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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概覽 

導師： 麥玉崑傳道（電郵： makyuk@hkstbc.org） 

 

課程目的： 

讓學員扼要地了解新約背景，掌握新約各書卷的重點，並反思聖經給今日的你和我怎麼樣

的福音信息。 

 

課程安排：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課 新約背景及四福音概論  

第二課 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  

第三課 其他書信及啟示錄 考試 

 

參考書目： 

1. 黃錫木著。《新約研究透視》。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 

2. 黃錫木、孫寶玲、張略著。《新約歷史與宗教文化導論》。香港：基道出版社，2002。 

3. 卡森、穆爾著。尹妙珍、紀榮神譯。《21 世紀新約導論》。香港：天道書樓，2007。 

4. 聖經‧新約全書--漢語譯本(註釋版)。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10。 

5. 成人主日學教材 http://bible.fhl.net/bible_teach/juses/re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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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新約背景及四福音 

A. 新約背景 

一、兩約之間 

  聖經的舊約止於以色列亡國被擄與歸回，從那時起，一直到耶穌的時代，可以說歷經了

四個時期，總共有四百多年。這段時期通稱為   ，亦即新約與舊約之間。 

 

(一)歸回時期：這是波斯統治的時代，公元前 538-332 年。 

  波斯王塞魯士時期，猶太人第一次歸回，由大衛的後裔所羅巴伯與祭司約書亞領導。他

們一回到猶大地，立刻著手重建聖殿，但是才開工沒多久，就遇到鄰邦阻撓，建殿聖工遂遭

擱置。幸好此時有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及時起來鼓勵百姓，他們才在大利烏王一世第二年復

工，而於第六年完工。這段建殿經過記載在舊約的以斯拉記裡。 

  文士以斯拉帶領第二批猶太人歸回，他搜集、考究律法，並在聖殿裡負責教導律法。相

傳五經的編纂他的功勞不小。同時期還有省長尼希米，率領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  ，並

整頓當時一些弊病。稍後，猶太人險遭滅族，以斯帖挺身而出，整個民族得蒙上帝奇妙拯救。 

  最後，   提醒百姓歸向上帝，並且預言主的使者即將來到。舊約就寫到  

 為止。 

 

(二)熬煉時期：這是希臘統治的時代，公元前 332-167 年。 

  希臘在亞歷山大的率領之下，征服波斯，建立一個強大的帝國。接著，他又揮兵南進，

征服埃及，在尼羅河口建立一個完全希臘化的城市，以自己的名字為城名，叫做亞歷山大城。

亞歷山大早年師事亞里斯多德，熱愛希臘文化，深信藉著希臘文化可以統一天下。因此，他

把希臘文化散佈到他所建立的帝國各處。但是他在 33 歲時英年早逝，死了以後，帝國分裂

為四，其中兩個與猶太地有密切關係，亦即南邊的埃及多利買王朝與北邊的敘利亞西流古王

朝，此兩王朝在文化上均承襲希臘的影響。 

  首先，猶太在埃及多利買王朝的統管之下(公元前 323-198 年)。此時，埃及的統治者仍

為希臘人，不過，其推行希臘化的手段比較溫和，而且不干預猶太人的宗教。多利買王朝的

非拉鐵非王(公元前 285-246 年)善待猶太人，致力保存猶太文化，甚至花錢買贖猶太奴隸。

最重要的是他召集猶太學者推動舊約翻譯工作，舊約   七十士譯本就在非拉鐵非王

的授命下完成。 

    接著，敘利亞的西流古王朝接管猶太(公元前 198-167 年)。原先，猶太人歡迎安提阿古 

III 的統治，但後來他與羅馬交戰，戰敗需賠鉅款，遂向猶太人索重稅，而引起猶太人的不滿。

到安提阿哥古 IV 繼位時(公元前 186 年)，他不但極力推行希臘化，他傲慢又兇殘，向猶太人

索重稅，並且兩次接受賄賂，任意更換大祭司，因此遭猶太人抵制。最叫猶太人難以消受的

是，他在耶路撒冷聖殿裡安放宙斯(Zeus)的神像，立宙斯的祭壇，又強迫猶太人獻豬給宙斯，

時為公元前 168 年 12 月  25 日。猶太人對他可以說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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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興時期：這是馬加比革命的時期，公元前 167-63 年。 

