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 

新约和新约世界 

基督降世的历史背景受到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罗马

政权、希腊文化和犹太信仰。你将从本课看到神怎样使用

这三个因素预备适当时间，让祂的儿子开始地上的事工。

正如加拉太书 4：４所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为我
们差遣祂的儿子来。  

本课还将对新约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神通过人写成

新约，并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新约的二十七卷

书包括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文体，写作时间和写作环境各不

相同，有的书卷是针对具体问题写的，有的书卷是为讲述

特定事件写的。但所有书卷里都包含有一个重要信息：神

已经藉着耶稣基督和人立了一个新约。  

你从本课所了解到的事实将帮助你认识到神在每个

历史事件背后的作为。这些事实也将帮助你更完全、更深

刻地理解神赐给我们的奇妙新约。  

课文大纲  

新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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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书卷  

课文目标  

学完本课后，你应该能够：  

 准确阐述新约时期里的主要人物、团体和风俗。  
 明白“及至时候满足”和基督降世的事实。  
 阐述新约各卷书的作者、基本内容以及写作年代。  

学习要领  

1. 阅读本课序言、课文大纲和目标。在学习过程中，它
们将帮助你明确应该掌握的内容。  

2. 通读课文并完成所有练习。用课后所给出的参考答
案，检查你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弄懂你不认识的关

键词。  
3. 完成课后的自测题，并仔细检查答案，复习未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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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  

公元后  
启示类文学  
公元前  
按年代顺序排列  
割礼  
散居的犹太人  
希腊化的  
两约之间  

犹太教  
弥赛亚  
异教的  
巴勒斯坦  
逾越节  
五旬节   
法利赛人  
哲学  

转信犹太教者  
安息日  
撒都该人  
犹太人议会（公会）

文士  
七十士译本  
会堂  

课文进程  

新约世界  

有几种不同力量参与了新约世界的形成。写作新约时

正是罗马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但新约原文用的是希腊

语。新约中讲到耶稣是犹太人，祂是旧约经文中预言的弥

赛亚。此外，我们还能在新约的字里行间中，了解许多人

信从各种异教和神秘崇拜。是什么力量推动了新约世界的

形成？  

罗马政权  

目标 1. 指出罗马政权在哪个方面使福音得以迅速传播
开来。  

路加福音 2：1 写道：“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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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凯撒是对罗马皇帝的称呼。在新

约的有些地方，罗马皇帝也被称为“君王”（例如：彼前

2：17）。新约著述期间，罗马帝国从地中海西端，一直扩
展到幼发拉底河的近东。这一大片地域都在罗马帝国的统

治之下。罗马人将他们的帝国分成了若干个省及拥有军事

基地的地区。新约里提到了其中几个省的名字，如：马其

顿、亚该亚、叙利亚，亚西亚，加拉太和旁非利亚。  
罗马政权的强盛带来了行政统一、军事和平以及经商

和旅游的自由。罗马所征服的各个国家都处在同一政权的

统治之下。在罗马的和平得到稳固的同时，各国之间的战

争也就停息了。罗马公民享有特殊的保护，他们可以在帝

国内到处行走，不必担心被误捕或受伤害。例如，为把基

督的信息传到新地方而被神大大使用的使徒保罗，就依靠

了那时他作为罗马公民所享有的这个特殊保护。（参见徒

16：38；22：29）。  
罗马人非常擅于修路架桥，这些道路使得强盗无处容

身，也让罗马首都与帝国的其它地区相连接，真可谓“条

条道路通罗马”。同时，各海域的海盗也被清除尽净，旅

行和通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自由和轻松。  

注意：  在回答以下问题之前，请先复习课程介绍中的答
题指导。回答其它问题时，如果有需要，也请参

考这些指导。  

1 完成这个句子。基督完成祂在地上的事工之后，在很

短的时间内，福音传遍了整个世界。其原因之一是罗

马人修建了很好的道路，把罗马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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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了起来。  





 



