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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認識新約 第一講 

第一部 新約的背景 

（1）引言及歷史背景 

 

I. 引言—要認識聖經，應該先對聖經有概覽式的認識 

一. 歷史背景 

A. 以色列人是亞伯拉罕的後代 

B. 大衛建立巴勒斯坦國。後分裂為南猶太國，北以色列國。 

C. 亞述消滅以色列國。以色列人被虜遷移到外邦。 

D. 撒馬利亞人 

E. 巴比倫滅猶大國。 

F. 波斯王古列允許猶太人回歸家園 

G. 新約與舊約之間的“沈默的四百年＂。 

二. 在沈默的四百年中，巴勒斯坦先後被六個國家和政府統治 

A. 波斯時期 

1. 允許猶太人重修聖殿 

2. 使用亞蘭文  

B. 希臘時期 

1. 傳播希臘文化 

2. 尊重猶太宗教 

C. 埃及時期—多利買王朝 

1. 對猶太友好 

2. 將舊約從希伯來文翻譯成希臘文 

D.  敘利亞時期—西流古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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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猶太人苛捐重稅 

2. 安提阿四世強迫猶太人希臘化 

3. 猶太內部分裂成保守派和自由派 

4. 自立大祭司 

5. 污穢聖殿 

E. 馬克比獨立運動 

1. 老祭司馬提亞帶領猶太人造反奪權 

2. 收復耶路撒冷，潔淨聖殿，重新奉獻—修殿節  

3. 內鬥蠶食了好不容易得到的獨立 

F. 羅馬時期  

1. 高效率的管制 

2. 使巴勒斯坦成了一個以羅馬的政治`希臘的文化和`猶太的

宗教為背景的舞台—及至時候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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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認識新約 第二講 

第一部 新約的背景 

（2）羅馬的政治 

 

一. 羅馬帝國的興起— 

A. 主前 63 年，龐貝將軍攻破耶路撒冷 

B. 皇帝該撒亞古士都實行的和平政策— 

1. 在全國實行三次人口普查—報名上冊 

2. 以君主政體取代共和政體 

二. 羅馬帝國的政治組織—分省的地域管理； 

A. 元老院—民間領袖組成，給皇帝建議。指派總督。但仍由

羅馬皇帝控制 

B. 皇帝直接管理的省份， 

1. 由皇帝指派巡撫 

2. 由皇帝封立地方王 

三. 羅馬的政治特點 

A. 中央集權制 

B. 精密的法律 

C. “以夷治夷＂政策—猶太公會成為羅馬的政治工具 

四. 強大的軍事力量 

A. 軍隊的分類與功能—正規軍，補充軍（外籍軍），禁衛軍 

B. 質素精良的軍隊和百夫長 

五. 完善的交通系統—建造全帝國的公路網 

A. 對經濟的影響 

B. 給福音傳播帶來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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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駐防城—自治城市，羅馬的殖民區，安置退伍軍人 

七. 稅收制度 

A. 分類 

1. 丁稅—人頭稅 

2. 田賦稅—土地出產稅 

3. 關稅—進出城市都需繳稅 

B. 用承包的方式收稅 

C. 猶太人在苛捐雜稅中苦不堪言，盼望弭賽亞的早日到來 

八. 結論 

A. 從政治和歷史背景看到﹕神是怎樣為耶穌基督的到來作準

備 

B. 政治經濟軍事交通都極其強大的羅馬帝國，提供了傳播福

音的合適環境 

C. 在猶太人心裏預備了“彌賽亞早日到來＂的屬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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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認識新約 第三講 

   第一部 新約的背景

（3）希臘文化的影響 

 

一. 希臘帝國的掘起與亞力山大大帝 

A. 軍事擴張； 

B. 希臘文化和羅馬政治的配合 

二. 希臘文化的特點 

A. 希臘語文的特點： 

1. 使用的普及性； 

2. 文法結構的精確性； 

3. 詞意的豐富性 

B. 希臘的教育制度 

1. 建立希臘式城市—其中包括圖書館、學校等等 

2. 流行家庭圖書室； 

3. 文士制度—抄寫古卷的專家； 

4. 注重學習研究—有大學、中學、小學的分別； 

5. 特別注重兒童教育 

6. 學習方式注重思想與討論 

C. 希臘的哲學 

1. 希臘哲學的特點—鼓勵人獨立思考和批判，叫人砌而不捨

的追求答案 

2. 蘇格拉底的哲學思想： 

a. 從物質的世界提升到人的領域 

b. 承認有神存在，但不知神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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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伯拉圖的哲學思想： 