  安提阿古 IV 不但在耶路撒冷這樣做，還要把這種拜偶像的習俗推行到各地。公元前 167 

年，有一個敘利亞軍官率領一批士兵來到耶路撒冷城西的莫頂(Modin)小城，高築希臘神像，

並召人民來獻祭。他對當地極有名望的老祭司馬他提亞(Mattathias)威迫利誘，要他帶頭順服國

王，獻祭給神像。馬他提亞不從，但有一個猶太人為了討好長官，竟然上前獻祭，馬他提亞

見狀，怒不可遏，當場就把他給殺了。他的兒子們一不做，二不休，又把敘利亞軍官也殺了。

經他們登高一呼，凡是願意敬拜上帝，遵守律法，不願意聽從國王去拜偶像的猶太人，都來

跟隨他們。馬他提亞此時年紀已經老邁，臨終時指定三子猶大繼續領導。猶大驍勇善戰，大

家暱稱他為馬加比(Maccabees)，意思就是「執鐵鎚者」，因此這段事蹟就被稱為   。

兩年後，也就是公元前 165 年的 12  月 25 日，猶太人在耶路撒冷潔淨聖殿，去除偶像，再

一次將聖殿奉獻給上帝，這就是耶穌時期「修殿節」的由來。 

 

(四)亡國時期：這是羅馬統治的時期，公元前 63 年─公元 70 年。 

  猶太人在敘利亞西流古王朝沒落之後，經過一百多年光榮的獨立時期。其實猶太人真正

的敵人不是外來的侵略者，而是內部的不團結。當時，猶太人有兩大黨派，一個是支持馬加

比家族作君王和祭司的人；他們擁有政治權勢，是耶穌時代   的前身。另一個就

是    ，他們比較保守，堅持猶太傳統文化及信仰。他們原先也支持馬加比家族，

但是在爭取到宗教方面的自由之後，即不再過問政治；法利賽人就是從他們演變而來。這兩

派的人經常有爭執，而哈斯摩年王朝更是為了王位的繼承，內部迭有紛爭。當時，羅馬正逐

漸興起，猶太最後敵不過羅馬的勢力，終為羅馬的龐貝將軍所奪。 

  此時有以土買人(亦即以東人)安提帕崛起，他被龐貝授命為哈斯摩年王朝的首相和顧問，

在猶太地操有實權。但是他同時卻又幫助凱撒，因此當凱撒後來戰勝龐貝成為羅馬皇帝時，

就委派安提帕為猶太、撒馬利亞和加利利三省的省長，其兒子希律後來更被封為王。哈斯摩

年王朝到此告一段落，其子孫只能擔任大祭司職。希律，就是後來被稱為大希律的，他為討

好猶太人，在公元前 20 年為他們蓋了一座宏偉的聖殿，但聖殿尚未蓋成，他就在公元前 4 

年去世，他的兒子們被封為巴勒斯坦不同地區的分封王。 

  猶太人雖然有這些外來的分封王，但是真正控制他們，得其心的是祭司。  的職

位原是世襲，而且是終身職。與祭司共同治理百姓的還有由長老們組成的  。除了納

貢和外交事務外，猶太人其實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但是猶太人還是不滿羅馬的干預與統治，陸續有叛變，惟其內部卻又不和；公元   年

羅馬的提多將軍摧毀耶路撒冷，其軍隊焚燒聖殿，猶太人自殺或被殺的很多，猶太史家約瑟

夫(Flavius Josephus)所寫的書《猶太戰記》對此有詳細描述。猶太人最後一次起義是在公元 135 

年，由巴克巴(Bar-cachba)所領導，導火線是因當時羅馬皇帝哈德良 (Hadrian, 117-138 A.D.)

下令禁止行割禮，並在耶路撒冷聖殿舊址建造朱彼特(Jupiter)神廟。但此叛變並未成功，巴克

巴被捕。從此以後，耶路撒冷變成羅馬人的城市，猶太至此可以說是徹底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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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代背景 

(一)羅馬的影響─政治 

    耶穌時代，猶太人在政治方面受羅馬統治，在文化方面則受希臘影響，再加上猶太本身

傳統的宗教，就形成耶穌所處之時代的背景。 

  羅馬對它所征服的地方，安定的省份由   管理，指派  統治，常有暴亂的

則由皇帝直接派  駐守，由提督、巡撫或地方長官管治。 

  大希律靠其政治手腕被羅馬皇帝委任為猶太人的王，他曾經要殺嬰孩耶穌，沒有成功。

他死了以後，遺囑將王國分給他三個兒子--亞基老、希律安提帕、腓力 I。當然，這還需經

過皇帝奧古斯都的批准。 

  稅吏是替羅馬政府收稅的。通常皇帝只訂一個數目，全權委託稅吏辦理，稅吏常任意訛

詐人，多收的歸自己口袋，故為猶太人所痛恨。 

 

(二)希臘的影響─文化 

  希臘文化隨著亞歷山大帝的東征而討帶到巴勒斯坦，這些文化和當地文化結合，產生了

以希臘文化為主的混合文化，史學家稱之為「希臘化文化」(Hellenism)。當地的城市，不但希

臘式建築十分流行，希臘文也成為朝廷與民間通用的語言。這種情形在羅馬統治以後，並未

改變。希臘文化可以說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新約就是用  寫成的，所以它能

夠很快地流傳到各地。 

  希臘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崇尚自由、民主與獨立的精神，其文學、藝術亦十分發達。希臘