新约和新约世界 23 

希腊文化  

目标 2. 说明希腊文化的哪个关键方面使世界做好了听
到基督信息的准备。  

虽然罗马人是世界的行政统治者，但支配世界文化的

却是希腊语和希腊思想。在地中海一带实行统一的语言是

亚历山大大帝的雄心壮志！他征服各个领地的同时，也采

取步骤同化他统治下的各个民族。在帝国的每一个地方都

教授希腊语，于是希腊文化被引进作为思想和生活的模

式。这一举措对新约世界的人们产生了深刻影响。希腊文

化也被称为希腊化的（Hellenistic）文化。这个术语源自
古希腊（Hellas），即希腊领地的原名。接受希腊文化熏
陶的人被称为希腊化者（Hellenist），尽管他可能并非一
出生就是希腊人。  

虽然亚历山大统治的帝国时间不长，但其文化的影响

却是巨大而深远的。许多世纪里，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存留

有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印记。希腊的风俗习惯流传甚广，许

多城市效仿希腊的建筑风格。希腊人对有关宇宙的起源及

其价值、神与人、对与错等各种问题的探索意识，也被深

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民族所接受。希腊语成为统治者和奴隶

们采用的共同语言。信函、诗歌和公文均用希腊语书写。

在新约中，“希腊人或希利尼人”这个词，指的不仅是希

腊公民，也指那些说希腊语的人，或非犹太民族的人，这

个词随处可见。  
当罗马人执政时，他们发现用希腊语同占领地人们进

行对话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年轻的罗马人被送到位于雅

典、罗得岛、大数的希腊大学接受教育。最后，罗马本土

也开始广泛使用希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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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出生于希腊的人被称为希腊化者。  
b) 希腊帝国土崩瓦解后，其影响也随之消失。  
c) 罗马人用希腊语来处理涉及占领地的事务。  
d) 非犹太民族的人，有时在新约里被称为希腊人或
希利尼人，尽管他们并没有希腊人血统。  

用希腊语作为表达基督信息的载体，确实是最佳的选

择，因为希腊语被如此广泛地使用，所以使徒们用希腊语

布道时，根本不需要翻译。这种语言的广泛使用，也说明

了为什么新约几乎都是由犹太人写的，原文用的却是希腊

文。当基督带着神赐给全世界的信息来到世上时，使这信

息得以传播开来的一种通用的语言已经存在了。  

3 通过运用希腊文化，帮助预备世界得以听到基督信息

的最重要方法是：  
a) 其被许多地方效仿的风俗习惯和建筑风格。  
b) 被整个罗马帝国广泛使用的希腊语。  
c) 寻求认识宇宙价值的探索意识。  

犹太信仰  

前面的学习让我们了解到：神如何使用罗马政权和希

腊文化去预备世界，使其能听到基督的信息。出于同样的

目的，神也使用犹太人和犹太信仰，祂把自己启示给犹太

人，并向他们预言了那将要来的弥赛亚。这些启示和预言

都被记载并收集在旧约中。作为犹太人在被掳时期和两约

之间生活和信仰发展的结果，旧约教义被传播到了世界的

许多地方。你将在下一节中了解到这些发展历程。但在继

续学习之前，请先完成以下练习。该练习将帮助你重温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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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之间发生的重要事件。  

4 将课本翻到课文简介，再读一遍标题为“两约之间”

的课文部分。完成以下句子，在空白处填写正确的名

字、词语或日期。  

犹太人被掳走 70 年之后，…………………允许他们返
回耶路撒冷。他们的帝国后来被………………打败，他死
于公元前……………。此后，一系列外邦势力先后统治了
巴勒斯坦。犹太人于公元前………起来反抗这些人的统
治。他们重新控制了耶路撒冷并且独立，直到公元

前……………庞贝（Pompey）打败他们为止。后来，公元
前 37 年，……………被…………任命为犹太人的统治者。 

两约之间的犹太教．．．．．．．． 

目标３ . 说出两约之间犹太教的几个发展历程——它们
为使世界听到基督的信息做好了准备。  

在犹太人被掳时期和两约期间，犹太教经历了三个主

要发展历程。兴起了一些以会堂形式进行的崇拜，许多非

犹太人信从了犹太教，并且旧约经文被翻译成希腊文。  

1. 会堂。当犹太人被掳走时，他们随身带着旧约经
文。这些经文成了他们信仰活动的基础。被掳期间，他们

无法到圣殿做礼拜，也无法献上牲祭，但他们对这位独一

真神的崇拜却没有停止。  
他们聚集到一个被称为犹太会堂的群体里，对经文进

行讨论并接受经文中的教导。十个或十个以上的男子可以

组成一个会堂，一个城市可能有不止一个会堂。会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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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律法和先知书中的经文的学习。先知书讲到了那位

