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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在罗马统治时代的中期，一个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小孩出生了。这个小孩——神的儿子耶

稣—— 经历了出生和死亡，并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差遣他的圣灵来，帮助、引导和

安慰人。在五旬节那天，120个信徒被圣灵充满，得着了能力，在话语、善行、神迹奇事上见证耶稣。

这一个新的群体，一开始只是一个在小阁楼聚集的一小群人，但它不断的发展并扩张到整个罗马帝

国；它一开始也只是一个犹太人群体，只有一种文化一种语言，但它发展成为了多种文化多种语言的

国际性教会。

新约是写给教会（信徒组成的群体）的。福音书教导了信徒们有关基督的生命和教导。使徒行传

和书信，罗马书到犹大书，都记录了教会的历史和发展，并教导人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预言了神最终打败仇敌取得胜利。尽管新约每卷书的写作对象、主题或者风格都不一样，但都

展现出了基督的形象。

这一单元里，在对新约做个简短的概述后，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上。我们会细看

每一卷书的背景、写作目的和纲要，也包括它们的主要教导和侧重点。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发现神藉

着各个作者独特的视角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在学习每个课程的时候，请抽时间阅读新约的每卷书。

第1章	 新约圣经概述

1.1  新约圣经学前准备

1.2  新约圣经背景：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      

1.3  新约圣经各书

1.4  请概括新约圣经每一种分类所刻画的基督的三种形象。

第2章	 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2.1  马太福音

2.2  马可福音

2.3  路加福音

2.4  对观福音书的特征

第3章			 约翰福音

3.1 如何理解约翰福音

3.2 约翰福音的结构

3.3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的教导

第4章			 	使徒行传

4.1 如何理解使徒行传

4.2 使徒行传阅读大纲

4.3 关于耶稣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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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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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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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有计划的神。他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为奴四百年，但神应许会拯救他们（创 15:13-16）。当

约瑟还是小孩的时候，神给他了他将要掌权的异梦（创37:2, 30）。这些梦直到约瑟30岁的时候才应验（41:46）。

至高者从一人造出万族。他为每个民族诞生的时间及分布的地域都做好了计划（徒 17:26）。他告

诉但以理米甸人和波斯人将要攻克巴比伦人，希腊王国将要崛起，罗马人将要攻克希腊。最后，神说

将有一个永恒的国度起来，所有人类的王国都要灭亡（但 2:24-27）。

因此，对于神早已为我们预备好了救赎计划，我们不要感到惊讶。虽然神允许每个人接受或者拒

绝福音，但他在造我们之前已经预备好要拯救我们：

•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太 25:34）

•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弗1:4）

•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

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后 1:9）

•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伪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

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

世才为你们显现。”（彼前 1:18-20）

•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 4:4-5）

在第一章里，我们会学习神如何通过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为耶稣的降临做预备；新约背后的

历史及其构成；每卷书里耶稣被展现的独特的方式。这一课程会再次提醒我们：神早已藉着耶稣为我

们预备了救赎，并为我们预备了在天国里和他在一起的永恒生命。确实，神早已做好了计划，并且我

们是他计划里的一部分。

1  回想过去的历史事件，还有你自己生活中的事情，哪些可以证明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救赎？

课程	1.1	 新约圣经学前准备

1.1.1 神是如何通过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为耶稣做预备的。

1.1.2 诠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公会、《七十士译本》。

课程	1.2	 新约背景：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

1.2.1 希律家族里的六位统治者；大祭司、圣殿、犹太教会堂。

1.2.2 讨论新约的由来。

课程	1.3			新约各书

1.3.1新约圣经可分为哪四类，并把各卷书归类。

课程	1.4			新约各书里的基督

1.4.1 总结新约里耶稣基督的三种形象。

目
标

目
标

目
标

目
标

新约概述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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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约圣经研读

