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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完成 "認識神, 愛人, 訓練門徒" 的使命, 我們要盡力去研讀神的話,
使我們能認識他, 跟隨他; Dig Deep是聖經基督教會一個三年讀經計劃, 
只要跟隨這個計劃, 我們將會在三年裡完成讀經一次。

這是第四本 Dig Deep 的導讀本。 2018 的下半年, 我們會從哥林多前書
讀到啟示錄。 這導讀本使我們對每本書有更深的認識, 有中文與英文
版, 欲要索取第一, 第二, 與第三本書可以辦公室聯絡。

Bible reading plan adapted from The Daily Walk Bible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Carol Stream, IL) 2007.



哥林多後書

七月

1-2

3-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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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6

11:17-34

12

13

14

15

16

1-2

3-4

5

Divisions in the Church Due to

Counsel and Commands About

Spiritual Gifts

Problem of Disbelief

Paul’s Understanding of Ministry

Worldy Wisdom

Carnal Co-Laborers

Moral Misconduct

Unjust Judges

Marriage

Offered Food

Ministers

Murmuring

Women’s Role in Church

The Sanctity of Communion

In Question

In Love

In Church

Concerning the Resurrection

Concerning Collection for the Needs of the Saints

A Ministry of Comfort

A Ministry of Glory

A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哥林多前書



6

7

8

9

10

11

12

13

Paul’s Motivation and Model

Paul’s Authority of Ministry

A Ministry of Purity

A Message of Praise

A Ministry of Giving

A Method of Giving

Authority Declared

Authority Defended

Authority Dramatized

A Visit Described

哥林多後書



哥林多前書

使徒保羅(林前一1；〸六21)。

作者

使徒保羅第二次出外傳道時，大約主後五〸四至五〸五年, 在以弗
所寫了本書

在哥林多的教會，以及散居在附近各處的聖徒(林前一2)。

(一) 革來氏家裏的人告訴他教會內部有分門結黨之事(林前一11~12),
        因此他用了四章的篇幅來勸導他們不可高舉任何人。
(二) 又有人向他報告了教會中發生淫亂和彼此爭訟的事(林前五1; 六
        1), 所以他又用了兩章的篇幅來勸戒他們不可淫亂和爭訟。
(三) 針對他們所詢問或正面臨的各種疑難問題，諸如: 嫁娶和守童身
        的問題(七章)、吃祭偶像之物和吃喝享受的問題(八至〸章)、女
        人蒙頭和吃主的晚餐並愛筵的問題(〸一章)、屬靈恩賜的問題(
        〸二至〸四章)、復活的問題(〸五章)、捐款的問題(〸六章)等，
        保羅都一一給他們指導。

本書的動機

本書受者

寫作時地 



內容大綱

(一30)

鑰節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
、公義、聖潔、救贖。」

「

一1 ~ 9
一10 ~ 四21
五1 ~ 六20
七1 ~ 〸一1
七1 ~ 40
八1 ~ 〸一1
〸一2 ~ 〸四40
〸五章
〸六章

1. 引言
2. 教會中分門結黨的問題
3. 教會中道德倫理的問題
4. 答覆教會所詢生活上的兩個問題
    A. 關於婚姻和守童身的問題
    B. 關於吃祭過偶像之物的問題
5. 教會聚會的種種問題
6. 關於復活的信仰問題
7. 保羅最後的忠告



哥林多後書

使徒保羅(參一1；〸1)。

作者

約在主後五〸七年寫於馬其頓的腓立比(參二13；七5)。

在哥林多的教會，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一1)

(一) 解釋應許去而未去的緣故。
(二) 解釋自己行事為人並事奉的原則。
(三) 勸勉哥林多信徒要認清假使徒並要與他們分別。
(四) 勸勉哥林多信徒要赦免知錯悔改的人。
(五) 勸勉哥林多信徒要參與濟助耶路撒冷貧窮聖徒的事。
(六) 以各種憑據表明自己確實是基督的使徒，擁有使徒的權柄。
(七) 叫那些不順服的人悔改，以免保羅第三次去用權柄待他們。

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受者

寫作時地 



(一) 前書對付教會中的各種問題；後書對付信徒內心的各種問題。
(二) 前書對付信徒對恩賜的誤解與誤用；後書對付信徒對職事的無
        知與誤會。
(三) 前書幫助教會對抗世界與異教的影響；後書幫助教會對抗假使
        徒和異端的影響。
(四) 前書說明基督徒真愛的道理和原則；後書表達基督徒真愛的榜
        樣和實行。
(五) 前書重在解決信徒與信徒之間的問題；後書重在解決信徒與工
        人之間的問題。

本書與《哥林多前書》的關係

內容大綱

一1 ~ 二13
二14 ~ 七16
八1 ~ 九15
〸1 ~ 〸二21
〸三1 ~ 14

1. 引言和解釋
2. 保羅事奉主的榜樣
3. 勸勉信徒參與愛心的捐獻
4. 為他自己的使徒權柄有所表白
5. 勸勉和結語



腓立比書

以弗所書

1:1-10

1:11-2:21

3:1-4:20

4:21-31

5:1-12

5:13-6:18

1

2

3

4:1-16

4:17-5:21

5:22-6:9

6:10-24

1:1-26

1:27-2:30

3:1-4:1

4:2-23

Freedom in Christ

The Christian’s Wealth

The Christian’s Walk

Rejoice in God’s Will

Perverter’s Renunciation

Paul’s Apostleship

Law Cannot Set Free

Grace Sets Free

Peril to Freedom

Practice in Freedom

Thanksgiving for Wealth

Wealth of Salvation

Wealth of the Church

Walk at Church

Walk in Holiness

Walk at Home and Work

Walk in Warfare

Rejoicing in Affliction

Rejoicing in Ministry

Rejoicing in Jesus

Rejoicing in Blessings

八月
加拉太書



1:1-12

1:13-2:3

2:4-23

3:1-17

3:18-4:1

4:2-6

4:7-18

Christ, the Lord of the Universe

Christ, the Lord of Life

Prayer to Father of Christ

Supremacy of Christ

Sufficiency of Christ

New Life

Home Life

Christian Life

Conclusion

歌羅西書



加拉太書

使徒保羅(加一1；五2；六11)。

作者

約在主後46左右。

加拉太的各教會(加一2)。加拉太為古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今日土
耳其的一部分)。