人為了解答人生問題，產生了禁慾的   和享樂的伊匹鳩魯派；同時還有智慧主義，

新柏拉圖主義，犬儒主義，懷疑主義等各個哲學門派。而希臘人生性好奇，約翰福音 12:20-

21 記載有幾個希臘人要來見耶穌；當使徒保羅來到希臘的雅典傳福音時，當地人都很好奇地

要來聽聽他要說些什麼(徒 17 章)，這都顯示出希臘人好奇求知的特性。 

 

(三)猶太的傳統─宗教 

  希臘文化帶給猶太人的衝擊是，他們能否同時接受希臘文化，而仍然忠於他們傳統的信

仰。猶太人有的受希臘化影響較深，思想比較自由，比較追求物質享受，這種人大多散居在

各地；有的思想比較保守，抗拒希臘文化，這些人多居住在猶太本土。耶穌當代猶太人的宗

教集團和黨派可分下列幾種： 

(一)祭司：祭司的職責原是獻祭、傳達上帝的旨意並教誨民眾。以色列人從巴比倫歸回以後，

沒有王，外邦人也不希望大衛王室抬頭，祭司的權力便逐漸擴張而擁有政權。馬加比革命之

後所建立的王朝更是祭司主政。但是在政治環境爭權奪利的風氣之下，祭司也難保清高。而

外來的統治者有時任意廢大祭司，另立新祭司，甚至還有人用錢收買而得大祭司職。 

(二)文士：文士原是   的人，由利未人擔任，他們保存聖經，不遺餘力。以色列人

被擄分散在各處設立會堂時，文士研讀並解釋律法，在教導百姓遵行律法上扮演極重要的角

色。像以斯拉就是文士，又是祭司。但是後來祭司慢慢忽略律法，文士就與祭司分開，而形

成另一個專業。 

(三)法利賽人：法利賽人的意思是「分別出來」，他們是與當政者不合而分離出來的一班虔誠

人士，約在公元前 150 年形成。他們遵行律法，相信死人復活。在耶穌出生前一世紀，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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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人中有兩位極具影響力的大拉比，形成法利賽的兩大學派，由希列(Hillel) 和沙買(Shammai)

所領導。希列生於巴比倫，後來遷居耶路撒冷，對律法採取比較自由的態度。沙買這一派比

較嚴格，他們反對那些傾向羅馬的政黨，同情並贊助謀求國家獨立。使徒保羅的師傅  

 (見徒 5:33-40、22:3)乃是希列的孫兒。 

 (四)撒都該人：撒都該人可能源自所羅門王時代的撒都，他們多為   階層的人，可

以說是當時的執政者與權貴。他們崇尚理性，只接受   ，不相信死人復活，反對法

利賽人在律法之外又加上許多遺傳。其實撒都該人的興趣在於政治，多過宗教。 

 

    以上四種人，文士和祭司是一種職業，法利賽和撒都該則為一種黨派。文士多半為法利

賽人，但亦有少數為撒都該人；祭司則多半為撒都該人，亦有少數為法利賽人。此外，在新

約聖經中還提到希律黨和奮銳黨。希律黨是擁護希律做王的人；奮銳黨主張與羅馬對抗，不

惜使用武力。但到公元第二世紀猶太覆亡之後，大部份的黨派都消失無蹤，只有法利賽黨存

留下來。主耶穌降生時，正值羅馬人統治，但希臘文化瀰漫羅馬帝國各地，這正是福音傳播

的最佳時機。 

2. 新約正典的形成 

一. 正典的意思 

 「正典」(canon) 這個名詞來自希臘文的 Kanon，原意是「蘆葦」，引申為「杖」或「棒」

之意。由於這些東西可用來作丈量用，所以有「標準」、「尺度」的意思，後來，隨著時間的演

變，它逐漸只留下純粹形式上的「目錄」、「一覽表」這個意思。從公元第一到第三世紀，「正

典」所代表的是基督教信仰裡具有規範性的教義及倫理內容；到接近第四世紀時，正典一詞

就被用來指新舊約目錄，一直到現在，正典都是指那已經定稿、不會再增添的聖經。 

 

二. 正典的形成過程 

 新約正典的形成大理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 寫作期：從公元 50-140 年，新約各卷書慢慢寫成，在某些特定的教會流傳，並且

在聚會中誦讀。使徒所寫的書信，從一開始，也被教會視為是對教義與實際生活教導的權威。

彼得就曾經引用保羅所寫的書信(彼後 3:15-16)。由於這時期，使徒或使徒的門徒們都還活著，

這些權威著作之間彼此並不排斥，也未分高下，正典的概念尚未成形。教會開始有「正典」

這個概念是在公元第二世紀下半期的事。 

 

