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答。完成后请按《学业表》封底之地址，将《答卷》寄回
本学院。 

 

 

 

 

 

 

 

第五课    新约全书 

 

正值新约圣经孕育和形成期间，旧约时代后期的社会情
况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知的日子已成过去，人民对于
属灵的事情已显得冷淡和漠不关心。在政治方面，正如欧洲
和近东地区一样，犹太人社会已受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这
时，犹太民族正面临一个艰辛的时代：他们一直在盼望着自
由与复国。然而，外来的影响力对完成新约的时代使命是有
些帮助的。例如：强大的罗马军队保障了四通八达之大道的
安全通商，益发频繁的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使得希腊文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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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语言，包括它的音乐和艺术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 

所以，神差遣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时代并不是偶然
的；希腊人提供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传播福音，罗马人的制度
亦提供了基本上的自由，让福音和宣道工作得以展 。 

新约圣经是主要讲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基督教的 始。
这些书卷也包含了赐给所有信徒的教训和应许，还有未来时
代的预言，还有 重要的由信靠耶稣基督而来的永生的盼
望。当你研读本课时，我们衷心希望你会亲自研读新约的全
部经卷，以获取第一手的、宝贵的、真实的资料。       

本课大纲 

新约圣经的分类 

简述各分类书卷 

本课能帮助你： 

认识新约圣经各书卷的作者和内容。 

明瞭新约圣经的中心信息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 

 

新约书卷的分类 

目标一：列出新约全书的主要分类。 

在第四课里，我们学习了旧约全书的五大分类。新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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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也有五个分类，以同样的图解法，我们就很容易记住这些
分类。 

 

四部福音书 一部历史书 

十四封保罗书信 七封其它书信 

一部预言书  

 

新约全书共有廿七卷，可排列如图： 

 

福音书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历史书 使徒行传 

 

保罗书
信 

罗马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  歌罗西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 

提多书  腓利门书  希伯来书 

其他书
信 

雅各书  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犹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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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书 

 

启示录 

 

 

1. 请填写下列习题分类的书卷数目。 

 分类                      书卷数目 

 福音书 

 历史书 

 保罗书信 

 其他书信 

 预言书 

                      总共：27卷 

简述各分类书卷 

目标二：认识每部福音书对耶稣基督的不同描述。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从本身的体验和观点出发来
讲述耶稣的生平事迹。他们的记录——也就是以他们的名字
命名的《四福音书》对耶稣的神性、人性和救世工作都有不
同的强调。后世的人有时也尊称他们为“ 四大宣教者” 。 

马太宣讲“ 耶稣是君王” ，也是救世主弥赛亚（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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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盼望要来的君王和救世主的称呼）。马太引述旧约圣经中
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并参照耶稣的言行工作，以证明耶稣成
全了这些预言。 

马可写作福音书的对象是罗马人，而大多数罗马人是不
明白旧约圣经的，他把许多扣人心弦的事迹穿插进《马可福
音》里，从而显出“ 耶稣是神的仆人” 。 

路加是个医生，向他的希腊籍朋友写了《路加福音》，
书中强调耶稣的完人品德，显明“ 耶稣是人子” ，是人类的
模范。 

约翰列出很多证据证明“ 耶稣是神的儿子” ，并且凡是
相信祂的人必得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的对象是全世界
渴慕真理的人。 

首三部福音书，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又可称为“ 对
观” 福音书（是由Synoptic希腊文字根而来，有“ 一起看”
之意），因为他们对耶稣的生平有共同和全面的看法，其所
记述有关耶稣的工作及所发生的事件和次序等均有类似之
处。约翰福音却不强调耶稣的历史，他是着重耶稣的言论和
教导。 

2. 哪本引述许多旧约预言来证明耶稣是那位应许临世之君
王的福音是： 

a）马太福音。 
b）马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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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路加福音。 
d）约翰福音。 

3. 参阅路加福音1：1-4，由此我们得知路加医生写成他的福
音书是基于： 

a）谣言或道听途说。 

b）作为门徒的亲身经验。 

c）细心的考察和访问目击者。 

d）一些传说和传统故事。 

4. 马可福音的资料以什么为主： 

a）旧约圣经的预言。 

b）耶稣的讲道。 

c）耶稣振奋人心的事工。 

d）耶稣是神的证据。 

5. 阅读约翰福音20：30-31，约翰解释说他这样记述是为要
让读者可以相信耶稣是： 

a）一位完人、故当效法他的榜样。 

b）神的儿子、有永生在他里头。 

6. 路加主要强调耶稣是： 

a）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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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神子。 

c）犹太人的弥赛亚。 

d）即将来临的君王。 

历史书 

 

目标三：讲述《使徒行传》的关键信息。 

路加也著述了《使徒行传》，这卷书告诉我们耶稣如何
差遣圣灵降世来继承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 使徒” 的意思是“ 一个奉差遣者” ，所以《使徒行传》
是讲述奉差遣的使徒如何把福音传遍世界。 