(一) 沒有稱讚的話。保羅寫的其他書信，多先稱讚受信者的長處。
(二) 沒有感謝的話。保羅慣於為受信者向神獻上感謝，連道德敗壞
        的哥林多教會，保羅也為他們感謝神(林前一4)。由此可見，信
        仰的破產比道德的敗壞更為可怕。
(三) 言詞激烈尖銳。書中措詞非常直率，毫不留情的指斥，甚至咒
        詛傳異端者，恨不得他們把自己割絕了(加一8~9；五12)。

本書受者

寫作時地 

當時有自稱基督徒的猶太主義者(Judaizers)來到小亞細亞各教會，
他們攻擊保羅的教訓：
    (一) 他們詆譭保羅，質疑他的使徒職分。
    (二) 他們認為外邦人須受割禮，使自己猶太化之後，方能得救。
    (三) 他們反對保羅只講恩典不講律法，他們強調在恩典之外也須
            注重行為，鼓吹基督徒遵守猶太的禮儀和規條。
保羅作此書引導並勸勉他們，使之棄謬歸真。這書便是《加拉太書》

寫書背景

特點



(四) 親手寫的大字(加六11)。
(五) 本書是對付律法主義者的利器。

內容大綱

(加二20)

鑰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〸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

1:1 - 2:21

3:1 - 4:31

5:1 - 6:18

1. 保羅為他的使徒職分和傳恩典福
   音的權柄辯護
2. 保羅重申恩典福音的內容，證實
    恩典是唯一得救的途徑
3. 保羅指出恩典福音所產生的結果，
    脫離律法的挾制，在恩典中過自由
    的生活



以弗所書

使徒保羅(弗一1；參弗三1；四1)。

作者

約在主後61至63年間，寫於羅馬監獄(弗三1；四1；六20)；與《腓
利比書》、《歌羅西書》和《腓利門書》共稱『監獄書信』

在以弗所的聖徒(一1)。以弗所是小亞細亞省的省會，位於地中海東
部的愛琴海東岸，為羅馬帝國的駐防城

本書受者

寫作時地 

當時在小亞西亞省各地的教會，外邦人基督徒日漸增多，使徒保羅
的心裏有一個負擔，願意把他從神所領受的啟示，關於教會的奧秘，
藉本書信予以解明，使他們能認識神對教會的計劃和目的，亦即清
楚明白教會的來源、性質和見證等。

寫書背景

本書的題目為『教會』(弗一22；三21；五32)。本書啟示了神在這
世代中的心意，乃是建造『基督的身體』，就是『在榮耀中的教會』
。從本書我們得知：教會在神榮耀計劃中的地位，和教會在地上作
基督的見證的道路。《以弗所書》給了我們有關教會最高的啟示。

主旨要義



內容大綱

(弗一23)

鑰節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弗二22)
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弗一1 ~ 2
弗一3 - 14
弗一15 ~ 23
弗二1 ~ 22
弗三1 ~ 13
弗三14 ~ 21
弗四1 ~ 32
弗五1 – 六20
弗六21 ~ 24

1. 引言
2. 教會在基督裏所得的福分
3. 教會在基督裏所得的
4. 教會在基督裏所得的身分
5. 教會在基督裏所得的啟示
6. 教會如何在基督裏實化其所得
7. 基督對教會的賞賜
8. 基督在教會裏的彰顯
9. 結語



腓立比書

使徒保羅(腓一1)。其餘請參閱『加拉太書提要』。

作者

按本書內容多處顯示，本書是保羅在主後61至62年間，於羅馬監獄
所寫的。

在腓立比的聖徒、監督和執事(腓一1)。

本書受者

寫作時地 

保羅著述本書的原因，有下列四方面：
    (一) 當保羅坐監時腓立比教會曾差派以巴弗提攜帶教會的贈物前
            往探望，而這位忠心的以巴弗提卻病倒，幾乎至死；消息傳
            至腓立比使教會〸分擔憂。保羅欲打發以巴弗提回去，以消
            除雙方的憂愁，並順道託他捎帶此信給腓立比教會。
    (二) 由於腓立比人在獲悉保羅下監後，對他的境遇相當掛念，並
            且誤以為保羅的下監受苦，是對他福音工作的重大打擊(腓
            一12~14)，因此特藉這封信告知他在監獄裏的情形，以解他
            們的懸念；並且指明他的被監禁，反而使福音更加興旺。
    (三) 保羅也藉這封信對腓立比教會的餽送表達感激之意。
    (四) 保羅發覺腓立比教會，在靈性和道理上有點小錯誤，因而要
            藉這機會為他們改正。

寫書背景



基督是我們一切的一切，這是本書的中心啟示。祂是我的生命(腓一
章)、榜樣(腓二章)、標竿(腓三章)、力量(腓四章)。

主旨要義

內容大綱

(腓一20 ~ 21)

鑰節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著就是
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

(腓二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一1 ~ 2
腓 1:3 - 30

腓 2:1 - 30

腓 3:1 - 21

腓 4:1 - 20

腓四21 ~ 23

1. 引言
2. 活著「為」基督 - 總叫基督在我
    身上照常顯大
3. 活著「學」基督 - 以基督耶穌的
    心為心
4. 活著「得」基督- 以認識我主基督
    耶穌為至寶
5. 活著「靠」基督- 靠著那加給力量
    的，凡事都能作
6. 結語