课程 1.1  
新约圣经学前准备

旧约的尾声和新约的启笔之间，间隔了 400 年的时间。下表列

举了这 400 年里每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

从玛拉基到基督的四个时期

时期 具体时间 事件

波斯时期

（公元前539-330年）
430-420

尼希米时代的一位先知玛拉基写

下了旧约最后一部书。尼希米之

后波斯控制了犹大约一百年，他

们允许犹太人敬拜神。

希腊时期

或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330-166年）

334-323

亚历山大大帝在马其顿一役中大

败波斯军队后，夺得了对欧洲和

中东的控制权。他允许犹太人继

续遵循自己的宗教信仰。

323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王国开始

分裂。他下属两名将军多利买

(Ptolemy) 和西流基 (Seleucus) 开始

了王朝统治（即统治者家族一代

传一代的统治方式）

320-198

多利买和继任的众国王统治了埃

及和以色列。他们仍然允许犹太

人遵循自己的宗教信仰。西流基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建立王朝。

198

西流基王朝取得了对巴勒斯坦的

控制，曾经有一段时期给犹太人

相对的宗教自由。

175-164

叙利亚的一位暴君安提阿四世·伊

皮发尼 (Antiochus IV Epiphanes)（翻

出来的意思是“神启示”）开始

掌权。他企图要把犹太人希腊化；

即他试图强迫犹太人放弃自己的

文化而跟随希腊人的文化。他试

图毁灭摩西五经，这引发了犹太

人在 167 年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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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1章  新约学前准备

课程 1.1  

1.1.1 目标  
解释神是如何通过犹太人、

希腊人和罗马人为他的儿子

作好预备的？

马加比时期或

哈斯摩尼时期

 ( 公元前 166-63

年 )

167

安提阿四世差来的使者命令犹太

祭司玛他提雅 (Mattathias) 献希

腊祭。玛他提雅拒绝了。而另一

位犹太人却上前献祭，玛他提雅

把他和王的使者给一并杀了。玛

他提雅和他的五个儿子把希腊的

祭坛给毁了然后逃到山里面。这

促发了马加比叛乱。“马加比”

（Maccabean）是“锤子” 的意思，

有些人叫玛他提雅的一个儿子犹

大的名字。也有人称这个时期为

哈斯摩（Hsamon），哈斯摩是玛

他提雅的祖父。

这时期另有一犹太群体名为

“Hasidim”，意思是“圣洁的

一群”。这群体忠于摩西律法，

他们一起参与了马加比叛乱。最

后，Hasidim 分裂为两部分：（1）

Essenes，退隐社会，独自居住；

（2）法利赛人，占据了这个群体

的大部分。

罗马时期

（公元前 63 年直

到基督时代）

63

罗马大将军庞培 (Ppmpey) 攻克耶

路撒冷后，巴勒斯坦各省全落在

罗马政权下。基督出生时，希律

大帝是当时巴勒斯坦的掌权者。

从上表可看出在新约时期，罗马帝国统治了整个世界。罗马最

高掌权者有着至高的、王一般的权柄，被称为凯撒或大帝。然而，

即使在基督出生前的几百年，神仍然在各民族中做工。神藉着波斯人、

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为基督的到来做好了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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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约圣经研读

课程 1.1  
犹太人

宗教信仰

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和一个圣洁的民族（出

19:6）。他希望以色列民成为他的使者，把他的话传给周边的民族，

但他们没有做到。原因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神去拜偶像。于是

神惩罚了他们。

最终，以色列十二支派被分裂为两个国：巴勒斯坦北部的十个

支派组成以色列或北国；南国是犹大，包括了犹大支派、西缅支派

和便雅悯支派的一部分。自从亚述 (Assyria) 于公元前 722 年灭了北

国后，我们基本上很少听到有关北国的消息了。巴比伦（Babylon）

王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于公元前 586 年打败犹大，并俘虏了

犹大人民。

巴比伦的奴役统治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犹太人，这有助于实现神

起初对他子民的计划。在这段奴役统治的后期，有些犹太人回到了

巴勒斯坦，有些继续留在巴比伦，更多的是迁移到其它不同的国家。

所有的这些犹太人都公开的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

2．解释犹太教以哪两种方式为世界迎接基督的到来做预备？

犹太教和周围的异教的区别在于两方面：（1）犹太人坚持一神

论，相信只有一位神；（2）他们相信摩西律法。犹太人的这两点信

仰为基督和福音的到来预备了道路。由于犹太人分散到了各个国家

民族当中，因此在耶稣诞生以前世人也已经听闻以色列的神、弥赛亚、

摩西时代的旧约，对这些话语、思想和福音的信息并不陌生。

《七十士译本》(The Septuagint)

