴趣。
5. 一般书信在正典中的次序：有一些古抄本把它们放在保罗书信之前，但大部分教会传统多
放在保罗书信之后。原因是：当初接纳希伯来書是把保罗当做作者，但又有些疑问，因此
紧接着放在保罗十三本书信之后，而希伯来書也就此领先其余一般书信。
（二） 一般书信对教会的贡献：
5. 补充并平衡保罗的教训。明显地，十二使徒（耶路撒冷）和保罗（安提阿）都是建立教会
的柱石，同样重要。行传的记录叫我们知道他们对真理的见解不尽相同。
6. 早期教会有这样的见识：异中求同；不像马西安（异端）
，单接受保罗而忽略其他著作。
7. 一般书信提供了“非保罗系统”各教会的历史记录。
8. 见证了耶稣基督普世教会的合一性与属灵资源的互通。
五、 希伯来书 概论
（六） 引言：希伯来书是圣经中有特殊地位的一卷书，也是新约最奥秘难解的书信之一。是「圣经
神学」的代表作，把旧约的启示、新约的真理、以及两约之间的关系深入的、中肯的、准确的、详
细的贯穿起来成为一本举足轻重、跨越时代、伟大的书卷。
（七） 书名：为何取名叫「希伯来书」？ 有两个命名的可能性：1) 写给懂得希伯来文化和旧约历
史、律法的人。2) 希伯来是「从那边来到这边」的意思。亚伯拉罕由米所多大米渡过伯拉河来到河
这边，所以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
（八） 著者：直到今天圣经学者仍然没有达到共识著者是谁，成了希伯来书的一个悬谜。但所有学
者都承认，本书是一卷伟大的新约正统经卷。是神的灵所写的书，是神亲自默示的，而且圣灵既然
要隐藏著者的姓名，我们就不必过份的揣测。但是，为着慎重研经的态度，尤其対于争议最大最久
的问题：保罗是否为本书作者，或有其他可能的作者，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简述。
1. 保罗：自二世纪后，便有人提出保罗为本书著者。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主后 155-220 年) 说，是
保罗写给犹太人、而路加把它翻为希腊文。到了第三世纪时，保罗是希伯来书作者的看法已为东
方教会普遍接纳，亚他拿修(296-373) 列出保罗十四卷书，列在帖后与提前之间。然而意大利及
北非的西方教会则一直拒绝接受保罗为本书作者。一直到四世纪末叶，才在耶柔米(345-419)和奥
古斯丁(354-430)的影响下改变了立场、接受保罗为本书作者。
其实，奥古斯丁和耶柔米是由圣经正典立场来看，因本书真理教导的素质纯正超越，应被列入正
典之内。而以保罗使徒地位为著者、就可广泛被接受。然而真正的结果仍如俄利根(185-254) 所
说「这封信实际上是谁写的，只有神才知道」。

保罗是作者的理由：

） 书中信息与思想合乎保罗的启示，律法礼仪是影儿，基督才是实体(西 2:17、弗 3:1-7、
加 2:18)
2） 保罗深爱骨肉之亲的犹太人、又是熟悉犹太律法、希腊文化的人，由路加以希腊文译之
成书极为可能。
3） 本书提到提摩太已经释放(13:23)，他是保罗的年轻同工。
4） 保罗是唯一请信徒为他祷告的使徒，本书结尾与保罗书信相似。
5） 许多教导相似(林前 3:1-2；来 5:12-13；弗 1:20；来 8:1；腓 4:18；来 5:12-13)。
1

不是保罗写的理由：

） 与保罗十三卷书开头就俱名、问安及表明使徒身份的作法不同。
2） 作者未曾亲自从主领受救恩，是“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2:3)。
3） 许多用字与保罗其它书信有许多明显分别。
4） 教导重点与神学思想上有异：
• 本书强调主的受苦，受死与升高，保罗则重死与复活。
• 本书重在主为大祭司的身份与工作，保罗其它书信则无。
• 本书细论律法整套的献祭、礼仪、祭司，其它书信也不提。
5） 本书所引旧约都是七十译本的希腊文版(39 次)，而保罗常引希伯来圣经，习惯不同。
结论：从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加尔文开始对保罗是本书作者提出质疑。虽然今天在圣经学
术界中，已普遍认为本书作者不是保罗本人，但却丝毫不影响本书是神所默示的正典新约书卷。
1

2.