(二) 促進期：公元 140-200 年，先有馬吉安(Marcion, 100-165A.D.)編訂一個新約正典目

錄，他把許多卷與舊約有關聯的都排除在外，只剩下去掉頭兩章的路加福音，以及十封保羅

書信：加拉太書、哥林多前後書、羅馬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以弗所書(他稱之為老底嘉書)、

歌羅西書、腓立比書、腓利門書。馬吉安明顯地排斥舊約，他這種作法促使教會人士群起反

駁。當時的教會領袖認為還有更多卷書也應列入新約正典；因為許多早期教父都引用這些書

卷作為辨明信仰的依據。當時又因為有許多異端慢慢興起，教會開始遭受到迫害，而在時間

上離歷史上存在的耶穌也愈來愈遠，教會愈加感受到有編訂正典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好作為

信徒信仰生活共同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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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期：從公元 200-400 年，教會對那幾卷書應該列入正典逐漸形成共識，而後在

老底嘉(363 A.D.)與迦太基(397A.D.)兩次會議中作最後確認；前者確認只有新約正典中的書方

可在崇拜中宣讀，後者確認新約共有 27 卷。公元 397 年的迦太基會議有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A.D.) 的參與，自此之後，新約 27 卷成為正典就很少再有爭論。 

  

三. 正典的標準 

 (一) 它必須和基本的信仰原則一致：這裡所說的信仰原則就是指耶穌基督福音的真道，

它與使徒有關，因為它們來自使徒所留下來的傳統。耶穌基督的福音藉著使徒傳揚開來，各

地的信徒們從使徒領受真道，因此後來寫成的書不能與這些所信仰的真道相違。連保羅自己

都說：「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

當被咒詛。」(加 1:8) 雖然在當時，正統信仰與異端的區分還不是十分清楚，但是許多書卷都

已經都提到辨別純正信仰的重要性(加 1:8-9, 西 2:8, 提前 6:3- 5, 約壹、約貳)。 

 (二) 它必須具有使徒性(apostolicity)：使徒性的意思就是或出於使徒手筆，或與使徒有密

切關聯。由於使徒親自跟隨過耶穌，他們的教導被初期教會公認為權威，他們的著作自然很

容易就被接受。保羅雖然沒有在耶穌活著的時候跟隨過主耶穌，但是他親身經歷主的顯現，

又熱心傳福音，建立教會，因此也被尊為使徒。有些書卷雖然作者不是使徒，但他們與使徒

有密切關係，像馬可紀錄使徒彼得的講道詞，路加則一直追隨在保羅身邊，因此馬可福音和

路加福音都被接納為正典。 

 (三) 它被教會所接納和使用：早在正典訂定之前，這些書卷已經在地區教會中流傳，教

會視為有價值、對信徒信仰有助益的，才會在聚會時公開誦讀，有疑問的則暫時保留。在正

典尚未正式定稿以前，在各個時期各卷書被接納的程度不同。初代的教會歷史學家優西比烏

(Eusebius, 260-340A.D.)曾經把當代在各教會流傳的經典分為三類：(1) 被接受與承認的，有四

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包括希伯來書共 14 卷)、彼得前書、約翰壹書和啟示錄；(2) 尚

有些爭論的，在此他再細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較被接受的，有雅各書、彼得後書、猶大書和

約翰貳書、參書；第二類是偽造託名的，有保羅行傳、黑馬牧人書、彼得的啟示錄、巴拿巴

書信、十二使徒遺訓，可能啟示錄也包括在此；(3) 完全被排斥的，有彼得福音、多馬福音、

馬提亞福音、安得烈行傳、約翰行傳等。 

 

B. 四福音概論 

1. 新約全書共有多少卷書？_________ 

 

2. 有新約就不用舊約了？是  非 

路廿四 44：「耶穌對他們說：「這些話，我從前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對你們 

說過了，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書和詩篇上所記關於我的一切，都必須應 

驗。」 

 

太一 1：「 耶穌基督是大衞的子孫、亞伯拉罕的後裔，這是他的家譜：……」 



STBC Alive 課程：新約聖經概覽(網上版)                     10 April, 2020 

 

 7 

若沒有舊約，根本不知道誰是大衛、亞伯拉罕，怎會真正透澈地明白這一節 

經文？有時，新約有地方解唔明，是因為不了解舊約，但只要翻翻舊約就會 

明白。新約和舊約有緊密的聯繫，在讀新約之前，要謹記舊約的重要性！ 

 