犹太信仰传播开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圣经《七十士译本》。旧

约圣经原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公元前 250- 前 150 年间，被翻

译为希腊文。传说国王多利买二世 (Ptolemy II Philadelphus)（公元前

284-247）为了填补图书馆里的空缺，让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从以色列

十二支派中各寻找了 6 名学者一起把犹太律法书翻译为希腊文。传

说称这 72 名学者在 72 天内完整地完成了一本希腊译本。72 这个数

字与 70 相近，而拉丁文的 70 “septuaginta”则成为了这个希腊译本

的书名（Lohse 1987，128–129）。因此，这个圣经旧约的希腊译本

被称为《七十士译本》(The Septuagint)。

虽然传说很可能是编造的，但《七十士译本》的需求是千真万

确的。希腊语是当时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语言（参考本课程“希腊

1.1.2 目标  
诠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

公会和《七十士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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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1章  新约学前准备

课程 1.1  
时期”部分的内容），这本圣经译本使当时的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

能通过希腊语学习到旧约的教导。大部分犹太人都生活在巴勒斯坦

以外的地方，并且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只说

希腊语，也接受了希腊人的价值观和习俗。《七十士译本》为这些

犹太人和外邦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去阅读以色列神的话语，重

新建立他们的信仰根基。事实上，希伯来书很多都引自《七十士译本》

的经文。

3．《七十士译本》在哪方面为基督做了预备？

法力赛人和撒都该人

基督诞生前两个世纪，犹太人中发展起了两个强大的宗教领袖

派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们从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里，常常

可以读到有关他们的经文。

法利赛人是这两个宗教领袖人群中较大的一支，他们的信仰非

常强硬：他们不单只接受旧约圣经作为神的话语，还相信犹太教的

口传信息也是神所默示的。他们相信天使、灵魂和死后生命的观念。

法利赛人通常比较虔诚，但有些却是律法主义者，看重一些细节的

东西过于律法里更重要的东西（太 23:23-24）。在这两派人里，法

利赛人常常改变了基督的教导。他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不

洗手吃饭、怜悯罪人就生气。

撒都该人与十二使徒形成了主要对立，尤其表现在他们有关复

活的教导上。撒都该人不认可口传信息，不相信天使、灵魂或者复

活（徒 23:6-8）。他们是很有能力的政治领袖。70 个长老和大祭司

组成了犹太最高法院，即公会 (Sanhedrin)。其中大祭司和长官都是

撒都该人。公会的其余代表成员都是由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组成。

在神藉着耶稣基督要实现的最终救恩计划里，法利赛人、撒都

该人、公会要承担重要的角色。

4．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信仰上有什么不一样？

5．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律法主义？有准确的教导

但对人却没有爱和怜悯，这样有可能吗？

希腊
基督诞生前三个多世纪，一位年轻的希腊王子亚历山大

(Alexander) 梦想要使全世界只使用一种语言。公元前 334-323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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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约圣经研读

课程 1.1  
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要使自己的梦想成真。他的军队迅速占领了整个

已知世界，使希腊语成为战败国的官方语言。他建立希腊城市和希

腊文化，使希腊文化习俗成为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亚历山大 33 岁去

世后，他的王国开始分裂，但希腊语和希腊生活方式仍然继续。

甚至多个世纪后，希腊语仍然是全世界的普遍语言，这使福音

信息更容易传播。很多犹太人通过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学习圣经，

希腊语是使徒们传道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语言，新约也是用希腊语写

成的。

6．神是如何使用希腊人为他的儿子做预备的？

罗马
希腊统治时期后，罗马人攻克了地中海大部分区域，组成了一

个大帝国。他们的统治范围从地中海西部至东部的幼发拉底河。

当地的官员管辖各个省份和地区。在神的计划里，罗马帝国为

基督教世界做好了预备，尤其表现在这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罗马人设立了法律和社会秩序。凯撒奥古斯都大帝（Caesar 

Augustus）在位时，强大的罗马军队给全世界带来了和平。就在这期

间，耶稣诞生在罗马的犹大省的一个小村庄伯利恒（路 2:1-7）。罗

马帝国统治年间，神通过凯撒来成就他对他的子民和全世界的计划

（看下表）。

新约早期的罗马凯撒大帝

时期 凯撒的名字 相关内容 参考经文

前 30- 公元 14

 奥古斯都

凯撒(Caesar 

Augustus)