其它可能作者：
1）亚波罗：

马丁路德是第一个提出的人，因亚波罗「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
(徒 18:24)而且是保罗的同工(林前 16:12、多 3:13)，所以神学见解受保罗影响。但早期教会传统
文件中根本未曾提到亚波罗是本书作者。而亚历山大的革利免和俄利根都习惯引本书为保罗所
写，否则一定不会如此。

2

）百基拉 (及亚居拉) ：

3

）巴拿巴：

4

）路加：

5

）罗马的革利免：

保罗同工，又将神的道向亚波罗详解(徒 18:36)，又认识提摩太，而且信中常自称「我们」
作者与另一人，但，希伯来书 11:32 的「细说」原文是阳性单数，不可能是百基拉。

北非迦太基的特土良(160-220) 为主。巴拿巴生在居比路，是会说希腊话的利未人(徒
4:36)、是他引出保罗(徒 9:27、11:19-26)，又是保罗主要宣道同工，又是劝慰子(徒 4:36)，而希
伯来书作者称本书是一篇「劝勉的话」正合劝慰、鼓励的意思。但他是早期教会领袖，不会被人
遗忘是著者，而名为劝慰子并不能成为足够证据，也可能只是 303 节经文中的一句巧合。
革利免认为本书文字与路加著作中有相似之处。认为是路加把保罗所写的本书、由希伯
来文翻成希腊文。但过于牵强，因为许多复合动词并没有相同的希伯来文，而且除了十章十三节
上半句，都出自七十士译本，并非希伯来文圣经。
加尔文采纳此说。其实早在俄利根时代，本书作者是他或路加已是传统说法。因在用词

及格式十分相近。但更为重要的教义、思考都是分歧之处大于相似之处，使人无法接受。
6

）其它：

彼得 (代笔人西拉)、腓利(徒 6:5)、以巴弗、犹大。

（九）

对象：

（十）

时间：

圣经也没有提及收信人是谁，没有地名、也没有人名。但一般学者认为不外耶路撒冷、罗马、亚历山大、
安提阿或巴勒斯坦。
1. 没有亲自听见主讲论的人(2:3)或外邦信主的人。
2. 信主已久，但仍是属灵婴孩，不能长大成人(5:11-12)。
3. 有些开始灰心，停止聚会(10:25、12:3)。
4. 曾爱主，为主受苦(10:32,36、12:4)。
5. 了解旧约、律法、礼仪，很可能原是犹太教的信徒。
6. 认识作者及提摩太。
7. 可能受了异端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影响的信徒。
8. 也有人提到可能写给昆兰会社的人，他们认为祭司的弥赛亚高过君王的弥赛亚。
但，最重要的，这本书是对所有神的儿女基督徒所讲的。
本书第一次被引用是主后 94 年罗马的革利免，所以不但应成书在此之前，也证明本书是使徒约
翰仍在世而肯定接受的正典。
2. 本书仍在谈祭司献祭之事、丝毫未提 70 年耶路撒冷及圣殿被毁的大事，应验了主耶稣所说「没
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太 24:2)的话，所以写书更推进到在主后七十年之前。
3. 但作者可能是第二代信徒，而提摩太活着，所以精细一点的揣测可能在 64-68 年之间。
（十一） 地点：没有提到在何处写的。有人认为来自西班牙。
1.

（十二） 写作原因和目的：

对读者发出「劝勉的话」 (13:22)。
。
2. 以教义的阐释间插警告来「劝勉」
3. 书中引出读者的「信仰危机」
：
• 劝他们不可「忽略这幺大的救恩」(2:3)，
「随流失去」(2:1-4)，「赶不上」(4:1)，「懈怠」
(6:12)、
「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13:9)
• 因犹太被罗马统治，情势渐危，而主的国度能力尚未临到，因环境产生疑难，使灵性退
后、信心动摇。「曾受试炼」(10:32-34)，如今又遇试炼(2:18)与凌辱(13:13)。「不信的恶
心」(3:12) ，「离弃正道」(6:6)、「故意犯罪」(10:26)、「有毒根长出来」(12:15)、甚至「践
踏神的儿子」(10:29)。
• 有些信徒从勇敢变成退缩、懈怠、灰心、不振。使属灵的冷淡和惰性渐渐侵蚀他们原来
的信心及盼望。有的停止了聚会，在受困受迫的环境中向外来的压力屈服，从因不小心
被试探，到异道搅扰而消沉灰心，渐渐信心也动摇不定，最后跟不上神的恩，被诱回犹
太教。
4. 著者以真理与警告，正反互用的劝勉信徒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5. 说明新旧约的神是同一位，而且是晓谕我们的神，解释神在旧约的预言、预表、应许如何应验在
1.