能救神子民的弥赛亚的到来，当犹太人读到这些著作时，

他们便开始寻求这位能救他们脱离被掳生涯的救主。  

2. 非犹太人信从犹太教。在犹太人被掳生活在巴比
伦期间，神通过他们使自己的名为巴比伦人所认识。如，

旧约但以理书记载了尼布甲尼撒王怎样从但以理和他的

三个朋友（这几个年轻人都是被他掳到巴比伦来的）的经

历中见证了神的大能，他不得不承认但以理的神是“万神

之神，万王之王”（但 2：47），犹太人因而获得敬拜和宣
讲他们的神的自由。尽管他们获准归回耶路撒冷，但还是

有许多人留在了巴比伦，之后又到帝国的其它各个地方定

居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他们是对神和应许给他

们的、那将要来的救赎主的信心。因此，当我们在马太福

音 2：1-2 中读到几个博士在星的引导下，从东方来到耶
路撒冷寻访并敬拜犹太人新生王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

的了。  

5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会堂崇拜是犹太人居住在巴比伦期间开始的。  
b) 被掳之后，犹太人就不再教导律法了。  
c) 会堂崇拜包括对律法和先知书的学习。  

那些既没留在巴比伦，也没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去

了诸如埃及、希腊、马其顿、罗马以及小亚细亚的各主要

城市。（正如你在课文介绍中所学到的，这些分散到各地

的犹太人被称为“散居的犹太人”或“侨居者”）。最后，

整个地区所覆盖的各个国家中都有犹太人的定居点。实际

上，侨居在外的犹太人远远多于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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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居的结果之一是：有关这位独一真神和那位将来的

弥赛亚的教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相当多的住在巴勒斯

坦和其它地方的非犹太人信从了犹太教，同时认识到这才

是远远超越于外邦人信仰之上的信仰，这些人被称为“转

信犹太教者”和“畏神者”。转信犹太教者是那些顺从律

法中的全部律例和接受割礼的人。他们被当作是犹太人社

会中的真正成员。畏神者是那些接受犹太信仰的教导但并

不履行律法义务的人，他们不具备真正的犹太人资格。  

3. 七十士译本。无论犹太人走到哪里，旧约经文都
要随身携带，并在他们自己的会堂里传讲其中的内容。就

在两约之间的这个时期，旧约被翻译成希腊文，这个译本

诞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之所以称其为七十士译本（原

文为 Septuagint，“七十”的意思）是因为这个翻译工作
是由七十二位学者完成的。在基督降生之前，这个译本推

动了旧约教义在整个希腊语地区的传播。它的读者包括犹

太人、转信者、新约作者和第一批福音传教士。  

6 在笔记本上，写出下列各名词的简短定义。  
a) 散居的犹太人  
b) 转信犹太教者  
c) 畏神者  
d) 七十士译本  
e) 会堂  

7 两约之间，许多非犹太人听到了有关那将要来的弥赛

亚的信息，因为犹太人……………….到其它许多国家
中，以及旧约经文被翻译成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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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犹太教．．．．． 