a. 一切有形體的都在變。人若要永遠不變，只有認識靈

性世界； 

b. 神是超自然的主宰，但只是一種能力而不能創造世界 

4. 亞里斯多得—注重形而上學 

5. 耶穌基督時代希臘哲學的兩個派別： 

a. 斯多亞派（畫廊派）—強調刻苦已身。人必須順服神

的旨意，克制己慾。 

b. 以比古羅派—主張享樂，縱欲。人死後沒有靈魂 

6. 希臘哲學的積極一面： 

a. 希臘哲學家渴望尋求宇宙和人生的謎。教導人們去思

考，啟動人們的心竅，讓他們不再滿足傳統的迷

信而追求更真實的。 

b. 讓人們發現了心靈中有一個空虛的大洞。只有耶穌基

督的救恩才能填補上。 

 

三. 結語﹕神為了祂兒子耶穌基督來到世界，預備了： 

A. 希臘的語文，讓福音有了最好的工具表達出來； 

B. 希臘的教育，讓人學會了運用自己的思想； 

C. 希臘的哲學，刺激人們尋求生命的意義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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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認識新約 第四講 

第一部 新約的背景（4） 

 猶太的宗教 

 

一. 猶太社會狀況 

A. 猶太人常以自己是神的選民而自居。 

B. 猶太人受外邦人的長期統治，心靈極度空虛焦慮與失望 

C. 宗教成為只有形式，沒有實質的空殼子。以至敬虔的猶太

人，都盼望彌賽亞早日到來拯救他們。 

二. 猶太教的宗教 

A. 律法 

1. 神通過摩西頒發給以色列人的律法；是以色列人信仰與生

活的中心 

2. 猶太人被擄回歸家園後，興起了遵守摩西律法的復興運動 

a. 法利賽人：猶太人中自認為是最嚴格遵守摩西律法的

保守派。但假冒為善，本末倒置。 

b. 文士（拉比）：是一批受過訓練，專門抄寫律法，和

研究律法的律法師。往往憑己意解釋聖經。使律

法虛有其表。 

B. 聖殿 

1. 聖殿的功能：  猶太人主要的敬拜神的地方 

2. 聖殿的歷史 

a. 所羅門所造的聖殿—毀於主前 586 年 

b. 被擄歸回重建的聖殿—規模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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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希律所修的聖殿—主前 18 年開始修造。主後 70 年被

提多將軍燒毀。是耶穌在世時的聖殿。但已虛有

其表。 

3. 祭司制度 

a. 本為世襲服事神，但耶穌時代已有羅馬政府委任 

b. 祭司腐敗。不能夠發揮作用 

c. 撒都該派的興起 

三. 猶太人的會堂 

1. 猶太人的會堂的形成與林立—猶太人被擄到外邦時，聚會

與祈禱的場所； 

2. 功能：主要是教導。也是學習律法書‧禱告，敬拜的地方 

3. 組織：有長老，管會堂的（負責人），司庫，執事等 

4. 會堂的建立為耶穌基督佈道提供了環境，讓福音遍傳世界

各地，也讓初期教會的建立有一個可遵循的模式。 

四. 結論—縱上所述，在沉沈默的四百年中，神為主耶穌基督的降

世，預備了具有羅馬的政治，希臘的文化和猶太的宗教這樣一

個優美的環境，這就是新約的背景。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9 

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認識新約 第五講 

第二部  新約概論 

（1） 四福音書概論（上） 

 

一. 引言 

A. 新約的歷史背景—具有羅馬的政治，希臘的文化和猶太的

宗教合成的環境。 

B. 新約聖經共二十七卷，其中： 

1. 福音書—四卷（馬太福音，馬可福音，路加福音，約翰福

音）﹕要人認識耶蘇的生平與他的教訓，並得到他的救恩 

2. 歷史書—一卷（使徒行傳）了解教會在聖靈工作中誕生與

發展 

3. 書信—二十一卷﹕了解救恩的奧秘 

4. 預言—一卷﹕堅定對未來的盼望 

 