耶稣出生的时候下令

进行人口普查
路 2:1

公元 14-37
提庇留

(Tiberius)

在耶稣传道和死的期

间掌权
路 3:1

公元 37-41
加里古拉

(Caligula)
要求人民要敬拜他

公元 41-54
革老丢

(Claudius)

统治期间有大饥荒；

驱逐犹太人离开罗马

徒 11:28；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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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1章  新约学前准备

课程 1.1  

公元 54-68 尼禄 (Nero)

逼迫基督徒；统治期

间，彼得和保罗殉道；

主持保罗的受审

提后 4:16-

17

徒 25:10-

12；27:24

公元 69-79
维斯帕先

(Vespasian)

命令他的儿子提多士

(Titus) 在公元 70 年毁

灭了耶路撒冷和圣殿。

路 21:20

公元 81-96
多米田

(Domitian)

很可能是约翰写启示

录时期逼迫基督徒的

大帝

启 17:8-11

第二，罗马人建造了马路。这些马路铺造和维护得都很好，方

便人们在整个帝国中穿插来往。保罗从亚该亚到马其顿，曾经走过

很多这些马路。

尽管罗马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进步，但罪却越来越严重。人们对

过去所信的神明失去了信心，开始寻求一个真正的救赎。罗马的国

教缺乏真正的意义，并不能满足人心，因此人民感到虚空。虽然各

种“神秘”的宗教都承诺救赎和与他们的神相交，但它们并不能真

正的满足每个人的心里所需。所有人都在期待一位救主。

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一个专门为他预备的世界。“及至时

候满足”，他就诞生了（加 4:4）。

7．神在哪两个方面通过罗马人为基督做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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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约圣经研读

课程 1.2  
新约背景：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

希律家族统治时期
基督在世的时候，正是希律大帝和他的家族统治巴勒斯坦的时

期。希律大帝的父母来自附近的以土买（Idumea，即古代的以东），

在希律大帝出生以前就被迫接受了犹太教（Ehrman 2000，215）。于是，

罗马人把这个希律大帝当作为犹太人的王。希律大帝于公元前 37-

公元前 4 年间在位，他以卓越的建筑工程和暴政出名。只要是他觉

得对自己的王位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杀掉，他杀害了他的妻子、他

妻子的母亲、舅舅、他的堂兄弟、他的三个儿子（Gromacki 1974，

16）。所以当希律王要下令杀害伯利恒村庄里的所有婴孩的时候（太

2），虽然很悲惨，但你不会因此感到震惊了。希律大帝去世后，他

的王国被三个儿子分割：亚基老 (Archelaus), 腓利二世 (Philip 二 )、

安提帕 (Antipas)。

亚基老自公元前 4 年至公元 6 年，统治犹太、以东和撒玛利亚。

约瑟和马利亚从埃及回来的时候，特意绕路避开犹太地，因为当时

犹太在亚基老的统治下（太 2:19-23）。

希律·腓利二世于公元前 4 年—公元 34 年，统治以土利亚 (Iturea)

和特拉可尼 (Trachonitis) 东北部疆域。凯撒利亚腓立比 (Caesarea 

Philippi) 也在他的统治范围内（太 14:3，路 3:1）。

希律·安提帕于公元前 4 年—公元 39 年间任加利利 (Galilee) 和

比利亚 (Perea) 的分封王。福音书里通常提到他。施洗约翰控诉他犯

奸淫的罪，因为他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施洗约翰也是因

为这样的控诉而丧命（太 14:1-2）。耶稣称安提帕为“狐狸”（路

13:32）。希律·安提帕也参与了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受审过程（路 23:7-

12）。

希律·安提帕之后，由亚基帕一世继位，统治加利利、撒玛利亚

和犹太地（公元 37-44 年），他是希律大帝的孙子。使徒行传 12 章

曾写到，他杀死了西庇太的儿子雅各，把彼得收到监狱里。使徒行

传也简单描述了这一位希律王的死（徒 12:21-23）。

希律·亚基帕二世———希律大帝的曾孙，是希律家族里最后一

位统治者（公元 50-100 年）。亚基帕二世当时是犹太地的王，在保

罗被带到凯撒利亚非斯都面前接受审判的那一幕（徒 25-26），亚

基帕二世也在其中。他同意非斯都的看法，释放了保罗（徒 26:31-

32）。

1.2.1 目标  
描述希律家族的六位统治者；

描述大祭司、圣殿和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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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1章  新约背景：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

