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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認識彼此認識
•• 姓名姓名

•• 家庭家庭

•• 教會教會

•• 服侍服侍

•• 修課修課

•• 一般書信中，印象最深的一處經文一般書信中，印象最深的一處經文

•• 在最近的未來，一般書信中那一卷對你的服在最近的未來，一般書信中那一卷對你的服
侍最有幫助？侍最有幫助？



一般書信一般書信
•• General EpistlesGeneral Epistles
•• Catholic EpistlesCatholic Epistles
•• 大公書信大公書信

•• 保羅書信之外的書信保羅書信之外的書信

•• 未指名特定收信對象未指名特定收信對象

•• 由不同作者所寫成的文集由不同作者所寫成的文集



一般書信一般書信
•• 希伯來書希伯來書

•• 雅各書雅各書

•• 彼得前後書彼得前後書

•• 約翰書信約翰書信

•• 猶大書猶大書



希羅社會的書信希羅社會的書信
•• 書信格式書信格式

•• 開頭語開頭語

•• 書信本文（內文）書信本文（內文）

•• 結尾語結尾語



保羅書信保羅書信
•• 將通用的格式擴大，並且加入基督教的內容將通用的格式擴大，並且加入基督教的內容

1.1. 開頭語（開頭語（opening greetingopening greeting））
–– 由由AA寫給寫給BB

–– 對寫信人和收信人加以描述對寫信人和收信人加以描述

–– 使徒一人具名，或由其他人一齊具名寫信使徒一人具名，或由其他人一齊具名寫信–– 使徒一人具名，或由其他人一齊具名寫信使徒一人具名，或由其他人一齊具名寫信

–– 收信人是個人，或特定的信徒群體收信人是個人，或特定的信徒群體

–– 使用恩惠、平安、憐憫等祝願詞使用恩惠、平安、憐憫等祝願詞

2.2. 禱告或頌讚（禱告或頌讚（prayer or praiseprayer or praise））
–– 一段歌頌神或者是禱詞，又或兩者皆有一段歌頌神或者是禱詞，又或兩者皆有

–– 加拉太書（加加拉太書（加1:61:6）、提多書（多）、提多書（多1:51:5）除外）除外



保羅書信保羅書信
•• 將通用的格式擴大，並且加入基督教的內容將通用的格式擴大，並且加入基督教的內容

1.1. 開頭語（開頭語（opening greetingopening greeting））
2.2. 禱告或頌讚（禱告或頌讚（prayer or praiseprayer or praise））
3.3. 書信內文（書信內文（bodybody））

–– 通常先講「生命」通常先講「生命」

–– 再提「生活」再提「生活」

4.4. 結尾語結尾語

–– 末了的話末了的話

–– 問候問候

–– 祝禱祝禱



一般書信一般書信
•• 彼得前書最符合保羅書信的格式彼得前書最符合保羅書信的格式

•• 其他書信不全保羅書信的照格式書寫其他書信不全保羅書信的照格式書寫



聖經神學聖經神學
•• 神學是有條理的論述神神學是有條理的論述神

•• 聖經神學就是有條理地以聖經為基礎來論述聖經神學就是有條理地以聖經為基礎來論述
神（頁神（頁2929））



聖經神學聖經神學
•• 馬歇爾，「新約神學」馬歇爾，「新約神學」

•• 下圍棋下圍棋

•• 看醫學醫療個案看醫學醫療個案

•• 瞭解病患得病的歷史背景瞭解病患得病的歷史背景

•••• 讓神學出現在「恰當的背景中」讓神學出現在「恰當的背景中」



聖經神學聖經神學
•• 讀經是為了要「生命更新」讀經是為了要「生命更新」

•• 聖經的本質使人生命更新聖經的本質使人生命更新



聖經神學聖經神學
•• 讀經是為了要「生命更新」讀經是為了要「生命更新」

•• 新約聖經如何在起初更新人的生命新約聖經如何在起初更新人的生命

•• 基督教最初二百多年的宣教成效驚人基督教最初二百多年的宣教成效驚人



聖經神學聖經神學
•• 「神愛世人」這個神學論述「神愛世人」這個神學論述

•• 如何詮釋？如何詮釋？

•• 如何傳講？如何傳講？

•• 如何感人？如何感人？

•••• 如何佈道？如何佈道？



聖經神學聖經神學
•• 「神愛世人」這個神學論述「神愛世人」這個神學論述

••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3:163:16
•• 約翰福音第約翰福音第33章章
•• 約翰福音第約翰福音第44章章



