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概論-普通書信與啟示錄 第八堂、要道與總結
普通書信與保羅書信的關係就如約翰福音與馬太、馬可、路加三本福音書內容配合，相輔相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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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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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神論
1. 神是信實的
來 10:23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2. 神是公義的
約一 2:29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3. 神就是光
約一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4. 神就是愛
約一 4: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約一 4:16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
住在他裏面。19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
二、基督論
1. 基督是神
來 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
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2. 基督是完全人
來 4: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
是他沒有犯罪。
3. 基督是神的兒子
來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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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一 5:20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
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4. 基督是大祭司
來 7:16 他成為祭司、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17 因為有給他作見
證的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5. 基督是羔羊
彼前 1:19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啟 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6. 基督是房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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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
神所悅納的靈祭。6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
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7. 基督是救主
約一 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
三、聖靈論
1. 聖靈是神的靈
約一 4:2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 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 神的靈來。
約一 4:13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我們裏面。
2. 聖靈是真理的靈
約一 4:6 我們是屬 神的．認識 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 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
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的靈來。
3. 聖靈是永遠的靈
來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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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作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 神麼。
4. 聖靈是施恩的靈
來 10:29 何況人踐踏 神的兒子、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又褻慢施恩的聖靈、你們
想、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
5. 聖靈是基督的靈
彼前 1: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靈、豫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甚麼時
候、並怎樣的時候。
6. 聖靈是榮耀的靈
彼前 4:14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 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
四、救恩論
1. 耶穌的代贖
彼前 2: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
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彼前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 神面前．按著肉體
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約一 3:5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
2. 基督的寶血
來 9:22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彼前 1:18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19 乃是
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3. 交通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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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一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
4. 救恩的完成
啟 12: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 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
到了．因為那在我們 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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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會論
1. 教會是靈宮
彼前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
神所悅納的靈祭。
2. 教會是國度(重在掌權)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後 1:11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啟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
王、直到永永遠遠。
3. 教會是新婦(重在生命)
啟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4. 教會是聖城
來 11: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
啟 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 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整個城是至聖所)
六、聖經論
1. 解經的原則
彼後 1: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豫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彼後 3: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
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
2. 看重神的話
雅 4:5
你們想經上所說是徒然的麼．
彼後 1:21 因為豫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話來。
彼後 3:2 叫你們記念聖先知豫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啟 3:22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3. 愛慕神的話
彼前 2: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纔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來 5:13 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14 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
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七、末世論
1. 主必再來
來 9:28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
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來 10:37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
雅 5:7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
秋雨春雨。
彼後 3: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
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2. 主來的預兆－離道反教的事與敵基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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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後 2:1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
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的滅亡。
約一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
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3. 基督的再來
(1) 得勝者被提
啟 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啟 12: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
了。
(2) 前三年半災難(第一印至第七印，第一號至第六號)
啟 6:1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
你來。
啟 8:7
第一位天使吹號、就有雹子與火攙著血丟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
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燒了。
(3) 基督降臨到空中－吹第七號 (號筒末次吹響)，教會被提，審判教會(為賞賜)
林前 15:52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
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帖前 4: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
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彼前 4: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 神的家起首．
(4) 後三年半災難(七碗之災)
啟 16:1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向那七位天使說、你們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
上。
(5) 基督降臨到地上
啟 1:7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
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
(6) 羔羊婚筵與千年國度
啟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9 天使吩咐我說、你
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 神真實的話。
啟 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
給耶穌作見證、並為 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
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7)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啟 20: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
啟 20: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
(8) 新天新地出現
彼後 3: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9) 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
啟 22: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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