课程 1.2  

罗马政权
基督在世的时期，本丢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被凯撒任命为管

辖犹太地的罗马官员（公元 26-36 年），主持了对耶稣的审判。彼

拉多一开始说“他没有犯罪”，但最终却判了主的死罪（约 18:38-

19:6）。基督死后不久，罗马把彼拉多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职务撤回来，

在公元 36 年命他为罗马大帝面前的高级官员。自此之后，关于彼拉

多的记载很少了。

8．彼拉多的地位与希律·安提帕有什么不同？

巴勒斯坦统治者列表

统治者 地域 时期 经文记载

希律大帝 巴勒斯坦

亚基老

希律·腓立二世

希律·安提帕

希律·安基帕一世

希律·安基帕二世

本丢彼拉多
   

9．归纳每一位巴勒斯坦统治者的相关信息，完成上边的表格。

宗教方面

掌权者

在这个艰难的时代，犹太人宗教方面的事务都是由犹太大祭司

和公会掌管。新约也列举了三位当时的大祭司：（1）该亚法 (Caiaphas)

是耶稣受审时的大祭司（约 18:13）；（2）该亚法的岳父亚那 (Annas)

是前任大祭司。他也参与了耶稣受审的过程（约 18:24）。（3）亚

拿尼亚 (Ananias) 是保罗受审时公会的大祭司（徒 23:2）。

敬拜场所

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宗教生活的中心，来自各地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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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约圣经研读

课程 1.2  
都到这里来敬拜、献祭、观看宗教盛会。因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而发

展起来的会堂，相当于他们的学校、社交中心、安息日教圣经的地方，

在这里没有设牧师或者献祭仪式。对于那些居住在离耶路撒冷较远、

很少去圣殿的犹太人来说，地方会堂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和宗教教导

的地方。在会堂敬拜中，人们在确定的时间里祷告。耶稣和早期的

基督徒常常在会堂里敬拜（路 4:16-30；徒 13:14；26:11）。

10．在基督的时代，耶稣是如何使用圣殿和会堂的？

旧约和新约圣经
犹太人视旧约圣经为神的书，他们相信它包含了神的律法和旨

意。旧约圣经教导：只有一位神，生命的全部都在他的掌管下。犹

太人相信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神会帮助和拯救他们（路 2:25）。

新约圣经完成了神向人类的启示他自己的记录。它清晰地教导

所有人关于这一位永活真神的永恒真理，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正

如旧约圣经成为了犹太人的生活准则，同样，有关耶稣生平和教导

的书信和书卷也发展成了新约的正典。虽然有很多标准被用来衡量

到底哪些书是真正的准则，但最核心的标准是神的默示。神的默示

主要由几个方面决定：作者是使徒或是与使徒同工的人、内容是规

范正统的教义，以及在早期教会里被接受为模式的和权威性的。

11．衡量哪些书卷可以被纳入新约真经的基本标准是什么？支

撑此标准有哪三个因素？

12．由于理解新约圣经的关键通常都是在于旧约圣经内容，那

么你有什么实际的方法可以加增你对新旧约圣经的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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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1章  新约各书

课程 1.3  
新约圣经各书

新约圣经27卷书
新约圣经的 27 卷书一共可分为以下四类。如果你还没熟悉新约

圣经里的每一卷书，按顺序记住它们的书名能帮助你更容易地阅读

整本新约圣经。

历史书：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马太福音——使徒行传）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组成了四福音书。

每一位福音书作者带着不同的写作目的，受圣灵感动，从不同的角

度强调了耶稣本性的不同方面：

• 旧约许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是犹太人的盼望所在，马太福音

通过展现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向我们勾勒了这些预

言的成就。这部书把耶稣的教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 在马可福音里耶稣是“主的仆人”，为天父的工作和旨意忙碌。

因此，马可福音比较注重基督所做的工，尤其是救赎的工。

• 路加福音强调耶稣是“人子”，是人最完美的样式。作为世

界的救赎主，耶稣献上自己的生命“寻找和拯救失丧的灵魂”