歌羅西書

使徒保羅(西一1)。

作者

本書和《以弗所書》、《腓立比書》、《腓利門書》，是保羅在主
後61至62年間，於羅馬監獄所寫的(西四3)；故聖經學者稱上述四封
書信為『監獄書信』。

在歌羅西的聖徒(西一2)。

本書受者

寫作時地 

歌羅西教會成立不久，即為異端主義者所潛入，用花言巧語企圖迷
惑信徒(西二4)。以巴弗將這困擾帶到羅馬，向保羅請教應付之道，
促使保羅提筆書寫此函，一面駁斥異端教訓的錯誤，一面指引歌羅
西信徒更深地認識基督；他將異端教訓與關於基督的『真知識』作
一比較，期使他們知所進退。

寫書背景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西三11)。這是全書的中
心信息。基督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又是教會全體的頭；神本性一
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主旨

「



內容大綱

(西一18)

鑰節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祂
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

西一1 ~ 2
西一3 ~ 29
西二1 ~ 23
西三1 ~ 四6
西四7 ~ 18

1. 引言
2. 歌羅西教會已往所領受的
3. 歌羅西教會當今所該認識的
4. 歌羅西教會今後所要實行的
5. 結語──問安與囑咐



提摩太後書

1

2-3

4:1-12

4:13-5:11

5:12-28

1

2

3

1

2

3

4

5

6

1

2:1-13

2:14-3:17

4

Build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Thessalonians

Work While Waiting for Christ’s Return

Organization in the Church

Operation of the Church

Steadfastness in Ministry

Steadfastness in Doctrine

Giving Practical Instructions to the Thessalonians

Paul’s Memories

Paul’s Methods

Paul’s Directions

About Christ’s Return

Practical Reminders

Strengthening the Stressed

Comforting the Confused

Disciplining the Disorderly

Law and Grace

Worship and Women

Elders and Deacons

False Teaching in the Church

Age Groups in the Church

Areas of Conflict in the Church

Hold Fast to the Gospel

Pass On the Gospel

Protect the Gospel

Preach the Gospel

帖撒羅尼迦後書

提摩太前書

九月
帖撒羅尼迦前書



1:1-9

1:10-16

2

3

1:1-25

Duties of Church Leaders

Duties of Church Members

Elders Designated

Heresy Described

Live Out the Gospel

Heretics Denounced

Forgiveness in the Church

腓利門書

提多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使徒保羅(帖前一1；帖後一1)。信首雖與西拉和提摩太聯名，但實際
係保羅一人所寫(參帖前二18；三2；五27~28；帖後二5；三17)。

作者

一般公認，《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乃是保羅書信中最早的兩封。時
間約在主後五〸至五〸二年。而後書可能是在前書之後約有半年的
間隔。

寫作時地 

保羅等人被迫離開帖撒羅尼迦之後，這個新興的教會也受到迫害，
保羅即打發年輕的同工提摩太回去探望並幫助那裏的聖徒們，後來
從提摩太口中得知他們並未屈服於迫害，反而剛強站住(帖前一6~7
；二14；三4~6；帖後一4)。保羅在欣慰之餘，仍然關心他們屬靈
的前途，因為他在他們中間作工不長，深恐他們真理的基礎不夠穩
固，容易受到外來各種教訓的影響，因此作前書勸勉他們

寫前後書的動機

在保羅所寫的書信當中，《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與《羅馬書》和《
以弗所書》併稱新約三大教義書，各別著重強調『信、望、愛』三
大信徒美德：(一)《羅馬書》強調『信』──『因信稱義』；(二)
《以弗所書》強調『愛』──『愛中建造』；(三)《帖撒羅尼迦前
後書》強調『望』──『望主再來』。

前後書的重要性

帖撒羅尼迦教會(帖前一1；帖後一1)。

本書受者



《帖前》每一章都以主再來的信息作結束(一9~10；二19~20；三13
；四13~18；五23~24)；《帖後》又針對主的日子有詳盡的解釋。

前後書的特點

(帖前一3)

鑰節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愛
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

(帖後二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
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

內容大綱 - 帖前大網

一1 ~ 2
一3 ~ 三13
四1 ~ 五22
四1 ~ 8
四9 ~ 12
四13 ~ 18
五1 ~ 11
五12 ~ 22
五23 ~ 28

1. 引言
2. 感恩與述懷
3. 勸勉與勸慰
    A. 勸勉信徒遠避淫行，成為聖潔
    B. 勸勉信徒親手作工，行事端正
    C. 勸慰信徒不必憂傷，主必再來
    D. 勸勉信徒儆醒謹守，等候主來
    E. 勸勉信徒彼此善待，敬重主僕
4. 結語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內容大綱 - 帖後大網

一3、4
一5 - 10

一11、12
二1 - 12
二13 - 17
三1 - 5
三6 - 15
三16 - 18

1. 為信徒的生命感恩
2. 在神的審判中，那逼迫人的和受逼
    迫的人之位置將要逆轉
3. 為主耶穌能在信徒身上得榮耀禱告
4. 基督再來前必要發生的事
5. 再次感恩、勉勵和禱告
6. 彼此代禱
7. 警戒不按規矩而行和懶惰的人
8. 結語



提摩太前後書

使徒保羅(提前一1；提後一1)。

作者

《前書》的寫作原因，是因當時保羅在馬其頓旅行傳道，而留提摩
  太在以弗所牧養教會(提前一3)；一則提摩太還年輕(提前四12)，尚
  未熟練教牧工作，二則當時正流行各種異端教訓，故寫了《前書》，
  教導他如何抗拒錯誤的道理教訓，如何管理並牧養教會，如何操練
  自己作個基督耶穌的好僕人。
《後書》則因保羅在旅行佈道途中突然被捕，再度繫獄羅馬，自知
  在世時日無多(提後四6)，被迫簡要地將最後幾件重要的事，寫信
  作為交託，故含有臨死移交事工的意味。

寫書的動機

《前後書》的受者均為提摩太(提前一2；提後一2)。提摩太係路司
  得人，比保羅年輕許多，極可能是保羅在第一次旅行佈道訪問路
  司得時所結的福音果子(參徒〸四6~7，21)，故保羅視他如同兒子。
  他的父親是希臘人，母親是猶太人