《使徒行传》的主角之一是保罗，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
人的使徒保罗（外邦人即一切非犹太人之总称）。路加医生
也有随着保罗旅行布道，他把很多惊险的传道经历记录下
来。他也讲述了圣灵如何大大使用保罗在很多国家设立教会
的经过情形。 

《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是一节重要的金句，每个基督
徒都应该把它背熟：“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
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
极，作我的见证。”  

7.《使徒行传》这标题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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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继承者的行传。 

b）奉差遣者的行传。 

c）代表的行传。 

d）领袖的行传。 

8. 请填妥下列的句子： 

有一位名叫______的医生，随伴保罗的布道行程，向
________传讲福音。 

9.《使徒行传》的主要信息是： 

a）保罗要使全部外邦人悔改归正。 

b）路加要成为宣道的医生。 

 c）圣灵要在耶路撒冷作见证。 

d）圣灵要赐给能力给为主作见证的人。 

 

保罗书信 

目标四：“ 书信” 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有十三卷或十四卷书信是保罗所写的，大部份是致给他
所建立的教会。由于《希伯来书》没有署名，故不敢肯定它
亦是保罗写的，但部分学者认为它是保罗写的，所以我们也
把它包括在保罗书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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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所写的书信 

 

罗马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哥林多前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 

哥林多后书 提摩太前书 

加拉太书 提摩太后书 

以弗所书 提多书 

腓立比书 腓利门书 

歌罗西书 希伯来书 

 

由于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所以使徒书信皆以
手抄本之方式从一个教会传至另一个教会。 有可能的事是
信徒们把到手的宝贵信多抄一两份，留着日后诵读和参考之
用。 

《罗马书》常被称为“ 基督教教义的主干” 。这是因为
它对万人所渴望的救恩福音，作了详明有力的说明，这也就
是《罗马书》的主题：“ 因信称义” 。 

《哥林多前、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自己在哥林多城建
立的教会，内容是针对信徒在信仰教义上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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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一封信《加拉太书》它和罗马书有同样的主题
——“ 因信称义” ，本书强调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所谓公德
善行而得救，唯一得救之道是信靠耶稣基督。 

《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歌罗西书》三封信是保
罗因传福音被囚进监狱时写成的。这些书信也叫“ 监狱书
信” ，主题是论述基督徒应有的生活。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是论及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情
形，此书由其着重他再临时要发生在信徒身上的事。你可以
在帖前 4：13-18 和帖后 2：8 里读到有关主耶稣荣耀的再临。 

有四封保罗的书信是写给朋友的，其中三封《提摩太
前、后书》和《提多书》尤其对牧师的事工有好的帮助。这
时正值保罗为耶稣捐躯的前刻，他写了 后一封信给提摩
太，鼓励他要尽心竭力为神工作（ 参阅提摩太后书本： 5-8）。 

阿尼西母是一个逃跑的奴隶，赶巧被关进囚禁保罗的
监牢里。保罗在监狱里向他传道，他悔改信主以后，保罗写
了一封信给阿尼西母的主人腓利门，请求他宽恕并接纳阿尼
西母，如同接纳一位基督里的弟兄。这是《腓利门书》所描
写的实况。 

《希伯来书》的钥字是“ 更美好” ，这封写给希伯来基
督徒的信，提醒他们新的“ 约” 比旧的“ 约” 更美好。它也
提到那些旧约律法下的象征式典礼和献祭仪式无非是预表
耶稣基督将要成为人类的大祭司和更美的赎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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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选出下列习题的正确答案： 

 书信的意思是： 

 a） 教义。 

 b） 信涵。 

 c） 抄本。 

11．每封书信的主题都列在左边，请把右边适当的书信名称
的号数填在它主题的旁边。 

 ___a） 过基督徒应有的生活。   1） 罗马书和加拉
太书。 

___b）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2） 以弗所书、腓
立 比 书 和 歌
罗西书。 

 ___c） 因信称义。             3） 腓立比、后书。 

 ___d） 耶稣从天再降临人间。   4） 提摩太前、后
书和提多书。 

 ___e） 宽恕一个奴隶。         5） 腓利门书。 

 ___f） 怎样成为好牧师。       6） 希伯来书。 

12．保罗书信的重要性不可忽略，因为它们： 

 a） 把好的劝导带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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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告诉我们如何得救。 

 c） 告诉我们先知是怎样生活的。 

 d）把信仰教义解说得清楚。 

 e） 都是在监牢里写成的。 

f） 教导牧师和众教会如何尽职。 

 

其它书信 

目标五：认识其它书信的一项主要教导。 

保罗书信都是以收信人的名字来命名，但其它书信刚好
相反，都是以作者的名字为名。 

《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这雅各很可能就是耶稣的弟弟，因为另外一个雅各（使徒约
翰的兄弟）已经为主殉道了。雅各论及活的信心定能产生好
的行为。纵然好行为不能救我们，但凡是得救的人定能竭力
为神和祂的子民结出善果来。 