3. 四卷福音的名稱代表甚麼？ 

福音：即 good news_________，而這好信息是從舊約(參以賽亞書五十二 7)已經表明是關

於救恩的，讀馬可福音一 1-3，明顯馬可在呼應以賽亞！ 

四卷書的名字，始於一世紀末二世紀初，之前沒有「福音書」的文學作品。 

原文不是「馬太所寫的福音」，而是κατα μαθθαἶον「(一卷)福音，根據馬太(的

版本)」(以及馬可、路加和約翰) 

 

4. 四位作者有乜咁特別？ 

其中有兩位是耶穌基督十二使徒之一，他們直接跟隨耶穌，同他一起生活有三年的時間，

親身經歷耶穌的神蹟、治病、趕鬼、教導，即_________、_________。 

另外兩位，都是使徒的近身，從使徒身上認識耶穌的事蹟。馬可，是使徒彼得的助手，曾

在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同巴拿巴一齊幫手，後來折返。 

_________，是保羅的助手，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加入保羅的團隊。 

 

5. 新約有四卷福音書，去講述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受死被釘在十字架上，三日後復

活的事蹟，記述有沒有重覆？為甚麼要重覆？(參太十七 1-8、可九 2-8、路九 28-36) 

 

6. 馬太、馬可、路加福音統稱為對觀福音(符類)，synoptic，馬太、馬可、路加福音一起觀看，

1800-1970 注重福音書的歷史層面進行研究，後轉向文學角度去理解，結合歷史與詮釋，

返回文本中尋求真理 

 

7. 四福音都有不同的寫作目的，如約廿 30-31：「 耶穌在門徒面前還行了許多別的神蹟，沒

有記在這書上。  但記載這些事，是要使你們相信神的兒子基督就是耶穌，並且使你們相信

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 

 

馬太福音 

1. 作者、對象： 

馬太，耶穌的_________，跟隨耶穌去傳道，聆聽他的教訓，並親眼看見他的神蹟，擁有

關於基督第一手。 

對觀福音的研究推斷：馬太福音使用_________福音為主要的資料來源，發展其寫作主題，

針對當時的對象：_________為主，也有_________的元素。 

 

猶太人：當時基督的門徒處於十字路口，究竟要成為猶太教的分支，還是要“自立門户”？

他們生活在猶太人的圈子，生活上嚴守猶太的教導，承受一定的壓力。馬太福音挑戰信徒

要跟從基督的教導，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超越猶太的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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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人：要認識耶穌基督是那位把永生帶給人的救主。(參太廿八 18-20) 

 

2. 特色： 

在馬太福音中，經常可看到這樣的話：「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在新約中，舊

約的應許、預言都實現應驗了，明顯指出耶穌的降生、教導、犧牲、復活，帶給人福音的

源頭，是神早已應許。(參太二 23 ) 

 

馬太描寫基督是彌賽亞，大衛後裔，猶太人的君王。(參太一 1、一 20)馬太著重耶穌的出

生，特別切合猶太人的口味，是他們期待的；耶穌不只是君王，高高在上；卻是“以馬內

利”的主，與人同在的神，(參太一 22-23)；馬太福音也強調，耶穌是神的兒子，(參太三

16-17、廿七 54) 

 

馬太福音向人講述福音，不單透過描寫耶穌究竟是誰？也從他的言行去認識他。例如：在

第一、二章介紹完耶穌的降生和嬰孩時期後，第三章隨即開始寫耶穌受洗、勝過魔鬼的試

探、開始傳道、醫病趕鬼…… 

在一連串行動之後，寫耶穌的講論：登山寶訓(五 1-八 1)，述說天國的福音：天國子民的

福氣、耶穌來的目的、天國與律法的關係、門徒行事為人的要求(不要假虔誠)、提醒人選

擇合乎真理的路。 

馬太福音大量記載耶穌的_________，與他的_________相輔相承，一環接一環。 

 

3. 大綱： 

I. 序言：耶穌降生和嬰孩時期 (1:1-2:23)  

II.   a. 耶穌開始傳道 (3:1-4:25) 

b. 第一篇教導：山中寶訓 (5:1-8:1) 

III. a. 醫治、神跡、教導：天國在耶穌的權柄下擴展 (8:2-9:38) 

b. 第二篇教導：天國的門徒 (10:1-11:1) 

IV. a. 訓斥猶太人：耶穌教導和傳講天國的福音，但反對日增 (11:2-12:50) 

b. 第三篇教導：天國的比喻 (13:1-58) 

V.   a. 神蹟與教導：跟隨和反對耶穌的人趨向兩極化 (14:1-17:27) 

b. 第四篇教導：天國的生活 (18:1-19:2) 

VI. a. 訓斥猶太人：反對勢力加劇，預告終末，警醒門徒 (19:3-20:34) 

b. 第五篇教導(受難週)：天國的審判 (21:1-27:66) 

VII. 耶穌復活與門徒的使命 (28:1-20) 

         