目标 4. 描述新约时代犹太教的主要特征。  

我们已经了解到犹太教在两约之间的发展历程是怎

样为传讲福音预备好地上的一切的。现在，让我们就新约

时代犹太教本身的一些具体方面进行讨论，这些方面在新

约里常被提到。  
宗派．．。犹太教内有两个主要党派或派系：法利赛人．．．．和

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才是神真正的以色列子民。

法利赛．．．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恪守旧约律法和

前人的传统，认同先知书。为顺从律法的规定，他们要依

靠文士．．的帮助，文士对律法进行解释，并帮助他们把律法

运用出来以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环境。他们相信有天使、

有灵魂以及有死后的复活。他们坚持例行祷告、禁食并坚

持什一奉献，在安息日不工作，并且也不允许其他人工作。

受其影响很深的人尊他们为圣人。凭着对犹太教的热心，

他们吸引了许多非犹太人接受了犹太教。使徒保罗归信基

督之前，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会堂中都

很活跃。  
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相反，他们视法律为唯一的权

威，他们拒绝前人的传统，不相信有天使、灵魂，也不相

信有死后的复活。他们更易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观

注的是祭司职位、圣殿和政治权利，几乎所有撒都该人都

是祭司。  
尽管罗马人是很能干的统治者，但是巴勒斯坦地的许

多犹太人对他们的统治充满怨恨。虽然他们厌恶给罗马政

府纳税，可是罗马的统治毕竟是个现实。结果，犹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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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运动和不安定状况，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暗流。随

着暗流中政治事件的增加，许多犹太领袖不得不倾注越来

越多的精力来对付它们。  

   公会．．。尽管犹太人完全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但他

们还是在政治和宗教事务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这

个权力被赋予给一个由七十人组成的议会，这个议会被称

为公会．．。大祭司是这个议会的首脑，其成员大部分来自祭

司和富裕家庭。公会包括几个受民众拥戴的法利赛人，但

是撒都该人占绝对多数。  

8 将左边的每个句子与右边相应的宗教团体相连。  
a) 认为只有律法才具有权威性  
b) 在公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团体  
c) 相信死后有复活       

d) 其名称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
的”  

e) 不相信有天使和灵魂  

1）法利赛人  
2）撒都该人  

圣殿．．。耶稣服事期间，耶路撒冷有一座宏伟的圣殿。

这所圣殿以其建造者大希律王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希律

圣殿”。所罗门圣殿和“重建的圣殿”都曾坐落在它的殿

址上。所罗门圣殿于公元前 586 年被巴比伦人摧毁。“重
建的圣殿”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时代前，由被掳归回耶路

撒冷的犹太人重建的。正如你从课程介绍所了解到的一

样，这所圣殿被安提阿古四世玷污，然后又被犹大·马加

比洁净。此后，它显然受到了一些破坏，于公元前 20 年
左右被希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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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律圣殿与前几个圣殿相似，有若干个门，一堵不准

非犹太人跨越的内墙，以及一层将圣所与至圣所分隔开的

厚重幔子。圣殿的各种仪式由一班以祭司长为首的祭司执

行。每个以色列男子每年都必须交纳一份圣殿税（相当于

两天工钱），以用于圣殿的维修和祭司们的收入。  

9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所罗门圣殿与希律圣殿相似。  
b) 在圣殿中做事奉的祭司和祭司长的收入来自圣殿
税。  

c) 公会中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平民。  
d) 耶稣服事期间，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由从巴比伦被
掳归回的犹太人重建的。  

节期．．。虽然侨居异地的犹太人居住得非常分散，但他

们始终把耶路撒冷看作他们的首都。每年，成千上万的这

些人，其中也包括许多转信犹太教者和畏神者，作为朝圣

者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大型的宗教节期活动。在那里，他们

和巴勒斯坦地的犹太人一道庆祝各种节期，这些节期都是

发生在他们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的标志。每年的七个节期中

有两个在新约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逾越节和五旬

节。  
逾越节是最重要的节期。它是犹太人从埃及人的奴役

之下被解救出来，并开始成为独立民族的周年纪念。出埃

及记 11-12 章讲到神如何把最后一灾（惩罚）降到埃及人
身上，从而使他们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神的应许之

地。按神的指示，在一个晚上击杀了埃及地所有长子和头

生牲畜的灾难中，以色列民得以幸免。  



新约和新约世界 31 

10 阅读出埃及记 12 章，然后在笔记本上回答下列问题： 
a) 以色列人要做的是什么？（第 7 节）  
b) 神说祂将要做什么？（第 13 节）  
c) 结果如何？（第 29，30 节）  

以色列人被命每年守逾越节，并作为他们世世代代

“一条永远的定例”（出 12：24）。除非有身体上不得已
的原因，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的以色列男子都必