（路 19:10）。基督的爱和关怀是此福音书的重要思想。

• 约翰福音把耶稣介绍为“神的儿子”，他是永恒的“道”，

他来是要向所有人把神自己表明出来的。此福音书描写了基

督和他周围的人的关系。讲述了耶稣所遇到的人以及他是如

何改变他们的生命的。当人们承认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时，

就得着永生。

使徒行传作为路加福音的延续，展现了复活的基督是“施洗者”，

通过已从圣灵得着能力的使徒来做工。使徒行传是第一部教会历史

书，它描述了教会的起源和“直到地级”的发展过程（徒 1:18）。

13．五卷历史书是如何描述耶稣的？

保罗书信（罗马书——腓利门书）

新约圣经的书信不仅仅解释了耶稣是谁和他做了什么，并且告

诉了信徒们如何应用他的教导。使徒保罗共写了 13 封书信，也许可

以被分为四类。（现在暂不要去背诵这些书信的书名，我们之后将

重点花时间在保罗的书信上）

1.3.1 目标  
新约圣经可分为哪四类，并

把各卷书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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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3  
1. 有关得救的书信：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加拉太书；

2. 在监狱里写的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腓利

门书；

3. 有关将来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

4. 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提多书。

14．按顺序背诵五卷历史书和保罗的十三封书信。

致所有人的书信（希伯来书——犹大书）

不同的人写了新约圣经剩下的八封书信。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

两类：

1. 给正遭遇患难的人的书信：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

2. 有关假师傅的书信：彼得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

随着时间的发展，遭遇患难和假师傅的问题日愈严重。对基督

徒的迫害一开始来自不信主的犹太人，公元 64 年后，发展成为了罗

马政府的迫害。耶稣提醒跟从他的人，将会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

（太 24:24）。保罗同样提醒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会有这样的威胁（徒

20:29-30）。到了公元二世纪，假师傅诺斯底教（Gnostics）声称有

特别的属灵知识，开始在教会里制造事端。约翰书信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反驳那些最终会发展成熟为诺斯底主义的假教导。

15．按顺序背诵新约圣经的二十七卷书。

天启性书信：启示录

启示录在写作手法上混合了三种写作方式：（1）这是整本圣

经的最后一卷书，它以“启示”（apokalupsis）开始（启 1:1），

apokalupto 是希腊语“启示或揭开”的意思。启示性写作手法使用异

象、象征等揭开未来，如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也使用

了这种写作手法；（2）启示录 1:3 里，约翰说到“这书上的预言”。

预言性写作手法讲述了神有关现在和未来的话语，所使用的异象和

象征较启示性写作手法少。旧约里的大小先知书也运用了这种写作

手法。（3）约翰也写作了《启示录》，从开始的问候到第 22 章，

都说这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启 1:4）。另外使用这种书信写

作手法的还有保罗和彼得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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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1章  新约各书

课程 1.3  
启示录显示了神对撒但、良善对邪恶的最终胜利。它启示了救

赎的完成。保罗写到神的目的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

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 1:10）约翰对此也有同样的理解，他

记录了他从天上的异象中所听见的话语：“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

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11:15）

16．解释启示录的三种写作手法。

下表归纳了新约圣经的一些资料，我们鼓励你在学习整个课程

的过程中要复习这张表。

新约圣经

分类

（大类）
书名 分类（小类） 日期 * 作者

历史书

（5）

马太福音

对观福音

60-69 马太

马可福音 55-65 马可

路加福音 60-63 路加

约翰福音 80-95 约翰

使徒行传 63 路加

保罗书

信（13）

罗马书

有关得救的书

信

57

保罗

哥林多前书 55-56

哥林多后书 55-56

加拉太书 48-49

以弗所书

在监狱期间写

的书信

60-62

腓立比书 60-62

歌罗西书 60-62

腓利门书 60-62

帖撒罗尼迦前书 有关未来的书

信

51-52

帖撒罗尼迦后书 51-52

提摩太前书

教牧书信

62-66

提摩太后书 67

提多书 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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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3  

希伯来

书和普

通书信

（8）

希伯来书
给遭遇患难的

信徒的书信

67-69 未知

雅各书 45-49 雅各

彼得前书 60-63 彼得

彼得后书

纠正假教导的

书信

66-68 彼得

约翰一书 85-95 约翰

约翰二书 85-95 约翰

约翰三书 85-95 约翰

犹大书 70-80 犹大

天启性

写作
启示录 95 约翰

备注：* 上表中各卷书的写作时期是大概的日期，确切的日期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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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4  
新约圣经各书里的基督