二. 什麼是福音書 

A. 福音是一種特別的文體； 

B. 福音之意：好消息（賽五十二 7）；  

C. 作者寫作目的：讓人們認識耶穌，接受他的救恩而得到生

命 

三. 福音書的寫成 

A. 門徒的口傳—猶太人對屬靈事物的謹慎態度，文士的制

度，使福音正確的流傳下來； 

B. 耶穌在世可能都是使用通用的亞蘭文； 

C. 耶穌的話簡短而有力，容易記憶； 

D. 聖靈使人想起耶穌所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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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福音書之間的關係 

A. 馬太福音，馬可福音，路加福音三本福音書都是在主後

六、七十年代寫成—用不同角度描述耶穌的生平與事

蹟，又稱為同觀福音。對觀福音，符類福音。 

B. 約翰福音則寫於主後九十年代，他是在不同的背景底下，

針對當時出現的異端，為維護教會而寫的 

五. 福音書的重要性 

A. 福音書是唯一的一本神帶給人們救恩好消息的書。 

B. 沒有福音就沒有救恩，其他歷史、書信、啟示都沒有意義

了。 

C. 我們要成為福音的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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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認識新約 第六講 

第二部  新約概論 

（2）四福音書概論（下） 

 

I. 為何要有四卷福音書 

A. 人是有限的，對事物的表達、角度，各有不同。 

B. 四卷書合在一起，才能互相補充，描寫完整的耶穌和福音 

二. 馬太福音的特點—耶穌是君王 

A. 引用舊約的經文特別多—作者心裡的讀者可能是猶太人。

故常提到「這就應驗主藉先知所說的話」 

B. 猶太色 彩特別濃—用猶太人一般用的「天國」，不用「神

的國」 

C. 強調主耶穌是君王的身份 

1. 祂是大衛的子孫 

2. 記載天國的法則 

3. 像君王一樣的騎驢進城 

4. 罪名是「猶太人的王」 

5. 作天國君王的宣告，要世界遵祂為萬王之王。 

三. 馬可福音的特點—耶穌是僕人 

A. 沒有引用太多的舊約經文； 

B. 必定解釋猶太人的風俗習慣； 

C. 以羅馬人為寫作的對象 

D. 沒有描述耶穌的家譜和耶穌的降生； 

E. 沒有詳細記載耶穌很多的講道 

F. 記載了耶穌所行的三十多個神績；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12 

G. 用「立刻」、「隨即」、「一…就…」，表現出耶穌勤奮

快節奏的工作； 

H. 強調主耶穌尊貴的神，卻以奴僕的身分為我們捨命。 

四. 路加福音的特點—耶穌是完美的人 

A. 作者路加是個醫生；福音書作者中資歷最高的。 

B. 仔細記載了事件所發生的羅馬人用的年代； 

C. 遣詞用字更具希臘羅馬的色彩 

D. 對象是熟悉希臘文的人群； 

E. 記載耶穌的降生、童年，描述耶穌的家譜，並追索到人類

祖先亞當，強調耶穌是全人類的救主； 

F. 記載了許多比喻，和許多的人物 

G. 表現主的慈愛與憐憫； 

H. 注重聖靈和禱告 

五. 約翰福音的特點—耶穌是超越的神 

A. 是唯一不屬於同觀福音的福音書； 

B. 以全世界的人為主要的對象 

C. 針對當時異端「諾斯底主義」的前身，強調主耶穌的神

性，他是永恆的，是統管萬有，是全能的神； 

D. 記載主耶穌說﹕「我是…」說明基督的神性 

E. 選擇體裁，用八個神績，說明耶穌的超越性； 

F. 記載耶穌數篇講道，說明耶穌的神性 

G. 耶穌怎樣用愛來貼近人。祂絕非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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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認識新約 第七講 

第二部  新約概論 

（3）使徒行傳概論 

 