《彼得前、后书》的 大特色是把安慰带给正在受苦的
基督徒，勉励他们坚定不移。信中彼得一再提醒信徒耶稣基
督的再来，祂要奖赏忠心到底的人。 

约翰—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十二门徒中活得 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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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他写了一卷福音书和三封书信，他 擅长阐明神的爱

和信徒应该彼此相爱的教训。约翰也写了《启示录》，向全
世界启示了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犹大书》是新约中 后一封信，这犹大（并非出卖耶
稣的加略人犹大）是门徒雅各的兄弟，也可能是主耶稣的弟
弟。在此信中他提醒众信徒要抵挡各种异端邪说，也有提到
耶稣将要再来审判这罪恶的世界。 

13．下列书信各自的主题是什么？ 

      雅各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彼得前、后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约翰一、二、三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犹大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言书 

目标六：了解《启示录》的内容和价值。 

顾名思义，《启示录》是预言将来必成的事。某个角度
看来，本书的启示异象与记载在《但以理书》的颇为相似。
这是老约翰在拔摩岛的放逐生涯中，耶稣基督亲自向他启示
有关末后日子的景况，以及将要来临的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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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世时，约翰已亲眼见过祂，但在拔摩岛异象中所
见的耶稣已经是大有能力和威严的胜利者，是拥有一切权柄
的万主之主！（启示录 1：18） 

耶稣基督在拔摩岛的启示，让约翰有机会透视天国的奥
妙，今天，这“ 启示” 不仅为我们这幽暗之世界带来光明，
把欢乐带给我们的生命，更在这纷乱的世界带来了唯一的盼
望。 

14．约翰在拔摩岛上所得的启示是： 

a） 显示了将来的事。 

 b） 毫无希望的将来。 

 c） 末世的景况。 

15．有两卷书以类似的异象描绘将来世界的大冲突：“ 敌基
督” （未来世 

界的大独裁者）的统治和主耶稣的 后胜利，这两卷书
是： 

 a） 以赛亚书和彼得前书。 

 b）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 

 c） 以西结书和启示录。 

16．仔细读《启示录》第一章、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请问
读时有何感想？你对主耶稣再临这个世界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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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约翰在 22：20 的祷告你赞同吗？祈求神在你每
天为祂生活和工作之际，帮助你牢牢记住祂的话和应
许。 

 

 

 

 

 

附录：关于读圣经 

   

    全部新约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我们读经的目的除了要
获取知识和作特别研究之外， 主要的是能与自己的日常生
活发生关系，并配合着我们灵命的增长。所以读经时请带着
祷告和受教的心，并祈求圣灵的光照和引导，这样必获得益
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见证： 

“ 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样办的时候，忽然在我正读圣
经的时候有一节经句突然现在我的眼前，引起了我的主意，
而这节经句正是我 需要的，于是我的问题就获得了解决，”  

你愿意有这样的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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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下面列出一些在你需要时能帮助你的经文： 

1．需要鼓励时：          约书亚记 1 章。 

2．需要安息与平安时：    马太福音 11：25-30。 

3．伤心时：              约翰 14 章。 

4．失望时：              诗篇 27 篇。 

5．忧愁时：              马太福音 6：19-34。 

6．危险时：              诗篇 91 篇。 

7．寂寞或惧怕时：        诗篇 23 篇。 

8．信心需要挑旺时：      希伯来书 11 章。 

9．受试探时：            雅各书 1：12-16； 

       歌林多前书 10：6-13。 

   10．要做决择时：          雅各书 1：5-6； 

箴言 3：5-6。 

   11．关于神的慈爱和医治：  诗篇 103 篇。 

   12．神的信实和赦免：      约翰一书 1：7-9； 

以赛亚书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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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答案 

 

1．  福音书：4 卷             历史书：1 卷 

 保罗书信：14 卷          其它书信：7 卷 

 预言书：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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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圣灵要赐能力给为主作见证的人。 

2. a）马太福音。 

10. b）信函。 

3. c）细心的考察和访问目击者。 

11. a） 2）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歌罗西书。 

b） 6）希伯来书。 

c） 1）罗马书和加拉太书。 

d） 3）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e） 5）腓利门书。 

f） 4）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 

4.   c）耶稣振奋人心的事工。 

12.  a）把好的劝导带给信徒。 

b）告诉我们如何得救。 

d）把信仰教义解说得清楚。 

f）教导牧师们和众教会如何尽职。 

5.  b）神的儿子、有永生在他里头。 

13. a）再仔细阅读本作业书对每一卷书信的内容简介，即可
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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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人子。 

14.  a）显示了将来的事。 

  c）末世的境况。 

7.  b）奉差遣者的行传。 

15. b）但以理书和启示录。 

8.  路加，外邦人。 

16. 请你以自己的研读心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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