新约的基督身上。

（十三） 特点：

「基督耶稣」是全本希伯来书围绕的主题，是一本以基督为中心，高举基督的书信。
2. 本书十七次用「更美」
、「更」来由不同方式，地位描写基督超越的地位。
特别以律法，旧约为影儿，新约基督为实体，来发挥教义，尤其是利未记，所以有的解经家称本书是
新约的利未记。
3. 与罗马书、加拉太书同为论及救恩的重要书信，也都论及「义人因信得生」 (哈 2: 4)。
4. 本书三十九次直接引用旧约，而 303 节经文中，直接或间接引用旧约经文达 270 节，来证明耶稣
基督就是旧约的应许，预表的弥赛亚。
5. 以旧约信心伟人和主的榜样来劝勉在苦难、逼迫、试炼、罪恶、灰心环境中的信徒，学习也以信
心来过在地寄居，同奔天路的生活，响应同蒙的天召，而能远远望见，欢喜迎接那座神所经营所建造
有根基的天城。
6. 以五段警告 (2:1-4、3:7-4:13、5:11-6:8、10:26-39、12:18-29)来与真理交插劝勉，教训信徒。不可
忽视救恩，退后不信，要在困难、危境中认定基督、长大成人，结出圣洁、平安的果子，跑完这条当
跑的属天道路(10:7/9、12:1/2) 。
1.

新约纵览 第十课 雅、彼前、后，犹
一．雅各书
（一） 立论的特点
1.
与保罗教义“明显”抵触（2:21）
2.
马丁路德在改教之时的为难（稻草书信）
因信称义与因行为称义
3.
4.

新约正典的过程与确定
如何解决（解释）矛盾
教义与生活教导
收信者应当已知保罗因信称义的教训
雅各的教导，以行为证明信心是“平衡”
真信心必会有行为

（二） 作者
如圣经（初代教会）中有四个知名的雅各。
1. 雅各，路 6:16；徒 1:13
；路 6:15；徒 1:13
2. 雅各，亚勒腓的儿子（小雅各） 太 10:3；可 3:18（15:40）
3. 雅各，西庇太的儿子（太 4:21，10:2，17:1；可 3:17，10:35，13:3；路 9:54；徒 12:13）主
的门徒：早殉道
（徒 12:17；15:13-21；
4. 主的弟兄雅各：太 13:55；可 6:3；加 1:19；是初代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
21:18；加 2:9,12）
本书作者最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中的长老雅各。传统认为他是本书作者
（三） 背景
1. 雅各背景：一般人同意，早年耶稣在地上工作时“他的弟兄不信他”很显然的在主复活之
后相信（接受）他是弥赛亚。因此，他的圣经背景主要仍是传统旧约与律法。
雅各信主之后不久在教会中成为领袖，品行端正，行事规矩，人称他为公义的雅各。
2. 受众背景，——散住十二支派的人
根据本书，受众所面临的难处是信徒对於信心的误解。在试验中难以站住。受信人应
是犹太背景。“信心”一词的意义，在旧约背景中（可能）不被特别强调。
3. 书信本文提示的背景
本书内容广泛使用旧约（律法）背景及登山宝训，可见受众应是对旧约律法有相当认
识。
（四） 写作年代与地点
因本书使用“会堂”(Synagogue) 字样，表明教会名称尚不普遍，应是较早作品。且
因全书丝毫无大公会议相关之记录或暗示(徒 15)，本书写作应在此之前；即主后 45-49 年之

内。写作地点应在耶路撒冷。
（五） 本书重点与大纲
本书体裁类似格言或警句，因此有人称之为新约中的智慧书（或箴言）。除开始提及试
验，可能是写信动机之外，似乎兴之所至，较缺少大纲与结构。虽内容大多与信心有关，但
较缺少章法。今参照 Wilkinson Boa 分析如下“：
I. 信心的试验（1:1-8）
（1） 试验的目的（1:1-12）
（2） 试验的来源（1:13-18）
信心的特质（1:19-5:6）
（1） 信心遵行神的话（1:19-27）
（2） 信心对人无偏见（2:1-13）
（3） 信心以行为证明（2:14-26）
（4） 信心控制（约束）舌头（3:1-12）
（5） 信心产生智慧（3:13-18）
（6） 信心必定依靠神（4:13-5:6）
II.

信心的得胜（5:7-20）
（1） 信心能忍耐等候基督再临（5:7-12）
（2） 信心会为受苦者祷告（5:13-18）
（3） 信心救回迷失的弟兄（5:19-20）
III.

