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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学习神与人所立的新约  

在这个课程中，你将学习新约：神通过基督耶稣与世

人所立的新的约定。新约讲述的是：神怎样将我们从永死

中拯救了出来；我们怎样通过基督被带入祂的国度；怎样

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祂的大能。它还向我们描述了基督的荣

耀再来，以及我们在祂里面奇妙的命运。  
第一单元首先概述了新约各卷书及其写作时间，接着

介绍了耶稣早期生活和事工的有关书卷。你将学习有关祂

独特信息和祂所行神迹的四部福音书。你还将学到有关祂

的居住地和写祂的人的知识。  
第二单元查考的几卷书描述了教会的产生及其在整

个罗马帝国中的扩展。在这个单元中，你将沿着使徒和信

徒向犹太人、希腊人、奴隶和奴隶主、衷心的追求者和怀

疑论者宣告救赎的好消息时的脚踪进行学习。你将学习写

给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不同会众的书信，以了解他们的喜

乐和存在的问题。你将看到教会是怎样形成的，以及神的

大能是怎样给教会以支持的。  
第三单元介绍的几卷书是正当教会不断扩展时写的。

在这个单元中，你将看到教会如何面对那些仇视她的人的

逼迫和那些否认主的人的假教训。你将认识到设立教会领

袖的标准，了解到教会未来的荣耀。在这个单元里，你还

将看到新约是怎样被一代一代地传给我们的。你将了解

到：今天，当我们寻求认识神并事奉祂时，为什么要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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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教会。  
当你学完上述全部内容后，你将认识到新约是神传达

给你的信息。你所学到的事实将帮助你理解新约的真理，

并将这些真理教导给其他人。当你学习的时候，求神赐福

给你！  

两约之间的历史  

也许你已经完成了旧约的学习。如果是这样，你一定

还记得其历史记载是以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一

事件结束的。但是，当我们打开新约时，发现罗马人已经

控制了耶路撒冷。那么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段时间之

内，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  
公元前 586 年最后一批犹太人被巴比伦人从耶路撒

冷掳走。这些犹太人被掳期间，波斯人征服了巴比伦人。

波斯人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于是他们中的少数人归

回，结束了他们长达 70 年的被掳生涯。回到耶路撒冷的
犹太人在这里重建圣殿并住了下来。但是，许多犹太人却

未能返回巴勒斯坦地，有的留在巴比伦，其余人最终分散

在各个国家。历史上，称之为“散居的犹太人”，这个术

语与“分散”一词相关，意思是“散布或流散”。  
后来，波斯人被年轻的亚力山大大帝征服。亚力山大

的军队占领了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内的辽阔地

域。亚历山大 33 岁的早逝，其帝国未能存留多久就灭亡
了。但他引进的希腊文化和思想对巴勒斯坦和整个古代世

界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公元前 323 年亚力山大死后，巴勒斯坦被一系列的其

它外邦强国统治过。西流基（Seleucid）王朝的统治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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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Ⅳ、公元前 175 -164）试图强迫
犹太人接受希腊文化，他禁止他们进行传统崇拜并亵渎他

们的圣殿。公元前 167 年犹太人起义，反抗这一邪恶法令。
几年以后，他们重新控制了耶路撒冷，并洁净了圣殿。他

们为争取独立所进行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142 年。这
段时期被称为马加比（Maccabean）时期，以犹太军队的
铁腕领袖犹大·马略比（ Judas Maccabeas，“拿铁锤的人”）
的名字命名。  

犹太人的独立时期从公元前 142 年持续到公元前 63
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将军庞贝（Pompey）接管。在这一
期间，哈斯摩里（Hasmonean）的领袖们继续与外邦统治
者进行着斗争，但他们内部也出现了纷争。哈斯摩里的领

袖们是西门·马加比（Simon Maccabeas，犹大的兄弟之
一，犹大于公元前 161 年被杀）的后裔。与此同时，罗马
政权却在不断发展强大，大约从公元前 200 年开始，它就
已经是这一地区的一个主要势力了。最后，哈斯摩里的领

袖们于公元前 37 年被罗马指定的犹太人统治者希律王杀
害。基督降生时，正是希律执政时期。  

记住两约之间的这些历史事实对学习新约将很有帮

助，这期间发生的事件影响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基督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降生。  

课程概述  

《国度、权柄和荣耀——新约概论》是帮助教牧同工

全面了解新约内容的一门课程，着重阐述新约各卷书的历

史背景、人物及教训。它将帮助教牧同工理解新约，从新

约的可靠性里获得信心，并更好地装备自己，以便把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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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给其他人。  

课程目标  

学完本课程后，你应能够：  
1. 叙述新约各卷书的历史背景、作者和教训。  
2. 指出与新约背景、耶稣的生平和早期教会发展有关的
重要地点。  

3. 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把新约当作是耶稣生平和使徒教
训的可靠、准确的记载。  