本書受者

《前書》約在主後六〸四至六〸五年，保羅從羅馬監獄被釋放之後，  
  再次被捕以前，寫於馬其頓。
《後書》則於他再次被捕之後，約在主後六〸七年為主殉道之前，
  寫於羅馬監獄。 

寫作時地 



提摩太前後書

《 提前》和《提後》的比較

寫《前書》時的教會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15)；
寫《後書》時的教會成了大戶人家，內中有了貴重和卑賤器皿的分
別(提後二20)。寫《前書》時環境順利，沒有阻礙逼迫，所以注重
工人建造教會；寫《後書》時有逼迫患難，所以注重工人自身的忠
心守道。寫《前書》時教會內部問題不多，且仍在醞釀階段；寫《
後書》時教會問題叢生，多人離棄保羅(提後一15)，好些人的信心
受到敗壞(提後二17~18)。《前書》注重教會的長老、執事；《後書
》注重個別忠心的人。《前書》預言教會的敗壞；《後書》有敗壞
的事實。《前書》說要在敬虔上操練自己；《後書》說凡敬虔度日
的人都要遭遇逼迫。《前書》強調工人的權柄叫人順服；《後書》
是工人用溫柔的心勸勉眾人。

(提前一15 ~ 16上)

鑰節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〸分可佩服
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

「

(提後四7 ~ 8)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
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
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
現的人。」

「



內容大綱 - 提前 [教會的工人、事工和見證]

一1 ~ 2
一3 ~ 二7
二8 ~ 三16
四1 ~ 六21上
六21下

1. 引言
2. 教會中的真假工人
3. 教會的正常生活、行政和見證
4. 如何作基督的好執事
5. 結語

內容大綱 - 提後 [神無愧的工人]

一1 ~ 2
一3 ~ 二26
三1 ~ 四5
四6 ~ 18
四19 ~ 22

1. 引言
2. 作神無愧的工人
3. 末世的危險和工人的職分
4. 工人盡職的榜樣和最後的見證
5. 結語──問安和祝福



提多書

使徒保羅(一1)。

作者

當時提多正在革哩底為主辛勞，而革哩底在當時世界中是最敗壞的
地方，在那裏牧會困難重重。本書寫作的原因：(1)指導提多怎樣設
立長老(一5~9)；(2)要他責備跟從異端的人，以維護真道(一10~16)
；(3)要他教訓信徒過純全無疵的生活，以尊榮神的道(二章)；(4)叫
他趕緊到尼哥波立去會面(三12)。

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成書時保羅尚未抵達尼哥波立(三12)，因此可以斷定是在他第
一次被囚羅馬獲釋之後。時間約在主後六〸四至六〸五年間，寫於
馬其頓某地，可能是在腓立比。

寫作時地 

《使徒行傳》書中未曾提到提多的名字，但保羅在他的書信中卻多
  次提到他。提多是未受割禮的希臘人(加二3)，家在安提阿，曾與保
  羅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加二1)，代表安提阿教會出席耶路撒冷大
  會(徒〸五章)。

本書受者

除《腓利門書》外，《提多書》是保羅書信中最簡短的，可是在內
容方面卻非常豐富, 是一本適合各時代採用的『袖珍且實用教牧手
冊』。

本書的重要性



本書的中心信息是『合乎敬虔的真理』(一1)，『敬虔』與『真理』
互為表裏，平行並重，貫串全書

主旨要義

(二7 ~ 8)

鑰節

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言語純
全，無可指責，叫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便自
覺羞愧。」

「

內容大綱 - 神工人的的職分和信息

一章
一1 ~ 4
一5 ~ 9

一10 ~ 16

二1 ~ 三11
二1 ~ 15
三1 ~ 8

三9 ~ 11

三12 ~ 15

1. 神工人的職分
    A. 神工人職分的來源和目標
    B. 神工人積極的職分――設立正確
        的教會領袖
    C. 神工人消極的職分――斥責傳
        異端的人
2. 神工人的信息
    A. 對各類信徒傳講純正的道理
    B. 教導信徒在社會上行事與救恩
        相稱
    C. 教導信徒在教會中遠避背道
         的人
3. 結語和問安



腓利門書

使徒保羅(門1)。

作者

在腓利門的家中，有位名叫阿尼西母的奴僕，偷了主人的東西而離
開主人的家(參18節)，逃跑輾轉抵達羅馬，不知何故，竟得與在監
牢中的保羅接觸，又從保羅聽見福音，悔改認罪，歸信主耶穌(參10
節)。保羅知情後，鼓勵他回主人家對付所犯下的罪行，因而書寫
此封信函讓他隨身帶回主人家。

寫本書的動機

大約主後六〸一至六〸三年之間，寫於羅馬的監獄中。

寫作時地 

本書受者有四(門1~2)：(1)保羅『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是當地
教會的負責人；(2)『妹子亞腓亞』，據教會傳統，一說她是腓利門
的妻子，另說她是腓利門的妹子；(3)『同當兵的亞基布』，據教會
傳統，一說他是腓利門的兒子，另說他是亞腓亞的丈夫，即腓利門
的妹夫；(4)腓利門家中的教會，亦即歌羅西教會

本書受者

本書主旨為『愛的行動』，以『行動』實踐『教義』。當神的愛及
救恩改變一個信徒的生命時，無論他原來的社會地位怎樣，都成了
基督身體的一部分，與其他的肢體平等。

主旨要義



本書的特點如下：
    (一)這是使徒保羅所寫的書信中，篇幅最短的一封。
    (二)這是保羅寫給腓利門個人的書信，雖然腓利門很可能也是保
           羅帶領歸主的(參19節)，但保羅在信中語氣特別委婉，乃是
           用朋友的身份，技巧地及具說服力地發出一個請求。
    (三)本書信中蘊含著尊重人權的社會觀念。雖然並未正面抨擊當
           時的奴隸制度，但字裡行間卻隱藏著這樣的一顆種子，為日
           後的平等社會奠立不可磨滅的根基。
    (四)本書信中雖然沒有提及獨特的神學教義，但內中卻蘊涵了
        『在基督裡』所該有的心態，凡承受主恩的人也應當施恩及人。