须守逾越节。为守这个节期，许多侨居在外的犹太人、转

信犹太教者和畏神者也要来耶路撒冷。妇女们也要参加。

整个耶路撒冷挤满了从各处聚集而来守逾越节的人群。  
五旬节也是新约时代的一个重要节期。两约期间，这

个节期被用来作为纪念律法被赐给摩西（出 19 章）的周
年庆典活动。在犹太人社会中，律法和谨守律法是一个大

有能力的、不可分割的诫命。犹太人认为律法是神赐给他

们的最珍贵的礼物（诗１，19，119 篇）。这一节期之所
以被称作五旬节（五旬一词原文的意思是“五十天”），是

因为它在逾越节后的第 50 天。  

11 将左边的短语与其所描述的右边的节期相连。  
a) 出埃及记 12：24 中所命定的节期
b) 犹太人、转信犹太教者和畏神者
所谨守的  

c) 名字的意思是“五十天”  
d) 为纪念律法被赐下  
e) 以色列人被从埃及地被解救出来
的纪念日  

1）逾越节  
2）五旬节  
3）逾越节和
五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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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宗教信仰  

目标 5. 选择一段关于基督降临时宗教信仰普遍状况的
描述。  

神曾经把祂自己启示给犹太人。犹太人侨居的结果使

得许多非犹太人转信犹太教以及犹太教被广泛传播。但很

明显，新约时代的犹太教逐渐被一种不断膨胀的、狭隘的

种族意识所支配。要证明这一点，必须而且只有查阅新约

圣经，人们可以从中看到犹太教领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政治事务已经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的注意力。  

当犹太人关注于他们自己的事务时，其它宗教也向其

善男信女们提出了要求。许多人信从了来自东方、埃及和

小亚细亚的宗教，有些人沉迷于强调复活和圣洁意识的希

腊神秘宗教，还有一些人则崇拜与某些处所和职业相关的

多神教。罗马政府宗教就是这样一种信仰，人们把罗马帝

王们的塑像当作罗马权力的象征来崇拜。  

这些现象表明人们普遍热忠于宗教信仰，开始寻求意

义更为深远的答案。人们越来越想知道宇宙中是否只有一

位神。许多人想要成为圣洁而无罪的人，非常渴望知道人

死后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的哲学家未能提供合意的答

案，人们对那些推理出来的结论也很不满意。许多人生活

在无望、精神空虚、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光景中。正是在这

样一个历史时期，耶稣降临了，他用神荣耀的大光照亮了

黑暗里的心灵。  

12 下面有一句是对基督降临时宗教信仰普遍状况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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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请圈上该句前的字母。  
a) 由于罗马是一股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所以绝
大多数人都信仰了罗马政府宗教。  

b) 大部分人都信从了犹太教，它正在逐渐形成世界
性的宗教。  

c) 当时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人们为找到有
关这方面合意的答案寻求了各种办法。  

d) 关于神和生命意义的问题，当时的哲学家们提出
了许多几乎让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结论。  

新约全书  

我们已经从宗教信仰、文化和政治活动方面认识了新

约世界。现在，就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新约本身——它讲

述的是：为把人带回到神面前，神道成肉身的伟大神迹。

之所以称其为“新”约，是因为它所宣告的是神通过基督

与人所立的新的约定。旧约通过律法彰显出神的公义，而

新约是通过耶稣基督显出神的恩典和真理。我们将对新约

27 卷书的内容、作者及其年代进行查考。  

新约全书的内容  

目标 6. 新约全书有四类内容，请分别举例说明。  

新约的内容有四个基本类型――历史书、教义书、个

人书的和预言书。每个类型都各具特色，就内容而言，新

约全书按其各卷书内容的主要类型进行分类。例如，尽管

马太福音也有一些预言类章节，但是其大部分内容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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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所以它应该归入历史类作品的范畴。  