4. 把新约看作神赐给你的信息，把真理更为完全地分享
给其他人。  

教材  

《国度、权柄和荣耀——新约概论》将作为这门课程

的教材和学习指南。课程所引用的经文来自中文合和本圣

经。  

学习时间  

每课实际所需时间部分取决于学习前你对课文主题

知识的了解和学习技巧的掌握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你能多

大程度地遵守学习指导和提高学习技巧，后两者都是自学

所必须的。制定一个学习计划表，以便你能有足够的时间

达到本教材作者所规定的目标和你自己的学习目标。  

课文结构和学习方法  

每课包括：1）课文标题，2）序言，3）课文大纲，4）
课文目标，5）学习要领，6）关键词，7）课文进程和习
题，8）自测题，9）自测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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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和目标将使你对课文主题有一个大概的认

识，帮助你在学习中抓住要点，并明确学习内容。  
课文进程中的大部分习题都可以回答在课本提供的

空白处，较长的答案写在笔记本上。当你把答案写在笔记

本上时，一定要记下问题序列号和课文标题。这将为你做

单元学习报告时复习。  
在你独立完成答案之前，不要查看参考答案。如果你

能独立回答习题，你对所学的内容将记得更加牢固。答完

习题之后，与课后的参考答案对照检查。然后对回答错误

的进行修改。答案的排列顺序不遵从通常的数字序列，以

防你不经意地看到下个问题的答案。  
这些习题都很重要，将帮助你记忆课文中出现的要

点，并运用你所学到的原则。  

怎样回答问题  

在这本学习指南里，有若干类不同类型的习题和自测

试题。以下是其中几种类型的习题及其答题方法的实例，

其它类型的问题将在课文里做具体介绍。  

选择题。要求你从给出的几个选项中，挑出一个最正确

的一项。  

例子：  
1 圣经共有：  

a) 100 卷  
b) 66 卷  
c) 27 卷  

正确答案是 b）66 卷，在 b)上画一个圈，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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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共有：  
a) 100 卷  
b) 66 卷  
c) 27 卷  
（某些选择题可能有几个正确答案，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在每个正确答案前的字母上画圈）  

判断题：要求你从若干个选项中选择出正确的陈述。  

实例：  

2 下列句子中哪些是正确的？  
a) 圣经共有 120 篇。  
b) 圣经是赐给当今信徒们的信息。  
c) 所有圣经作者都是用希伯来文进行写作的。  
d) 圣灵感动了圣经作者们  

ｂ和ｄ是正确的。如上所示，你应该在这两个字母上

画圈。  

配搭题。要求你把相配的选项放在一起，例如：名称及

其描述，或圣经书卷及其作者。  

实例：  

3 把领袖名字前的序号填写在恰当的语句前，该语句应

该是对其作为的描述。  
.. ..a 在西奈山接受律法  
.. ..b 率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  
.. ..c 围绕耶利哥城。  
.. ..d 曾生活在法老的宫殿里  

1）  摩西。  
2）  约书亚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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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和 d 指的是摩西，ｂ和ｃ指的是约书亚。如上所示，
你应该在ａ和 d 的旁边填写１，在ｂ和ｃ的旁边填写 2。 

本课的学习方法  

如果你准备自学这本国际函授学校课程，那么你所有

的作业都可以通过信函寄给国际函授学校。尽管这门课程

是为自学者编写的，你仍然可以通过参加学习小组或辅导

班来完成学业。如果你这么做了，指导老师可能除了讲授

课本上的内容外，还会额外讲授一些其它的内容。如果这

样，你一定要按照他的安排进行学习。  
你可能还想把这门课程用到家庭查经小组、教会里的

一个辅导班或一所圣经学校里，你将看到这门课程的主题

内容和学习方法将非常适用于你的这些打算。  

单元学业报告  

本书的后面是单元测试和答卷纸。按照课程和单元测

试中的指导完成测试并将答卷寄给你的指导老师，让他批

改你的作业并提供建议。  

证书  

成功完成本课程，并在老师提供的单元测试的最后分

数的基础上，你将收到你的结业证书。  

关于作者  

本 教 材 由 Jean-Baptiste Sawadogo 和 Marcia A. 
Munger编写。Jean-Baptiste Sawadogo毕业于 Burkina Faso
（布基纳法索）的 Protestant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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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他曾在英国的 International Bible Training Institute（国
际 圣 经 培 训 学 院 ） 进 行 过 学 习 ， 并 在 University of 
Ougadougou 从事研究生工作。他在 Burkina Faso（布基纳
法索）Nagabagré的 Assembly of God 圣经学校任教。
Marcia A. Munger 是 比 利 时 布 鲁 塞 尔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Institute（国际函授学院）发展系的一名
传教士。她从加利福尼亚，La Mirada 的 Biola 大学获取
了艺术学士学位，在加拿大 Vancouver 的 Regent 大学获
得了她的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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