一. 寫作背景 

A. 主耶穌復活升天後，門徒心情錯綜複雜； 

B. 120 個門徒如何才能將福音傳到全世界？ 

C. 主耶穌升天以後，福音如何傳遍當時的世界？就是使徒行

傳的內容 

D. 使徒行傳是使徒傳福音的記錄 

E. 使徒行傳的意思，就是眾使徒的行動 

F. 「使徒」的意思是奉差遣的人。使徒行傳就是記載他們傳

福音的事實。 

二. 使徒行傳的重要性 

A. 是新約聖經中唯一一本歷史書； 

B. 是使徒傳福音行動的真實記錄； 

C. 留下了設立教會的原則和榜樣； 

D. 是如何向不同文化的異教徒傳福音的指導方針； 

E. 是新約聖經的一座橋樑； 

F. 把傳播福音的使命一代代傳下去，直到主耶穌再來。 

三. 使徒行傳的作者—路加  

A. 使徒行傳所涵蓋的歷史，從主後三十到六十年代，有三、

四十年之久； 

B. 使徒行傳所涵蓋的範圍，包括了整個羅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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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從使徒行傳一章 1節和路加福音一章一節比較，就知道使

徒行傳的作者，就是寫路加福音的路加 

D. 從使徒行傳裡所用的「我們」，就知道作者曾與保羅一

起，親身參加了傳福音的工作；再從保羅書信的內容知

道這位作者就是路加。 

E. 從使徒行傳的遣詞用字可知作者博學多才，符合路加的背

景 

F. 路加是個醫生，使徒行傳的作者也是位懂得醫學的人 

四. 使徒行傳的特點 

A. 內容精確； 

B. 文詞優美； 

C. 文筆生動； 

D. 公正而客觀。 

五. 使徒行傳的內容 

A. 人物結構： 

1. 1—12 章：主要記載彼得的工作； 

2. 13—28 章：主要記載保羅的工作。 

B. 地裡結構： 

1. 1—7 章：福音在耶路撒冷地區開始傳播； 

2. 8—12 章：福音在猶太人地區傳播； 

3. 13-28 章：福音擴展到以外邦人為主的羅馬世界傳播。 

C. 從使徒行傳的鑰節—使徒行傳一章 8節，看使徒行傳的信

息 

1. 靠著聖靈 

2. 得著能力 

3. 為主作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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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認識新約 第八講 

第二部   新約概論 

（4）書信及預言書概論 

 

一. 寫作背景 

A. 福音傳播，教會擴張，信徒人數迅速增長 

B. 教會問題及異端問題叢生 

C. 新約聖經尚未完成 

D. 使徒除了到各處幫助信徒成長，也必須用書信教導信徒 

E. 都是神對歷世歷代的啟示 

二. 讀書信的方法 

A. 了解書信的歷史背景 

B. 找出作者主要要談的 

C. 了解當時書信的格式 

1. 寫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XX 人寫給 XX 人」 

2. 為收信人感謝祈願祝福 

3. 信的主要內容 

4. 信尾問安 

三. 二十二卷書信內容簡介 

A. 啟示錄—屬於預言書，是啟示文學 

1. 作者—使徒約翰 

2. 用「我被聖靈感動」（一 10，四 2，十七 3，二十一

10），帶出四個異象 

B. 普通書信或一般書信—八卷 

1. 希伯來書：舊約的一切是新約耶穌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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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各書： 真正的信心必須與行為相稱 

3. 彼得前書和後書： 勸免信徒不要怕為主受苦；要防備假先

知 

4. 約翰一書、二書和三書：針對異端，駁斥假先知；強調神

的愛，和信徒生命的見證 

5. 猶大書：充滿為真道竭力爭辯。 

C. 保羅書信—十三卷 

1. 照對象來分 

a. 個人書信—提摩太前書，後書，提多書，及腓利門書 

b. 教會書信—其他九封 

2. 照寫信的時間來分 

a. 第一次（一封）—加拉太書﹕：強調在基督裏的自由 

b. 第二次（兩封）—帖撒羅尼加前書和後書：鼓勵基督

徒行事端正，努力工作，殷勤事奉等候主再來 

c. 第三次（三封）—哥林多前書和後書：教導如何解決

教會中督問題。羅馬書：宣告因信稱義 

d. 第四次（保羅在羅馬坐監時）（四封）—以弗所書：

人如何跟神保持和諧的關係。腓立比書：描述充

滿在基督裏的喜樂。歌羅西書：高舉基督。腓利

門書：有耶穌住在心裏的人，胸懷是何等寬大仁

慈 

e. 以後再寫三封—提摩太前書和後書及提多書：牧養屬

靈原則；對年青同工的愛與期待 

四. 要唸聖經，讀聖經，並照著去行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