历史书．．． 

历史书包括四部记载基督生平的书卷（马太福音，马

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以及一部记载初期教会

的书卷（使徒行传）。它们被称为为历史书，是因为它们

的主要目的是记录事件和给出事实，记载有许多人名和地

名。通常，它们总要把在特定场合下说出来的话描述出来。

它们经常要对某些具体行为发生的背景和结果，进行详细

的描写。  
总之，历史书的信息可以回答诸如以下这些类型的问

题：发生了什么？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

谁做的？说了些什么？结果怎样？新约历史书所给予我

们的远不止这些问题的答案。神子通过这些书卷记载向我

们启示祂自己。  

13 阅读路加福音 4：31-37，然后把下列问题的答案写在
笔记本上，并在答案旁注明相关经节的序号。  
a) 耶稣做了些什么？  
b) 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做了这事？  
c) 作为这事的结果，人们是怎样谈论耶稣的？  
d) 还有谁听说了所发生的事？  

教义书．．． 

大部分教义书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给特定基督徒团契

的，他们在努力按基督的样式生活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教

义书就是针对这些具体问题写的。在这些书信中，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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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了那些需要信徒理解的、有关耶稣基督及其事工的伟

大真理，也阐述了信徒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

结果，即信徒应该怎样生活。神感动他们写下这些大能的

信息，针对的不仅是那些早期信徒，也是“所有在各处求

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林前 1：2）。  
教义书包括：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

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和后书、犹大书和约翰一书。 

14 阅读以下从一些教义书中选取的经文（左），将其与
内容相符的短语（右）相连。  

a) 加拉太书 1：1-2 
b) 加拉太书 1：6 
c) 以弗所书 1：11 
d) 歌罗西书 3：13 
e) 希伯来书 1：3 

1）提到信徒们存在的一
个问题。  

2）写信人或收信人的名
字。  

3）对基督徒生活的一些
指示。  

4）陈述有关基督的一个
真理。  

个人书．．． 

除了教义书和历史书外，还有一类被认为是很个人化

的书卷。这些书卷以书信的形式写给信徒个人，而不是团

契。它们是以下六部书信：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提多书、

腓利门书、约翰二书和三书。当这些书信被写给做为教会

领袖的个人后，对整个基督徒团体都变得很重要。它们的

内容包括：选择教会领袖的原则、管理教会事务的指示、

针对收信人个人的建议以及其它要求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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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阅读提摩太前书中的以下经文，哪段讲到了选择教会
领袖的原则？  
a) 2：1-7 
b) 3：8-10 
c) 4：11-16 

预言书．．． 

一般说来，圣经的预言书是指那些神在其中说明现在

和将来事件的书卷，这种预言类书卷具有两个主要目的：

1）给世人关于他们当前所处光景以及对此应该如何回应
的信息，2）启示将来的事件以及神对世界的计划。几乎
所有新约书卷都含有一些预言，但启示录的内容全是预

言。  
启示录有一条写给小亚西亚七个教会的信息，描绘了

神的子民、撒但及其追随者、天国和世界的最终结局。它

向我们显明：基督——被杀的羔羊，完全胜利了，它是一

种特殊的预言作品——启示文学的一个实例。这就意味着

它的信息要通过使用象征手法和生动的描述性语言来揭

示真理。例如，小亚西亚的七个教会被比喻为灯台（启 1：
12，20），而撒但则被比喻为龙（启 12：7-9）。  

16 阅读启示录 6：12-14，这段经文里的信息可以用来描
述以下哪一项：  
a) 将来要发生的事件。  
b) 教会对当前光景应该作出的回应。  

17 复习这部分关于新约内容的课文，然后将以下各经节
（左）与说明其内容类别的词语（右）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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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里从天而降。  

b)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
各自作肢体。  

c)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
到撒摩特喇。  

d)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

益处。  
e)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
必与他同活。  

1）历史书  
2）教义书  
3）个人书  
4）预言书  

各卷书的作者  

目的 7. 了解有关新约各卷书作者的情况。  

新约全书由８个人（也可能９个人）写成：马太、彼

得、约翰、马可、犹大、雅各、路加、保罗和希伯来书的

作者（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除路

加外，其他人都是犹太人；马太、彼得和约翰是耶稣最初

的十二个门徒里的成员；马可、犹大和雅各与门徒们关系

密切，并且是初期教会的成员；路加和保罗认识那些曾见

证耶稣在世生活和事工的人。下表列出了新约各卷书的作

者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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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书卷  作者  书卷  