二．彼得前书
（一） 本书特点及相关问题
1. 分散（Diaspora）(1:2)：小亚细亚
何所指？教会何人所建？
2. 巴比伦（5:13） 何所指
（二） 作者
1. 使徒彼得——传统说法
2. 批判学者难点——文笔优美，出于何人之手？西拉？
3. 正典化过程
4. 与马可关系
5. 长老
（三） 受着
1. 分散在。
。。。。。（各地）的信徒

2.

3.

犹太背景或外邦背景？何以见得？
犹太 1:8-10
外邦 1:14
百般试炼，火样试炼
零星的逼迫已经开始（尚未到流血的地步）
确定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受苦

（四） 写信时间、地点
根据教会传统，彼得周游四方多年之后，在罗马定居，尼禄的逼迫发生在主后 64 年，
在此书写成之后不久。
书中提到的巴比伦或指罗马
（五） 本书主旨及动机
彼得以长老（牧者）身份，鼓励在逼迫之中散居的信徒，并提供受苦的另类观点（积
极的价值）。虽不若保罗的教导系统化，他也提供了完整的成圣观。
写作的“布局”，从基督完备的救恩开始(包括成圣的生活)，然后以基督受苦的榜样
为核心，激励信徒相爱，体恤，同心，谦卑等，最后以基督荣耀的再来为高潮，勉励圣徒
为义而受苦。
全书大纲如下：（取自马有藻，新约概论。p. 346）
引言（1:1-12）
I.
（1） 问安（1:1-2）
（2） 颂赞（1:3-12
劝勉（1:13-5:11）
（在基督的工作下看基督徒的行事为人）
（1） 基督完备的救恩（1:13-2:10）
A. 因救恩而有的生命（1:13-25）
B. 因救恩而有的长进（2:1-3）
C. 因救恩而有的地位（2:4-10）
II.

（2） 基督受苦的榜样
A. 因榜样而有的生活（2:11-12）
B. 因榜样而有的顺服（2:13-3:7）
C. 因榜样而有的劝勉（3:8-12）
（3） 基督荣耀的再来
A. 因再来而作的吩咐（3:13-4:6）

B.
C.

因再来而作的安慰（4:7-19）
因再来而作劝勉（5:1-11）

结语（5:12-14）
（1） 最后嘱咐（5:12）
（2） 最后问安（5:13-14）
III.

三．彼得后书
（一） 有关作者及正典的争论（参马有藻）
1. 外证的问题
a. 教会文献引用少。
b. 改教（改革）运动之质疑正典性
2. 内证的问题——假托彼得之名？
a. 与福音书的对照资料
b. “使徒”和“列祖”的用法（3:2,4）属较晚时期
c. 与犹大书多处雷同
d. 文体、词藻粗糙，不似彼前
e. 主再来的思想较完整（太过完整）不似早期著作
3. 正因为本书内容特别，在主再来的思想上提供了较深入的看法，使本书的价值提升
a. 主基督的圣言——预言再来
b. 众先知的预言（主要指旧约）
c. 保罗书信内容（难解之处）
d. 对主的日子有较完整的看法，充分解释了祂的迟延
因此，大部分福音派学者仍然接受彼得为作者
（二） 写作时间、地点
1. 缺少其他资料（外证、参考）
。
2. 主要根据彼前判断。
3.
罗马：有一说，当保罗出监之后两年之内去了，因此彼得感到自身对小亚细亚教会的
责任（1:12），因而写前后书。
4.
彼得在 AD 66 年殉道（略早于保罗）。本书不可能晚于 66 年，（否则必非彼得所写）
（1:14）
（三） 对象
1. 根据前书，此书应是同一群体，
（但未名）因此也可能成为周流信（流传信）。
2. 如果真是小亚细亚的教会，其会众更可能是犹太人与希腊人杂处。
（四）

写作动机
假师傅的错误教训。教会问题不在外面逼迫，而在内部侵蚀。

1.

2.

3.

4.

本书的预言性（2:1）：警告
假师傅尚未成患（？）
假师傅已在教会中——“这些人”（2:12,17 等）
形容的言词似乎煞有其人
然而，亦可解释为彼得指出的形容词句，是叫教会注意这些人的特征；所以也可说这是
提醒（3:1）
假师傅的特点
a 传不合真道的信息
b 道德行为的败坏

（五） 大纲
I. 引言（1:1-2）
II.

III.

