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概論-普通書信與啟示錄 第一堂、普通書信與希伯來書簡介
普通書信簡介
一、普通書信的性質
教會真理是在書信。保羅書信 13 卷，前 9 卷是教會書信，末 4 卷是教牧書信；普通書信
（General Epistles）也是 9 卷，是希伯來基督徒書信，不是保羅書信 Non-Pauline Epistles。《啟
示錄》也是書信，但一般把它另列為預言。相對於保羅書信之有特殊收信對象（或為教會或為
個人），這些書信並沒有指名特定對象，乃是給所有普通基督徒所看。

二、普通書信的重要
普通書信雖共占新約篇幅約 10％（其餘的以福音書及使徒行傳共占 60％，保羅書信占 24％，
啟示錄 6％），然而其重要性不能忽視，它們的重要有下列各點：
1. 見證耶穌基督的真實－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見證主耶穌，亦給我們看到使徒時代的思想與見
證。
2. 描述新約教會的情形－這些書信透露新約教會裏外的情形，在教會內異端日增，在教會外逼
迫日廣。
3. 輔證保羅書信的真理－有人以為普通書信與保羅書信的關係就如約翰福音與符類福音，馬
太、馬可、路加三本福音書內容配合，相輔相成。列如：雅各書關於靠行為稱義的教訓 （雅
2:14-16）與保羅羅馬書中因信稱義的教訓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1) 保羅注重福音與信心。
(2) 雅各注重信心與行為。
(3) 彼得注重盼望與知識。
(4) 約翰注重愛心與真理。
(5) 猶大注意信仰與生活。

三、普通書信與啟示錄表解
書卷
作者
日期
地點
主旨
鑰節
鑰字
1 希伯來書 不詳
65－69
義大利
基督的超越
8:6
更美
來 8: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
的。
2 雅各書
雅各
45－50
耶路撒冷
信心與行為
2:22,26
善行
雅 2:22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纔得成全．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3 彼得前書 彼得
60 或 64 羅馬
苦難中的盼望
4:12-13
寶貴
彼前 4:12 親愛的弟兄阿、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13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
喜快樂。
4 彼得後書 彼得
66
羅馬
防背道防異端
3:17－18 知識
彼後 3:17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然豫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
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18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
進。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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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約翰壹書 約翰
90
以弗所
相交與相愛
1:3－4
生命
約一 1:3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
耶穌基督相交的．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足。
6 約翰貳書 約翰
90
以弗所
愛與真理
2－3
命令
約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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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恩惠、憐
憫、平安、從父 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們同在。
7 約翰三書 約翰
90
以弗所
接待的服侍
8
約三 8
所以我們應該接待這樣的人、叫我們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工。

同工

8 猶大書
猶大
70－80
耶路撒冷
力辯真道
3
保守
猶3
親愛的弟兄阿、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就不得不寫信勸你
們、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信仰)、竭力的爭辯。
9 啟示錄
約翰
95
拔摩海島
啟示與完成
1:1
寶座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
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

希伯來書簡介
一、著者、著時︰著者不詳，著時可能是在主後六十五至六十九年間。
《希伯來書》作者是誰，因全書始終並未題及其名字，所以解經家的意思紛紜，莫衷一
是。綜合本書的語氣、內容、教義與背景，很可能是保羅將信息手寫或口傳給路加，後路加以
優美之筆法以希臘文寫出。
本書作者既然受聖靈的感動而隱姓埋名，相信必有其用意；因為像這樣一本專門高舉耶穌
基督的書信，作者是誰，並不重要。我們不必勉強斷定是誰寫的，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自己身
上。無論本書的作者是誰，都是神『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一 2)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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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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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5)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
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九 14）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
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就當存著誠心，和充
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十 19~22)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十三 13)
三、鑰字︰「信心」、「祭司」、「血」、「約」、「完全」、「永遠」、「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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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寫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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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就寫這封書信證明福音勝於律
法，新約勝於舊約，基督遠超過舊約的眾神僕；並說明新約信徒所盼望的福氣與屬靈的權利，
遠非舊約律法下的人所能享受，神也未因為另立新約而失信。反之，舊約不過預表新約，新約
乃是神實踐在舊約所應許的話，神的應許仍然完全確實可信，所以他們務要堅持原有的信心與
盼望，不可退後動搖。
五、主旨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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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應當持定信心、盼望和愛心，出到「營
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到了時候，就得有分於天上那「更美」的家鄉。
本卷列出 14 次「耶穌基督比一切更美」：
(1) 更美的名
來 1: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2) 更美的福分
來 7:1
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 神的祭司、本是長遠為祭司的．他當亞伯拉
罕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就迎接他、給他祝福。
(3) 更美的指望
來 7:19 （律法原來一無所成）就引進了更美的指望、靠這指望我們便可以進到

神面前。

(4) 更美的約
來 7: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5) 更美的職任
來 8: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
(6) 更美的中保
來 8:6
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
(7) 更美的應許
來 8:6
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8) 更美的大祭司
來 9: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
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12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
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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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美的祭物
來 9:23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
的祭物去潔淨。
來 11: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 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
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神指

(10) 更美的家業
來 10:34 因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
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
(11) 更美的家鄉
來 11: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豫備了一座城。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

(12) 更美的復活
來 11:35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釋放原文作贖〕
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13) 更美的事
來 11:40 因為 神給我們豫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14) 更美的血
來 12: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更美
一 更美的名，遠超萬名！父神榮耀從祢輝映；萬有運轉奉祢命令，卻在加略為我捨命。
二 更美祝福，遠超萬福！喜樂膏油永遠充盈；施恩之座，應時之助，慈悲忠信作我永分。
三 更美指望，救主復活！照祢無窮大能生命，勝過律法、死亡權勢，率領眾子榮耀有分。
四 更美的約，更美中保！祢肩負起更美職任；生命的律銘我心靈，陶我，製我，照祢榮形。
五 更美應許，更美基業！更美的祭永除罪能；無窮豐富，活路開通，坦然進入聖中之聖。
六 更美家鄉，榮耀聖城！眾聖齊步向天而奔；我手握有稱義“確據”；聖靈充溢成我明証。
七 更美復活，吸引我心！先賢事蹟如雲為証；烈火、利劍，我復何懼，歡然奔跑天路歷程。
八 無口能述，無筆能誌，錫安子民所蒙福分！耶穌，祢比一切更美，我心歡躍，永頌主名

作業一：請預讀新約普通書信與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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