马太  马太福音  彼得  彼得一书、二书  

马可  马可福音  ？  希伯来书  

路加  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  

约翰  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

二书和三书

启示录  

雅各  雅各书  

犹大  犹大书  

保罗  罗马书  
哥林多前、后书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  
歌罗西书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提摩太前、后书  
提多书  
腓利门书  

18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新约的每卷书都是由一个不同的人写的。  
b) 约翰一书的作者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  
c) 使徒保罗写了使徒行传。  
d) 在所有已知的新约作者中，只有路加不是犹太人。 

各卷书的写作年代  

目的 8．按类型和写作年代，将新约各卷书排序。  

新约是按各卷书的内容进行分类的，历史书排在最

前，其次是教义书和个人书，最后是预言书。不过，这不

是我们的学习顺序，我们将按它们的写作年代进行学习，



新约和新约世界 39 

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按各卷书所对应的特定历史年代的顺

序进行研读。这种学习过程会帮助我们认识发生在其写作

历史背景中的事件。  
新约各卷书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大约 100 年的

时间段内，从公元前 6 年至公元后 95 年间。这个时间段
可以分成三个时期：1）耶稣的生平和事工，2）教会的开
始和发展，3）教会的不断成长和受到的逼迫。下表显示
了这三个时期，并列出了与每个时期发生的事件相关联的

书卷。  

1. 耶稣的生平和事工：公元前 6 年到公元后 29 年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马可福音        约翰福音                   
                         

2. 教会的开始和发展：公元后 30 年到公元后 60 年  
使徒行传  
雅各书  
加拉太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

哥林多前书、后书  

罗马书  
歌罗西书，以弗所书  
腓利门书  
腓立比书  

 
3. 教会的不断成长和受到的逼迫：公元后 60 年到公

元后 95 年  
提摩太前书       希伯来书  
提多书         犹大书   
彼得前书        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提摩太后书             启示录  
彼得后书  



40 国度，权柄，荣耀 

19 在笔记本上画一个表，按类型和历史时期列出新约的
每一卷书。为完成图表，你需要复习前面的课文。模

仿下面这个表的样式，将其放大几倍，以便于你有足

够的空间填写各卷书的名称。第一项已经为你填好

（画叉的地方表明没有这类书卷）。  

历史时期  历史书  教义书  个人书  预言书  

公元前 6 

到  
公元后 29 

马 太 福 音    

公元后 30 
到  
公元后  60 

    

公元后 60 
到  
公元后 95 

    

祝贺你！你马上就要完成本课程第一课的学习了。你

已经了解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推动世界成为耶稣基督降

生便于祂开展事工所需要的格局。你还学习了新约各卷书

的一些一般特点。理解你所学到的东西非常重要，后面各

课的学习，将建立在你所掌握的这些事实的基础之上。开

始做自测题之前，复习本课，并确定你能达到的每个学习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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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加拉太书 4：4 说道“及至时候满足”，基督才会降临
到这个世上，在笔记本上列出证明这个真理的举四个

有关新约世界的重要事实，它们显明基督降临的日子

应该是他的信息能被迅速传播开来的时候。分别说出

一个与以下各项内容相关的主要事实：a）罗马权力，
b）希腊文化， c）犹太教及其它宗教  

2 将下列各名字或术语（右边）与描述或定义它的句子

（左边）相连。  
a) 十个或十个以上的犹太
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文的

一个团契  
b) 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c) 顺从律法的所有诫命并
成为犹太会众一员的非

犹太人  
d) 基督时代的罗马皇帝  
e)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
人  

f) 一个不相信有死后复活
的犹太人宗派  

g) 使希腊语传播到各处的
占领者  

h) 庆祝以色列人被救出埃
及地的节期  

i) 新约时代圣殿的建造者  

1）凯撒奥古斯都  
2）亚历山大大帝  
3）希腊化者  
4）会堂  
5）散居的犹太人  
6）转信犹太教者  
7）公会  
8）七十士译本  
9）法利赛人  
10）  撒都该人  
11）  五旬节  
12）  逾越节  
13）  大希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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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人  
k) 一个相信有死后复活的
犹太人宗派  

l) 庆祝神赐摩西律法的节
期  

m) 接受先知著作的犹太人
宗派  

n) 治理犹太人政治和信仰
事务的委员会  

3 完成下列有关新约全书的各个陈述，请把答案写在笔

记本上。  
a) 历史书的内容主要涉及………………… 
b) 教义书的内容主要涉及………………… 
c) 个人书的内容主要涉及………………… 
d) 预言书的内容主要涉及………………… 