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1:3-21）
（1）认识自己的地位（1:3-21）
A. 承受恩赐（1:3）
B. 承受应许（1:4）
（2）认识长进的需要（1:5-11）
A. 长进的劝勉（1:5-7）
B. 长进的果效（1:8-11）
（3）认识真道的性质（1:1-21）
A. 主基督的圣言（1:12-18）
B. 众先知的预言（1:19-21）
防备恶人错谬的诱惑（2:1-3:13）
（1）假师傅的教导（2:1-21）
A. 他们的结局（2:1-11）
a. 他们的灭亡（2:1-3）
b. 历史的鉴戒（2:4-11）
B. 他们的行为（2;12-22）
a.
第一次描述（2:12-16）
b.
第二次描述（2:17-22）
（2）真使徒的教导（3:1-3:13）
A. 第一该知道的（主的日子）
（3:1-7）
B. 第一不可忘的（神的日子）
（3:8-13）
（3）彼得的教导
A. 自己的引述（3:14-15a）
B.
引用保罗（3:15a-16）

结语（3:17-18）
（1） 最后的劝勉（3:17-18a）
（2） 最后祝颂（3:18b）
IV.

四．犹大书
（一） 作者：犹大
1. 哪个犹大？
犹大是个非常通俗的名字：如何认出?
2. 雅各的弟兄犹大（1:1）
只有两人合此条件
a. 主的门徒（非加略人犹大）
（约 14:22）
b. 主（肉身）弟兄，他的兄长是雅各（太 13:55；可 6:3）
3. 应以后者为是
理由：后者的弟兄雅各特为著名，作者断无理由举一名不见经传者为自己“引荐”
4. 此犹大亦是在主复活之后才相信（徒 1:4）
5. 可以不称“主的弟兄”而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乃因真正相信耶稣是基督，而不再僭越、妄
称弟兄
（二） 写作对象、动机
1. 不详
2. 可能系彼得书信同一群体——即小亚细亚分散的信徒
3. 可能系犹太人与外邦人掺杂（v. 3）
4. 如是，则作者与彼得同感受驳斥异端（假师傅）之责任（3,4）
5. 他们的错误：真理性，道德性。
（三） 书信特点
1. 在文体上倾向于智慧文学（类雅各书）
，多警语
2. 喜用三元（triplets）形容。
3. 新约中唯一引述次经者
4. 与彼后许多相同 [犹 4-18 与彼后 2:1-3:4]
5. 如何可能？
a. 同受灵感
b. 采自相同（第三者）资料
c. 彼得抄自犹大，加以扩大
d. 犹大节录自彼得，构成他主要内容，再加以其他段落
6. 以 d 较为可能
原因：a. 假师傅“果然”已窜起
b. 彼得已殉道

（四） 大纲
引言（1-2）
（1） 作者自介（1）
（2） 启语问安（2）
I.

正文（3-23）
（1） 有关假师傅的警训（4-16）
A. 假师傅的行为（4-9）
a. 现今的情形（4-5）
b. 以前的历史（6-9）
B. 假师傅的结局（10-11）
a. 败坏自己（10）
b. 背叛灭亡（11）
C. 假师傅的描绘（12-16）
a. 他们的现在（12-13）
b. 他们的将来（14-15）
c. 他们的过去（16）
II.

（2） 有关真使徒的教训（17-23
A. 纪念主言（17-19）
B. 造就自己（20）
C. 保守主爱（21）
D. 怜悯别人（22-23）
结语（24-25）
（1） 神的保守（24）
（2） 神的荣颂（25）
III.

新约纵览期末报告
第一部分
简述在本课之前的盼望与课后的最大收获（举三例）500 字
第二部分
1. 约翰福音为何不与马太，马可，路加同列（符类）第四福音与前三者有何基本差异
2. 使徒行传是谁写的，其中主要内容为何？如何分段，分大纲？
3. 保罗书信中神学的主题最鲜明，毎卷有各自的不同，试着申述之。
4. 保罗对几个人写了那几封书信？其中有些为何被称为“教牧书信”
5. 一般书信（普通书信）是什么意思
6. 希伯来书作者是谁？你确定吗？
7. 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什么？
8. 启示录是谁的启示？什么叫启示（字义）
亚伯拉罕和福音
读经：加拉太书 3:5-16
领会：亚伯拉罕听见过福音吗？
什么事福音？什么事亚伯拉罕的福音？
• 福音是一个祝福
• 亚伯拉罕听见了什么福音
• 万国必因你得福
• 神呼召亚伯拉罕得福分
• 得了祝福要分享
2. 福音是一个应许
• 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什么？大福！ 子孙
• 应许是将要（未来），必然（尚未）得着的。
• 福音关键在于一个人（一个子孙）
3. 是一个产业
• 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什么？ 子孙， 大福
• 副与圣灵。 圣灵是的基业的凭据（以弗所书 1:14）
4. 如何的福音
• 信心
• 亚伯拉罕信神，因信称义
结论：
福音必须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