圣经包含了 66 卷书。整本圣经围绕着一个主题——耶稣基督。

下表总结了新约圣经的各部分内容是如何跟耶稣基督这一主题挂钩

的（Dunnet 1963，6）。

历史书：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新约圣经

分类 主题内容

历史

（马太福音 -

使徒行传）

福音书记录了基督的生平及在世时所做的工。使徒

行传是基督的事工的延续，它告诉我们基督通过他

的身体——教会做工。

书信

（罗马书 -

犹大书）

书信对基督及其跟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

释。它们说明了他的死和复活的意义，对救赎和成

圣也作了解释并说明如何应用，维护了我们在基督

里的自由，解释了我们为基督所要受的苦，描述了

我们在基督里的祝福。

先知书

（启示录）

启示录宣告了基督将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

来。创世记记录了神如何藉着基督开始，而启示录

则记录了神如何藉着基督完成。耶稣将完成神在伊

甸园开始的工作。他会审判罪恶，所有的受造之物

都要敬拜他。

基督是新约圣经里每一部分的主题

学习以下新约圣经每卷书里对基督的描述和刻画。

这五卷历史书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归类划分。也许有人会把四

福音书看作是耶稣事工的历史传记，而把使徒行传看成是耶稣升天

后从耶路撒冷向外扩展这一过程所发生的事情的历史记录。另外一

种分类的方式是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看作是相类似的

关于基督传道的记载；因为约翰福音跟其它三部福音书的相同之处

不多，通常都被单独看待。路加的写作通常被称为“路加福音—使

徒行传”，因为它们是同一部作品的两卷书（Keener 1993，185）。

17．描述每一卷历史书里的基督。

1.4.1 目标  
请概括新约圣经每一种分类

所刻画的基督的三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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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学习每卷历史书的时候，要知道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并

不是简单地在记录历史。例如，路加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重点

突出了圣灵的工作。他的出发点也许就是记录历史，但很多保守派

的圣经学者相信他是有意在写神学（Craddock 1990，2–3）。就像神

通过旧约圣经里的先知把自己的话语告诉全人类，在新约圣经里，

神同样可以使每一位作者根据神自己的旨意和目的来写作。不管人

以怎样的角度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书，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所写

的是谁。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所描写的基督的形象

书名 基督的形象 参考经文

马太福音 弥赛亚—— 犹太人的王 2:1-2；27:37

马可福音 来救赎我们的仆人 整卷书

路加福音 人子，所有人的救赎主 6:5；19:10

约翰福音
神的儿子，给信他的人永恒的生

命
3:16-17

使徒行传

用圣灵给信徒施洗的那一位

给信徒能力去见证他自己的那一

位

升天的主

坐在天父右边的那一位

1:5；2:4

1:8

1:9

7:56

保罗书信：从罗马书到腓利门书
对于圣经里的某些书卷，要总结出一个单独的主题是比较困难

的。保罗的书信是写给当时不同教会的，这些书信是针对他们的各

种需要产生的不同问题。保罗的一些书信是在监狱里写的；其它的

似乎就是在盛情接待他的舒适的家庭里写的。圣灵使用他去教导、

纠正、鼓励和建造基督的身体。神最清楚基督的新妇最需要什么，

他也及时地满足新妇的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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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1章  新约各书里的基督