本書的特點

(門15 ~ 16節)

鑰節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不再是奴僕，乃是高
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
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

「

內容綱要 - 要愛你的弟兄

1 ~ 3節
4 ~ 7節
8 ~ 17節
18 ~ 22節
23 ~ 25節

1. 問安
2. 讚賞及禱告
3. 請求及代求
4. 承諾及保證
5. 問候與祝福



雅各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1-18

1:19-27

2:1-13

2:14-26

3

4:1-5:12

5:13-20

Christ, Superior to the Angels

Christ, Superior to Moses and Joshua

Christ, Superior to Aaron’s Priesthood

Christ, Superior to the Mosaic Law

Christ, Supreme Example of Faith

Tests of Faith

Message and Messenger

Savior and Sufferer

He Is the Son, Not the Servant

He Passes the “Rest Test”

A Better Priest

A Better Response

A Better Priesthood

A Better Covenant

A Better Tabernacle

A Better Sacrifice

Requirement for Fellowship

Pattern for Fellowship

Proof of Fellowship

Trials and Temptations

Test of Attitude Towards the Bible

Test of Social Distinctions

Test of Works

Test of Self-Control

Test of Reactions to the World

Test of Prayer

〸月
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

本書作者是誰，因全書始終並未題及其名字，故乃為逾千年仍未解
之謎，古今解經家意見紛紜，有人以為是保羅所寫的；有人以為是
巴拿巴所寫的； 有人以為是亞波羅所寫的； 也有人以為是路加所
寫的

作者

本書的成書日期，根據外證和書中的內證推測如下：
    (1)本書中多次提到聖殿獻祭等禮儀，所用動詞均為現在式(五1~3；
        七27；八3~5；九6~9；〸1~2，8，11；〸三10~11)，表示當時
        聖殿還在，祭司仍在供職，故此本書成書日期必不遲於主後七
        〸年(聖殿被毀之年)。
    (2)書中暗示有些傳神之道給他們的人已經為主殉道(〸三7)，且提
        摩太被囚獲釋(〸三23)；這兩件事極可能與該撒尼羅逼迫信徒
        有關(64~68A.D.)，故本書成書日期必不早於主後六〸四年。本
        書極可能是在主後六〸五至六〸九年間寫成的。
至於寫書地點，可從書中『從義大利來的人問你們安』(〸三24)一
句，推測出：本書是在境外義大利人集居之地(如哥林多、以弗所等
地)所寫。

寫作時地 

本書的受者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七4)，並且『列祖』一詞(一1)表明
他們是猶太人信徒，不但熟悉舊約以色列人信心的先祖(〸一
24~34)，且也熟悉舊約律法及禮儀(七4~〸8)。

本書受者



當時的希伯來信徒正面臨信仰兩大危機：外有羅馬政權的逼迫，要
他們放棄對基督的信仰；內有猶太主義者的勸誘，要他們回到舊約
律法底下。因此本書的首要目的，乃是為著勸勉希伯來信徒(〸三
22)，堅固其信心，不致輕易動搖。

寫本書的動機

希伯來書

本書引用舊約經文、事蹟、教訓特別豐富，可說是一本『舊約要道
註解書』。我們若要明白舊約的真理，宜以本書為入門，按照其解
經原則，正確地發掘舊約中許多有益我們靈性的寶藏。

本書的重要性

全書的主題乃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祂『超越』過天使和舊約一切
偉大人物，而祂所成就的新約也比舊約『更美』，我們這些處在新
約時代的信徒，在祂裏面得以藉著『更美』的祭物，進到『更美』
的至聖所，來到神面前。

主旨要義

本書內遍佈舊約背景，如宗教、禮儀、神學、詞彙，與舊約的《利
未記》極為接近。本書的信息與舊約五經有密切的關係，尤其是五
經中的《利未記》。《利未記》是論及預表中的救恩，而本書所論
，是《利未記》所預表救恩的實際；實體如何比影兒更美且完全，
本書也比《利未記》更超越。所以本書又被解經者稱為新約的《利
未記》。

本書的特點



(四14)

鑰節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
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

(七25)
凡是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
活著，替他們祈求。」

「

內容大綱 - 基督超越過一切，所以我們應當就了祂去，
         靠祂持守信望愛

一1 ~ 〸39
一1 ~ 3
一4 ~ 二18
三1 ~ 6
四14 ~ 七28
八1 ~ 〸18
〸一1 ~ 〸三6
〸一1 ~ 40
〸二1 ~ 17
〸三1 ~ 17
〸三18 ~ 25
〸三18 ~ 19
〸三20 ~ 21
〸三22 ~ 23
〸三24 ~ 25

1. 基督超越過一切
    A. 祂的工作超越過一切
    B. 祂超越過天使
    C. 祂治理神的家，超越過摩西
    D. 祂為大祭司，超越過亞倫
    E. 祂所成就的新約超越過舊約
2. 信望愛的榜樣、警戒和勸勉
    A. 信心的定義和榜樣
    B. 盼望的勸勉和警戒
    C. 愛心的勸勉
3. 結束的話
    A. 請求代禱
    B. 祝福
    C. 預告
    D. 問安和祝福



雅各書

本書作者自稱其名為『雅各』(一1)，這名在初世紀的猶太人和基督
徒當中相當普遍，他是主耶穌的肉身兄弟雅各(太〸三55；可六3)。     

作者

根據本書信的內容，其著書日期可分為兩種不同的見解，一是較早
時期但不遲於主後五〸年，二是較晚時期但不遲於主後六〸二年(雅
各殉道之年)，各有支持的理由。多數解經家較為贊同本書是早期的
作品。本書成書日期，大約是在主後四〸五年至五〸年之間，即或
不然，最遲也應不晚於主後六〸二年。至於本書信寫作的地點，應
當是在巴勒斯坦地，極可能就在耶路撒冷。