從語言的進路來研究新約從語言的進路來研究新約
•• 新約希臘文新約希臘文

•• 文字文字

•• 詞類詞類

•• 文法文法

•• 句型句型•• 句型句型

•• 結構結構



從文學的進路來研究新約從文學的進路來研究新約
•• 文體文體GenreGenre
•• 福音書福音書

•• 歷史歷史

•• 書信書信

•• 天啟文學天啟文學•• 天啟文學天啟文學

•• 故事、比喻、詩歌、說理故事、比喻、詩歌、說理、用典、用典



從文學的進路來研究新約從文學的進路來研究新約
•• 鑑別學的方法鑑別學的方法

•• 經文鑑別學（經文鑑別學（textual criticismtextual criticism））
•• 歷史鑑別學（歷史鑑別學（historical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
•• 形式鑑別學（形式鑑別學（form criticismform criticism））
•• 經文鑑別學（經文鑑別學（redaction criticismredaction criticism））•• 經文鑑別學（經文鑑別學（redaction criticismredaction criticism））
•• 社會科學鑑別學（社會科學鑑別學（social science criticismsocial science criticism））



從歷史的進路來研究新約從歷史的進路來研究新約
•• 社會習慣社會習慣

•• 文化風俗文化風俗

•• 政治背景政治背景

•• 哲學思想哲學思想

•• 著作文獻著作文獻•• 著作文獻著作文獻

•• 猶太源流、希羅源流、其他源流猶太源流、希羅源流、其他源流



如何裝備自己研究新約如何裝備自己研究新約
•• 學習新約希臘文學習新約希臘文

•• 一生使用希臘文一生使用希臘文

•• 開始閱讀不同開始閱讀不同的聖經譯本的聖經譯本

•• 學習使用各種工具書學習使用各種工具書

•• 學會基本釋經方法學會基本釋經方法•• 學會基本釋經方法學會基本釋經方法

•• 自己動手研經作筆記自己動手研經作筆記

•• 參考聖經註釋書參考聖經註釋書

•• 應用並與人分享應用並與人分享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 課程設計課程設計

•• 進度安排進度安排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 指定閱讀書籍指定閱讀書籍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 課業要求課業要求

•• 讀書報告讀書報告

•• 寫兩本指定閱讀的書籍的讀書報告寫兩本指定閱讀的書籍的讀書報告

•• 請根據以下大綱來書寫：請根據以下大綱來書寫：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 書籍資訊書籍資訊

•• 二段內容摘要二段內容摘要

•• 對我服侍最有幫助的二個觀點對我服侍最有幫助的二個觀點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 期末報告期末報告

•• 研經、整理、融會貫通的能力研經、整理、融會貫通的能力

•• 應用在自己的服侍上應用在自己的服侍上

•• 小題大作小題大作

•• 88頁的內容頁的內容•• 88頁的內容頁的內容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 期末報告題目自訂期末報告題目自訂

•• 可參考以下題目：可參考以下題目：

–– 雅各書中的救恩論雅各書中的救恩論

–– 希伯來書中的基督論希伯來書中的基督論

–– 約翰壹書的門徒訓練約翰壹書的門徒訓練

–– 約翰壹書的聖潔觀約翰壹書的聖潔觀

–– 彼得前書中的苦難彼得前書中的苦難

–– 希伯來書希伯來書1111章中的領袖觀章中的領袖觀

–– 從雅各書看基督徒的理財從雅各書看基督徒的理財

–– 彼得後書與基督教彼得後書與基督教教育教育



作業要求作業要求
•• 作業、報告請最晚於作業、報告請最晚於55月月2020日繳交日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