课程 1.4  
保罗 13 封书信里描写的基督的形象

书名 基督的形象 参考经文

罗马书
我们的义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的那一位

3:22

6:15-18

哥林多前书 从死亡里来的初熟的果子 15:20

哥林多后书 担当我们的罪的那一位 5:21

加拉太书 律法的终结 3:10，13

以弗所书 教会所有的能力和权柄的头 1:20-23

腓立比书 神通过他满足我们的所需 4:19

歌罗西书

未见之神的形象

造物主

身体，教会的头

1:15-18

2:9

1:18

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们再来的主 4:15-18

帖撒罗尼迦后书 再来的世界的审判者 1:6-10

提摩太前书 神和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 2:5

提摩太后书
赐给忠心的牧羊人和信徒冠冕

的赏赐者
4:8

提多书
给我们恩典成为圣洁的伟大的

神和救赎主
2:13

腓利门书 我们的主、生命的主宰 整卷书

18．解说至少五个保罗书信里所描述的基督的形象。

致所有人的八封书信：希伯来书和七封普通书信
早期教会所面临的两大难题是逼迫和错误的教导。普通书信很

清晰地表明耶稣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有可能并不是以大家期

待的方式来回答了这些难题。这些书信提醒读者，耶稣经历过苦难

和逼迫。而面对苦难的秘诀就是相信神，保持与基督的身体的连接。

面对错误的教导，就要不断地学习增强对神的认识和信心的成长。

这些劝勉警戒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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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4  

致所有人的八封书信里描写的基督的形象

书名 基督的形象
参考经

文

希伯来书

他完美展现了神的形象；他

超越所有人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

献上自己的血

1:3

9:11-15

雅各书
他要求信心要有行为，他是

病人的医治者

1-5

5:15

彼得前书
我们灵魂的牧者，为我们受

苦
2:22-25

彼得后书
耐心的主，将会再来审判世

界
2:8-10

约翰一书
从水和血生的，生命之道

我们真理和行为的标准

1:1；5:6

1:5-7；3:3

16；4:17

约翰二书 真理和爱的结合 3

约翰三书

把“雷电之子”（约翰，原

本脾气暴躁）改变为充满爱

和真理的使徒

整卷书

犹大书 与众圣徒再来的主 14

19．说出希伯来书和普通书信所描述的基督的五个形象。  

启示性书信：启示录	 	
启示录是一本很复杂的书，它里面充满了难以想像的各种受造之物

的形象，还有离我们今天现实生活很远的事情。然而，与路德（Luther）

早期的评价（路德认为启示录既没有教导也没有让人认识基督，

Koester 2001，11）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确实是整卷书的主

人公。不管约翰写作的出发点是什么，他始终把核心焦点放在得胜

的基督身上。胜利摆在每一位持守忍耐到底的信徒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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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4  
启示录里描写的基督的形象

书

名
基督的形象

参考

经文

启

示

录

驾着云再来的那一位，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看见。 1:7

是在灯台中间走动的那一位，从死里复活，并

存到永远。

1:13, 

18

是手握死亡和阴间钥匙的那一位 1:18

恨尼哥拉党人行为的那一位 2:6

手持锋利的双刃剑的那一位 2:12

他是神的儿子，眼目如火焰、脚如光亮的铜 2:18

他是那羔羊，从父神的右手接过书卷的那一位 5:6-7

将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位以色列的儿子 12:5

将会再来接他新妇的那一位新郎 19:7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9:16

是阿拉法，俄梅戛；是首先和末后，是始，是

终
22:13

20．归纳启示录所描写的基督的三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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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选出最佳答案。

1. 哪群人为基督的到来修直道路做了预备？

a) 希腊人

b) 罗马人

c) 撒玛利亚人

d) 犹太人

2．希腊人主要在哪方面为基督到来预备？

a) 语言

b) 宗教

c) 政府

d) 军队

3．犹太人最高法院被称为												。

a) 最高法院

b) 七十士

c) 公会

d) 亚略巴古

4．公会里的大祭司和领导阶层是								。

a) 法利赛人

b) 撒都该人

c) 利未人

d) 奋锐党

5．希律·亚基帕二世听了谁的受审过程？

a) 耶稣

b) 司提反

c) 彼得

d) 保罗

新约圣经研读 Berean BIB212.indd   22 15/3/10   下午2:33



23第1章  新约概述

自我测试

6．耶稣受审时的大祭司是谁？

a) 亚那

b) 亚拿尼亚

c) 迦玛列

d) 该亚法

7．把书卷纳入新约真理准则的最核心的标准是 :

a) 罗马主教的评价

b) 书卷的年龄

c) 神的默示

d) 书卷的篇幅长短

8．保罗共写了多少封书信？

a) 5

b) 8

c) 13

d) 15

9．使徒行传被归为哪一类书？

a) 保罗写的书信

b) 历史书

c) 启示类书信

d) 致所有人的书信

10.	基督在哪一卷书里被作为“我们的义”来描写？

a) 罗马书

b) 加拉太书

c) 希伯来书

d) 彼得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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