寫作時地 

本書信是寫給『散住〸二支派之人』(一1)，即指散居在巴勒斯坦地
區以外各地的猶太人信徒(二1)。

本書受者

                
雅各寫本書的動機至少有二：
    (一) 為著改正教會中錯誤的觀念。有些人宣稱他們相信主耶穌，
            但他們的行事為人卻與基督的福音不相稱。他們的信仰只不
            過是一種口頭上的表示，認同基督徒的身份，但他們的生活
            行為卻與不信的人沒有兩樣。
    (二) 為著指明正確的基督徒信仰。凡是真實的基督徒信仰，必然
            是起因於神的道栽種在一個人的心裏，從而在行為上結出新
            生命的果子來。若要認識一個人的信仰是否純正，只需看其
            信心有否行為表現便可瞭然。

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提供給我們基督徒務實的警戒，指出古今信徒都同樣具有一個
危險的傾向，那就是我們有可能專注於建造屬靈的空中樓閣，而忽
略了腳踏實地的生活，以致表裡不一，虧缺了神的榮耀。

本書的重要性

真實的信心，必定會在一個人的生活和經歷上表現出來。換句話說，
凡沒有行為表現的信心，它對我們基督徒並沒有多大的助益，反會
招致神的審判。

主旨要義

(1) 按其寫作的形式有如格言集，書中多採用諺語和精簡的句子等，
     且格式簡單 
(2) 按其寫作的內容，似乎多處引用了主耶穌的『登山寶訓』
(3) 按其寫作的重點『人稱義是因著行為』，《加拉太書》的重點
  『人稱義是因著信心』；一個是強調得救以後的行為，另一個是
     強調得救以前的信心；一個是說真信心必然會產生出行為來，另
     一個是說沒有信心的行為不能使人得救。

本書的特點



雅各書

(一22)

鑰節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二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內容大綱 - 真實的信心

一1
一2 ~ 五20
一2 ~ 18
一19 ~ 25
一26 ~ 二13
二14 ~ 26
三1 ~ 12
三13 ~ 四10
四11 ~ 五6
五7 ~ 20

1. 引言與問安
2. 真實信心所該有的各種表現
    A. 信心與對待試煉和試探
    B. 信心與對待神的話
    C. 信心與對待別人
    D. 信心與行為
    E. 信心與言語
    F. 信心與情慾
    G. 信心與自恃
    H. 信心與各種境遇



1:1-12

1:13-2:10

2:11-3:12

3:13-4:19

5:1-14

1

2

3

1:1-2:2

2:3-17

2:18-28

2:29-3:24

4:1-6

4:7-16

4:17-5:5

5:6-21

1-13

1-15

1-16

17-25

Courage in Suffering

Warning Against Heretical Teachers in the Church

Fellowship with God

Contending for the Faith

Christian Salvation

Sanctification

Christian Relationships

Christian Suffering

Christian Discipline

True Knowledge: Grow Up

False Knowledge: Watch Out

Grow in Expectation of Christ’s Return

Basis of Fellowship

Obedience of Fellowship

Truth vs. Error

Purity vs. Impurity

Fact vs. Falsehood

God’s Love

Our Love

Witnessing

Fellowship with Enemies

Hospitality, Haughtiness, and Holiness

Why Contend for the Faith

How to Contend for the Faith

〸一月
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

約翰一書

約翰二書

約翰三書

猶大書



彼得前書

本書作者自稱「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一1)，就是主耶穌〸二門徒
中的首徒，原名西門，主另給他起名磯法(亞蘭文)，繙成希臘文就
是彼得(約一42)，聖經常稱呼他為西門彼得(參太〸六16)。

作者

據可靠史料，彼得大約於主後65~67年間，在羅馬被暴君尼祿殺害，
為主殉道。因此，彼得前後兩封書信，均寫於殉道前不久，且兩封
書信的相隔時間不會太長(參彼後三1)。根據下列理由予以推測，前
書約寫於主後64

寫作時地 

本書是「寫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
寄居的」(一1)。這五個地方均位於小亞西亞地區(即今土耳其境內)，
係當時羅馬帝國的五個行省，其確實位置是在黑海、地中海和愛琴
海之間，大約呈順時鐘方向羅列。

本書受者

                
彼得自稱「寫了這信…勸勉你們，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你們務
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五12)。這話表明寫本書的兩個目的：
    (一) 使受書者更深認識自己所蒙神的恩，這恩包括信徒在已過所
            得靈的救恩(一2~3，19~20，23)，現在正在經歷魂的救恩，
            以及將來所要得完全的救恩。
    (二) 勸勉受書者身處邪惡的世代，以及即將面臨的逼迫與苦難，
            要靠神的恩剛強站穩，作主榮耀的見證。

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旨在勸勉信徒既已擁有活潑的盼望，就要有受苦的心志，順從
神的旨意，一心為善，在世度餘下的光陰，好歸榮耀給神。即或身
處苦難，也當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樣，忍受冤屈，將自己交託給神。
今日我們若與基督一同受苦，倒要歡喜快樂，因為主榮耀的顯現即
將來臨，那時就要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主旨要義

(一7)

鑰節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
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
貴。」

「

內容大綱 - 在神的真恩上站立得穩

一1 ~ 12
一13 ~ 二10
二11 ~ 四6
四7 ~ 五14

1. 認識神的真恩
2. 神的真恩和基督徒的生命
3. 神的真恩和基督徒的生活
4. 神的真恩和基督徒的盼望



彼得後書

本書作者自稱「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一1)，亦即與
《彼前前書》同一作者(參三1；彼前一1)。

作者

本書顯然是在使徒彼得為主殉道之前不久所寫，據信使徒彼得是在
羅馬死於暴君尼祿(主後54~68年)之手。因此，合理的推測，本書
應當是在主後66~68年寫於羅馬。

寫作時地 

本書的受者應當與《彼得前書》的受者相同，所以才會說「我現在
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參三1)，而前書是「寫給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的」(彼前一1)。

本書受者

                
本書應是使徒彼得預見他即將為主殉道，因此針對教會即將面臨的
危機，也就是必有「假師傅」興起，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參二1)
，寫信題醒他們要堅守真道，並在恩典和知識上長進(參一12~15；
三18)。