4. 今日的影響：透過馬太福音，認識道成肉身的主，不但有_________，滿有權柄，特別他

以一位復活君王的身份，主耶穌對他的門徒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耶穌也有_________，他不是遙不可及，他明白人的悲歡離合(太廿六 36-38，客西馬尼)，

而且他應許_________ (太廿八 20)。今日，我們每天的生活，如何讓人知道我們在跟隨著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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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已信主有一段日子的你：太廿三 1-3：「那時，耶穌對羣眾和自己的門徒講話，  說：「律

法教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  所以，凡是他們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實行，也要

遵守，但不要仿效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會說，不會做。」(新漢語譯本)我們是否 walk the 

talk？ 

 

馬可福音 

1. 作者： 

馬可，彼得的_________ (彼前五 13)、巴拿巴的表兄弟(西四 10)、跟過巴拿巴和保羅宣教

(徒十三 13、十五 36-41)、被保羅稱讚(提後四 11) 

帕皮亞(主後 130 年前的人)，見證馬可是彼得的傳譯員，他準確地寫下彼得記得關乎主的

一言一行……似彼得講道風格，不按時序 

 

2. 對象：以接觸過福音的_________為主，因作者並沒有大量引用舊約的經文(只在一 2-3)，

而又經常解釋猶太人的習俗，(參七 2-4，十四 12)，且假設讀者對福音信仰有一定的理解，

沒有解釋施洗約翰是誰，洗禮和聖靈等概念沒有解釋。在引用一些亞蘭語的字詞時，馬可

更一一繙出來，幫助讀者(非猶太人)明白其意(參五 41，七 11)。 

那些多年來散居於巴勒斯坦以外地區(如羅馬)，且已日漸與傳統猶太文化脫節的猶太人，

亦很可能是馬可福音的寫作對象。 

 

3. 特色：相比馬太福音，較少引述耶穌的_________，反而透過耶穌所做的事，行神蹟、醫

病、趕鬼，反映他是有能力和權柄的主。常常運用_________這助動詞，表現出耶穌是行

動迅速的神子。(如可一 12、18、20、28、31、40-45) 

 

耶穌常常叫人不要向人傳揚他的_________ (參可三 10-12、九 9-10：下山的時候，耶穌

囑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門徒將這話存記

在心，彼此議論從死裏復活是甚麼意思。) 似乎是要等一個合適的時機，才公開他的身份；

耶穌不想人對他的身份有誤解，要人從他所作的事，領悟到他是誰 (參可八 27-30)。因此，

他向人示範了一條卑微受苦而順服的路，要人體悟、跟隨而得生命。 

 

真正作主的門徒的生命，要背起_________，跟隨主(八 34-37)。從八 31-十 45，有三個重

覆的敍述，帶出馬可的寫作目的： 

耶穌預言自己的死   八 31  九 30-31   十 32-34 

門徒不明白    八 32-33  九 32(33-34)  十 35-40 

耶穌教導作門徒的代價  八 34-38  九 35-37   十 41-45 

 

4. 大綱： 

1. 耶穌基督的福音 (1:1-13) 

1.1 施洗約翰預備主的道 (1:1-8) 

1.2 耶穌受洗，顯為神的兒子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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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耶穌受試探 (1:12-13) 

2. 神子—施行神蹟、醫治和教導 (1:14-8:26) 

 2.1 神子的權柄 (1:14-3:12) 

 2.2  神子的神蹟和神國的比喻 (3:13-6:6) 

    2.3 神子的身份，門徒不明白 (6:7-8:26) 

   3. 基督—受難與復活 (8:27-16:20) 

 3.1 基督的身份，向門徒顯露 (8:27-10:52) 

 3.2 光榮進入耶路撒冷 (11:1-14:11) 

 3.3 受難與復活 (14:12-16:20) 

 

5. 今日的影響：馬可筆下的耶穌馬不停蹄地作傳道和服侍，給門徒留下效法的榜樣。耶穌每

當見到人的需要，就作出適切的回應。今日，我們如果要作主的門徒，應怎樣回應？有甚

麼難阻我們學習耶穌的「立刻」？ 

 

路加福音 

1. 作者： 

路加，從歌羅西書 4 章 14 節得知他是位_________。他曾在保羅第二次傳道旅程與

_________同工(徒 16：9 後「我們」的合稱，他是保羅的伙伴。) 

 

路加福音的序言(一 1-4)清楚說明，他沒有親眼見過耶穌的事奉，只是說，「在我們中間

成就了的事」(已有「好些人提筆作書」、「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 

 

除福音書之後，路加明顯有其他的資料，讓他加入自己的福音書中，因此有大量獨有的

敍述(如路一，有關施洗約翰的誕生)和耶穌的事蹟(如路十九 1-10，呼召撒該)和比喻(如

好撒馬利亞人、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的字彙豐富，篇幅是四卷福音書中最長的，記述