4 将每卷书（左）与其作者（右）相连。  
a) 约翰福音  
b) 使徒行传       

c) 帖撒罗尼迦后书    

d) 启示录        

e) 提多书  
f) 雅各书  

1）路加  
2）约翰  
3）雅各  
4）保罗  

5 将下列新约书卷填到相对应的表格中去，第一个表格

已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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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使徒行传  

罗马书  
加拉太书  
提摩太前书，后书  

腓利门书  
希伯来书  
启示录  
 

历史时期  历史书  教义书  个人书  预言书  

公元前 6 – 
公元后 29 

马 太 福 音  
   

公元后 30 
– 
公元后 60 

    

公元后 60 
– 
公元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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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下列答案的排列顺序与习题的序列有所不同，这样做

是为避免你看到下一个问题的答案。当你查找需要的序号

时，尽量不要看其它问题的答案。  

10  ａ）他们要把羊羔的血，涂在他们房屋的门框上和
门楣上。  
ｂ）祂说这血要在他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祂一

见这血，就会越过他们。  
ｃ）埃及人所有的长子都被杀了，于是，埃及人要

求犹太人离开。  
1 帝国的各个方面。  

11 ａ）  1）逾越节  
ｂ）  3）逾越节和五旬节  

  ｃ）  2）五旬节  
  ｄ）  2）五旬节  
  ｅ）  1）逾越节  

2   a）错  
b）错  
c）对  
d）对  

12  c）当时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人们为找到有
关这方面合意的答案寻求了各种办法。  

3  b）被整个罗马帝国广泛使用的希腊语。  
13  a）他从一个人身上赶出污鬼（33，35 节）  

b）他在安息日迦百农的会堂里做的这件事（31， 33
节）  

c）人们说他用权柄能力赶走了污鬼（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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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这件事传遍了周围的各个地方（37 节）  
（你的答案应该与此相似）  

4 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23 年、公元前 167
年、公元前 63 年、希律王、罗马。  

14  a）   2）写信人或收信人的名字。  
   b）  1）提到信徒们存在的一个问题。  
   c）  4）陈述有关基督的一个真理。  
  d）  3）对基督徒生活的一些指示。  
   e）  4）陈述有关基督的一个真理。  

5  a）对  
b）错  
c）对  

15  b）3：8-10 
6  ａ）  散居在其它国家的犹太人。  
ｂ）  归信犹太教、接受割礼和顺从律法的人  
ｃ）  接受犹太教但却不愿尽全力行律法的人  
ｄ）  犹太教经文的希腊语译本  
ｅ）  至少有十人聚在一起研读经文的一个团契。  

16  a）  将来要发生的事件。  
7 散居，希腊  

17  a）  4）预言书（启示录 21：2）  
   b）  2）教义书（哥林多前书 12：27）  
   c）  1）历史书（使徒行传 16：11）  
   d）  3）个人书（提摩太后书 4：11）  
   e）  2）教义类的（罗马书 6：8）  
8  a）  2）撒都该人  

b）  2）撒都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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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法利赛人  
d）  1）法利赛人  
e）  2）撒都该人  

18  a）错  
   b）对  
   c）  错  
   d）  对  
9 a）  对  
ｂ）  对  
ｃ）  错  
ｄ）  错  

19 你的表里应该填有如下所示的各卷书（每个单元格

里各卷书的次序可任意排列）：  

历史时期  历史书  教义书  个人书  预言书  

公元前 6
年   —  
公元后 29
年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公元后 30
年—  
公 元 后  
60 年  

使徒行传  罗马书  
哥林多前、后书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  
歌罗西书  
帖撒罗尼迦前、

后书  
雅各书  

腓利门书   

公 元 后  
 彼得前、后书  

希伯来书  
提 摩 太 前

书、后书  
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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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  
公元后 95
年  

犹大书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