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為教會提供了重要的衛道材料和獨特的屬靈知識：(1) 關乎生命
和虔敬之事的進階(一5~7)；(2) 瞭解經書的秘訣；(3) 末日和審判
的奧秘；(4) 天地要被烈火銷化。

本書的重要性



認識救主耶穌基督，使我們得以有分於一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故此，我們必須在認識主耶穌基督上，分外殷勤，加上又加上，才
能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祂永遠的國。而認識之道，乃在於留意並記
念經上的話，堅信主的應許，不可被假師傅所引進的異端所欺騙。
這樣，就能使自己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主旨要義

(一3)

鑰節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 ...」「

內容大綱 - 在真知識上長進

一1 ~ 4
一5 ~ 11
一12 ~ 21
二1 ~ 22

三1 ~ 13

三14 ~ 18

1. 真知識的來源、益處和本質
2. 真知識的追求
3. 真知識的內涵和憑藉
4. 真知識的對頭──假師傅和其異
    端教訓
5. 真假知識的結局──被火銷化或
    永遠長存
6. 要殷勤在真知識上有長進



約翰一書

約翰一、二、三書本身皆未指明作者與受書人，但教會歷來認為這
三卷書都是使徒約翰寫的。由於書信的內容、措辭、觀念與約翰福
音極為相似，學者多同意這三卷書信與約翰福音是由同一位作者
──使徒約翰所寫成的。

作者

本書所指責的異端思想，乃是在第一世紀末期才在教會中產生影響
的；而本書中流露長輩對晚輩說話的語氣，可知是使徒約翰晚年的
作品。按早期教會的傳說，使徒約翰年老時曾在以弗所居住一段很
長的時間，本書可能就是在該處寫成的。成書日期大約是第一世紀
末期主後九〸年代(即主後90~99)。

寫作時地 

本書並無特定受者，是一種公函，寫給各地教會的信徒們，將對象
稱之為「親愛的」或「弟兄們」。

本書受者

                
由於當時在小亞西亞的眾教會，正受著一種雛型「諾斯底主義」的
異端的影響，使徒約翰乃提筆書寫本書信，針對這些異端邪說的錯
謬，加以辯駁，使眾信徒能分辨真道。

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是歷代教會對抗異端邪說不可或缺的寶典，基督教純正的信仰
得以存續，本書厥功至偉，其價值可以與保羅眾多書信相比擬。再
者，本書從積極方面循循善導基督的信徒，提供正確的教訓，使吾
人對生命、相交、愛、真理等能以深入的認識。

本書的重要性



本書的中心主題是「生命的相交」，從相交的由來開始，點明相交
的目的、條件、障礙、修復、危機、對策、維持與發展，示以相交
之生命的本質乃是聖潔、公義、美善、真實、愛，信徒已因正確的
信仰而具有此相交所需的生命，故只要發揮、彰顯此生命的特質，
必能獲致喜樂充足的結果。

主旨要義

(一3)

鑰節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
們乃是與父並祂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

內容大綱 - 生命中的相交

一1 ~ 4
一5 ~ 二11

二3 ~ 四6

四7 ~ 五3

五4 ~ 21

1. 建立相交的根源──生命之道
2. 維持相交的條件──在生命的光
    中相交
3. 確保相交的要素──在生命的認
    識中相交
4. 增進相交的要領──在生命的愛
    中相交
5. 在生命中相交的軌跡



約翰二書

使徒約翰。

作者

根據教會歷史傳聞，本書是使徒約翰被放逐拔摩海島(參啟一9)，釋
放回到以弗所之後，約在第一世紀的九零年代，繼完成《約翰一書》
之後，又寫了本書。故本書的寫作時地，大約在主後90~99年，寫
於以弗所

寫作時地 

蒙揀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參1節)有二意：(1) 指當時某地教會中一
位敬虔愛主之女信徒和她的「家庭」成員；(2)「太太」暗指某一個
地方教會，「她的兒女」則暗指該教會中的成員信徒。

本書受者

                
正如《約翰一書》一樣，當時小亞西亞的眾教會，正受著一種雛型
「諾斯底主義」異端之侵襲，所以本書作者特意提筆警戒受書人，
基督徒固然須遵行主所賜「彼此相愛」的命令(參5節)，但必須在合
乎真理的原則下相愛(參1~2節)，對於那些越過基督的教訓的異端
假教師(參7，9節)，千萬不可接待他們，以免在他們的惡行上有分
(參10~11節)。

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可說是《約翰一書》的補充說明，《約翰一書》強調「愛弟兄」
乃是生命的自然表顯(參約壹四7；五1)，沒有愛心的，就仍住在死中
(參約壹三14)；但為了防止愛心過頭，成了濫愛，故須受本書的節制
，亦即在合乎真理的前提下彼此相愛。

本書的重要性

「



信徒之間理應彼此相愛，但絕對不可將愛心推及於異端假教師，以
免有分於邪惡的工作，致本身所作的工失去賞賜。

主旨要義

(2節)

鑰節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我
們同在」

「

內容大綱 - 遵行真理

1 ~ 3節
4 ~ 6節
7 ~ 11節
12 ~ 13節

1. 在真理中相愛並祝福
2. 照命令遵行真理，這就是愛
3. 不可接待那越過基督的教訓的人
4. 和持守真理者彼此相交並問安



約翰三書

使徒約翰。

作者

本書的寫作時間和地點，大致與《約翰二書》相同，也就是大約在
主後90~99年，寫於以弗所。

寫作時地 

本書的受書人名叫「該猶」(1節)。

本書受者

                
在本書之前，使徒約翰曾寫了一封簡短的書信，給當地的教會，但
為丟特腓所拒絕(9節)。丟特腓本人，大概不是異端份子，或者僅出
於他「好為首」的領袖慾(9節)，而不順服約翰的權威，故約翰並未
對他立即採取斷然措施，而予容忍，將來會當面「題說他所行的事
」(10節)。丟特腓基於他對使徒約翰的誤解，不但「用惡言妄論」
約翰和他的同工們，並且禁止本地信徒接待約翰的同工，違者「趕
出教會」(10節)。使徒約翰被迫必須解決此問題，乃寫此書。