了大量的神蹟、教導、比喻。其中第 9 至 19 章的大部分內容，只在路加福音出現；換言

之，這福音書有三分之一的內容是獨有的。 

 

近代研究認同路加是外族基督徒，而他熟悉猶太教的主要原因，是他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即很認同猶太教，但沒有入教的外族人。 

 

2. 對象： 

路加福音一開始就表明了對象是_________—是希臘文的音譯字，意思是「愛神的人」，

有可能是泛指性的稱呼，以保護他的身份，他可能是羅馬官員，或一位很有地位和財富

的希臘人。贊助路加撰寫和分發這卷書的，很可能正是這人。這卷書是為了幫助提阿非

羅個人學習真道而寫的，也是給所有讀者的，好讓信徒「知道所聽到的都是確實的」（1:4），

也好讓未信的人認識耶穌的救恩，提阿非羅可能是________的人，正需要路加的指引。 

 

這卷福音書的寫作時間，正值初代教會和猶太人會堂衝突迭起的時期。早期教會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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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看為一個新的宗教，而是把自己看為猶太教的終極發展；隨着越來越多外族人加

入教會，猶太人卻不斷拒絕耶穌是彌賽亞，雙方的分歧越來越大。其中最大的爭議是：

誰才是神的子民？是那不承認耶穌是彌賽亞的傳統猶太教？還是由猶太人和外族人所組

成的教會？路加福音要表述的，就是耶穌的確是舊約裡所應許的彌賽亞；耶穌來，為要

成就神所應許的救恩，使猶太人和外族人，凡相信他的，都成為神的子民。 

 

3. 特色： 

馬太福音外，記載耶穌的________，但記述的重點不同。(路三 23-38) 

只有路加詳細描述耶穌升天的情形，這個在書卷末尾敍述的景象，更是連於這書卷下集

（________）的開頭。以升天作為耶穌在地上一生工作的完結，同時又藉此帶引讀者進

入使徒行傳，繼續瞭解耶穌升天以後門徒為主所作的見證。(將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一起

讀的重要性) 

 

路加福音常提到________和社會上常被蔑視的人。如婦女、寡婦。單看耶穌的出生，已

處處顯出作者有意把耶穌作為貧窮人的身分刻劃出來，例如：耶穌出生在馬槽裏，貧窮

的牧羊人竟是第一群探望嬰孩耶穌的人；還有，耶穌的父母沒有能力獻上牛羊，只可以

獻上斑鳩、鴿子。另在路四：18 和七：22，作者更藉耶穌的話帶出這福音書是特別給貧

窮人的。 

 

路加福音強調聖靈的重要性，如記述耶穌出生前後的事 (路 1：15、35、41、67，2：25-

27)、受洗(路 3：22)、受試探(路 4：1)、出來傳道(路 4：18-21)、講論(路 11：13)，及耶

穌的感受(路 10：21)等，每每都特別提到________的充滿、同在、引領和感動等工作。 

 

4. 大綱： 

1.序言 ( 1:1-4) 

2.耶穌誕生和他的童年 ( 1:5-2:52) 

3.耶穌傳道的準備  ( 3:1-4:13) 

4.在加利利的神蹟與教導 (  4:14-9:50) 

5.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神蹟與教導 (  9:51-19:27) 

6.在耶路撒冷的教導 (  19:28-21:38) 

7.受難  ( 22:1-23:56) 

8.復活與升天 (  24:1-53) 

 

5. 今日的影響：上帝的好信息，就是將主基督耶穌的故事寫下，給全世界的人讀，使虔誠

的猶太人，高文化的希臘人，有權勢的羅馬人都能了解。 

路一 1-4：「尊貴的提阿非羅啊，既然有很多人開始把我們中間成就了的事整理成書，我

想自己也不妨把這些事有條理地寫給你，好讓你知道所聽到的都是確實的。這些事，是

那些傳講真道的人傳給我們的，他們從起初就目睹事情的經過，我也從頭仔細地查考過

這一切。」福音如此確實，對信主的你，還有甚麼不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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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不單給猶太人，也給外族人；福音不單給有錢人，也給地位低微的人，你要把

福音帶到那裡去？ 

 

約翰福音 

1. 作者： 

約翰，是西庇太的兒子，是耶穌最親信的________之一(可 5：37，9：2，路 22：8)。在

早期耶路撒冷的教會中，約翰亦扮演重要的角色(徒三 1，8：14；加 2：9)，後來可能被

充軍至拔摩海島(啟 1：9)，按早期教父所記，約翰在所有使徒中活到最老，後在以弗所

逝世；而這書亦可能寫於以弗所(按教父愛任紐的意見)。由於本書似乎是要在已經面世

的福音書上補充一些資料，故屬於較後期的第一世紀作品。 

 