寫本書的動機

鼓勵信徒行善，以愛心接待為真理出外作工的客旅；禁戒信徒行惡，
有權柄者不可在教會中專權。

主旨要義



(11節)

鑰節

親愛的兄弟阿，不要效法惡，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屬乎神；行
惡的未曾見過神。」

「

內容大綱 - 榜樣與鑑戒

1 ~ 8節
9 ~ 11節
12節
13 ~ 15節

1. 該猶愛心接待的榜樣
2. 丟特腓不肯接待的鑑戒
3. 低米丟行善的見證
4. 結語和問安



猶大書

本書作者自稱「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的弟兄猶大」(1節) 本書的作
者猶大就是主耶穌的肉身弟兄猶大，他也是雅各的弟兄。

作者

(1) 本書成書日期應比《彼得後書》較晚；(2) 當時除了使徒約翰以
外，其他的使徒們可能都已經為主殉道。因此，本書的寫作時間，
應當是在主後80~90年。至於本書的寫作地點，毫無資料可查。

寫作時地 

本書的受者為「那被召、在父神裏蒙愛、為耶穌基督保守的人」
(1節)，本書並無特定的受者，既不是寫給某一地的教會，也不是寫
給某一位信徒，而是寫給所有蒙召、蒙愛和蒙恩之人的公函。

本書受者

                
本書的作者鑒於基督徒所「同得的救恩」正面臨極大的危機，因為
有些異端假教師「偷著進來」，改變神救恩的性質，又否認主耶穌
基督的神性，故此特地寫書呼籲所有的信徒，應當起來為那純正的
信仰真道竭力的爭辯，以免教會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轍。

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的主題是要為信仰真道竭力爭戰。屬世的爭戰，有防守和攻擊
兩方面；屬靈的爭戰，則有認清敵人和建立自己兩方面。我們若要
在信仰真道的爭戰上得勝，消極方面，須清楚認識異端假教師的性
質、作法和結局，以他們為鑑戒；而積極方面，則須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愛中，其要領有三：(1)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2) 在聖靈
裏禱告；(3)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主旨要義



(20~21節)

鑰節

親愛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
生！」

「

內容大綱 - 竭力為所信的真道爭辯

1 ~ 2節
3 ~ 16節

17 ~ 23節
24 ~ 25節

1. 引言──問安
2. 爭辯的原因──因為教會中有異
    端假教師出現
3. 爭辯的裝備──對己和對人
4. 結語──讚頌



1

2

3

4

5

6

7

8-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Letters to Seven Churches

Speaking to the Churches

Opening the Seven Seals

Blowing the Seven Trumpets

Describing the Seven Signs

Pouring Out the Seven Bowls

Destroying God’s Enemies

Making All Things New

Standing Among the Churches

Ephesus, Smyrna, Pergamum, Thyatira

Sardis, Philadelphia, Laodicea

The One Who Sits on the Throne

The Lamb Who Opens the Scroll

The Plagues of the Seven Seals

Sealed and Saved

The Seventh Seal and the Seven Trumpets

The Small Scroll

The Two Witnesses

The Terrible Conflict

The Two Beasts

The Judge is Coming: Lamb of God

Judgement is Coming: Wrath of God

Judgement is Here: Bowls of God’s Wrath

Babylon’s Description

Babylon’s Destruction

Salvation From the Lord and a Feast For the Lamb

The End of the Devil and Death

The Beginning of a New Heaven and Earth

A Final Warning: “I Am Coming Soon”

〸二月
啟示錄



啟示錄

本書作者自稱「約翰」(參一1，2，4，9；廿二8)。第一世紀末葉主
〸二使徒當中尚存活在世的，僅剩使徒約翰一人，眾教會間只須提
到約翰，便盡人皆知指的是使徒約翰，無須多作介紹。

作者

很有可能，使徒約翰是一邊看異象，一邊記錄下來(參〸4)，等到他
從拔摩海島被釋放回到亞西亞之後(參一9)，經過整理才成書。由此
推定，本書大約是在主後95~99年，寫於拔摩海島和以弗所兩地。

寫作時地 

本書是寫給祂的眾僕人(參一1)和七個教會的使者(參二1，8，12，18；
三1，7，14)，但也是寫給教會全體(參一4)，讓所有的眾聖徒都能念、
聽見並遵守的(參一3)。

本書受者

                
本書是全部聖經的終結。若無本書，聖經即有始無終，其他各卷的
難題，將無從解答。本書是實現盼望的書。若無本書，其他各卷所
載的應許和盼望，對我們而言，許多還沒有得著成就。本書載明撒
但和牠跟從者的結局。若無本書，許多信徒對神的權能和計劃，仍
舊大惑不解。

本書的重要性

本書將信徒帶到天上和靈裏，首先認識主各方面的偉大，以及與我
們的關係，又從教會歷史和現實的情況認識自己，並且認識屬天的
奧秘，從而知道地上的一切都正照著神永世的計劃一一實現之中，

主旨要義



啟示錄

世界正逐步朝向最終的結局邁進。信徒若不醒悟，就要被留在地上
，身受各種災禍；但若至死忠心，就要與主作王一千年。

(一19)

鑰節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
出來。」

「

(廿二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內容大綱 - 耶穌基督的啟示

一1 ~ 8
一9 ~ 20
二1 ~ 三22
四1 ~ 廿二17
四1 ~ 五14
六1 ~ 八5
八6 ~ 〸一19
〸五1 ~ 〸六21
〸七1 ~ 廿二5

廿二6 ~ 21

1. 引言
2. 所看見的事──榮耀基督的異象
3. 現在的事──七個教會
4. 將來必成的事──末世和永世
    A. 天上的情景
    B. 揭開七印
    C. 吹七號
    D. 傾倒七碗
    E. 千年國度和它前後的二婦、
        二城、二筵席
5.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