2. 對象： 

這卷書多處解釋猶太人風俗（約 2:6，4:9）及________的意思（約 1:38、41），暗示作者

的寫作對象是不熟悉希伯來語的猶太人和外族人信徒。書卷結束時，作者明白地說明他

的寫作目的。（約 20:31） 

約翰福音寫作的時期，教會漸漸增長，但所受的迫害也越趨嚴重。他們一方面受到羅馬

政府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迫害，另一方面受到猶太教的排斥，還有各種異端的衝擊。因

此，約翰福音要堅固信徒的________，同時向未信的人宣揚福音。 

 

3. 特色： 

基督論是約翰福音重要的主題。福音書的第一句就是「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

神。」這個宣告，不但肯定了耶穌的神性，也說明耶穌與創造主的關係。原文λό γος

道，這詞基本上是指「話語」，即內在思想的外在表達，指神在創造、救恩和啓示中的自

我表達。故約翰在這裏把這個詞擬人化，用來稱呼神最終極的自我彰顯：耶穌基督。整

本約翰福音就是對這「道」的詮釋。 

 

內容取材上，明顯略去耶穌生平中許多「經典」的事 ，如：耶穌的降生，受試探，登

山變像，主餐的設立等，卻在第一章至十一章中記載七大神蹟； 

(1) 水變酒(2：1-11) 

(2) 遙距醫治大臣之子(4：46-54) 

(3) 醫治畢士大池的癱子(5：1-18) 

(4) 餵飽五千人(6：1-14) 

(5) 耶穌在海面上走(履海)(6：16-21) 

(6) 醫治先天的瞎子(9：1-7) 

(7) 使拉撒路復活(11：1-44) 

以這七個神蹟作為「記號」，來證明耶穌的神性和________。 

 

最獨特的是祂七個________的宣言/比喻，生動地繪畫出耶穌基督的身分和屬性： 

 (1)「生命的糧」(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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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世界的光」(8：12) 

 (3)「羊的門」(10：7) 

 (4)「好牧人」(10：11-14) 

 (5)「復活、生命」(11：25) 

   (6)「道路、真理、生命」(14：6) 

   (7)「真葡萄樹」(15：1) 

 

約翰福音有很多________的意象：光與暗（1:5）、上與下（8:23）、生與死（3:36）、真與

假（8:44-45）。這些意象要表達的信息就是：讀者要________是非黑白，並要作出合神

心意的抉擇。 

 

4. 大綱： 

1. 序言：道成肉身 ( 1:1-18) 

 

2.神蹟之書 (  1:19–12:50) 

2.1.施洗的約翰見證 (  1:19-34) 

2.2.呼召第一批門徒 (  1:35-51) 

2.3.耶穌和猶太教傳統的衝突(  2:1–10:42) 

2.4.復活和死亡 ( 11:1–12:50) 

 

3.榮耀之書 (  13:1–20:31) 

3.1.逾越節晚餐 (  13:1-30) 

3.2.離別前的教導 (  13:31–17:26) 

3.3.受苦、復活、顯現 ( 18:1–20:31) 

 

4.結語：耶穌在加利利的另一次顯現和囑咐 (  21:1-25) 

 

5. 今日的影響：耶穌用七個「我是」繪影繪聲地形容自己的身份、形象、角色，為要讓當

時的人明白他更多。我們又怎樣描繪耶穌，叫人認識他？ 

約廿 30-31：「 耶穌在門徒面前還行了許多別的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 但記載這些事，

是要使你們相信神的兒子基督就是耶穌，並且使你們相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 

 

 

總結 

馬太、馬可、路加、約翰都是把上帝大好的信息帶給全世界的人，他們都是在聖靈的引導下

寫成，四個人從不同的角度來講述救恩的故事。最先是向猶太人表明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其

次是向希臘、羅馬人乃至全世界，從那時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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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馬太，上帝告訴猶太人，耶穌基督是他們的彌賽亞，是大衛的後裔；今天基督徒接受耶

穌基督是主，就應遵從他的命令，依其旨意生活；耶穌也樂意與人同在，因他是「以馬內利」。 

 

藉著馬可，上帝告訴我們，耶穌是一個順服的、完全的僕人，一個順服父上帝而到世上服事

世人的僕人。現在上帝已將祂的僕人升為至高，我們稱他為主，就要跟隨他作僕人。 

 

路加叫人知道耶穌到這世上尋找拯救失喪的人，這份恩典和盼望也分享給那些未見過耶穌基

督卻憑信心相信他、接受他為救主的人(提阿非羅，以及不論是甚麼種族、階層的人)。 

 

約翰指出耶穌從創世之始已經與神同在，約一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滿恩典

和真理，我們都見過他的榮耀，那是從父而來的獨一兒子的榮耀。」以神蹟和耶穌對自己是

誰的身份宣告，提醒人要相信這一位主，對主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