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馬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五十六至五十七年
寫作地點：哥林多
寫作目的：解決教會時代信仰的衝撃，從而將完整的福音清楚表明。
主題：因信稱義

大綱：	引言	 羅一：1–17
	 世人需要救恩	 羅一：18至三：20
	 因信稱義	 羅三：21至八：39
	 神的揀選	 羅九：1至十一：36
	 基督徒的生活標準	 羅十二：1至十五：13
	 結語及問候	 羅十五：14至十六：27

特色：
1.	 書信中最有系統，最有邏輯的著作
2.	 引用舊約預言六十多次
3.	 書信中神學最深奧，文筆最優美的一卷
4.	 經常引用許多有關救恩的名詞：
	 信、相信	 57次	 律法	 78次	 肉體	 28次	 罪	 47次
	 死	 42	 斷乎不可	 10次	 全	 71次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1	 第一章	 問候語及外邦人犯的罪

2	 第二章	 猶太人犯的罪

3	 第三章	 因信耶穌猶太人及外邦人得蒙救贖稱義

4	 第四章	 因信稱義之例子——舊約人物亞伯拉罕	

5	 第五章	 因信稱義之恩典——與神和好

6	 第六章	 蒙恩的人向罪是死，但要作義的奴僕

7	 第七章	 罪在我們身上的影響

8	 第八章	 克勝罪之道

9	 第九章	 只憑守律法不憑信心之以色列人遭上帝暫時放棄

10	 第十章	 所有憑信的以色列人必得救

11	 第十一章	 以色列全家終必得救

12	 第十二章	 信徒彼此相處的生活品行

13	 第十三章	 信徒在世的生活品行

14	 第十四章	 信徒對軟弱肢體應有的體恤

15	 第十五章	 信徒整體生活典範

16	 第十六章	 問安及結語

	

	



哥林多前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五十六年春
寫作地點：以弗所
寫作目的：責備及糾正哥林多教會種種混亂的問題
主題：教會真理的準則

大綱：	簡介	 林前一：1–9
	 教會的結黨	 林前一：10至四：21
	 教會的紛亂	 林前五：1至六：20
	 教會的難處	 林前七：1至十五：58
	 	 婚姻問題	 						林前七：1–40
	 	 祭偶像之物	 						林前八：1至十一：1
	 	 婦女聚會中蒙頭	 						林前十一：2–16
	 	 聚餐的規則	 						林前十一：17–34
	 	 屬靈的恩賜與愛	 						林前十三：1至十四：40
	 	 復活的教義	 						林前十五：1–58
	 結語	 林前十六：1–24

特色：
1.	 本書的筆法，如邏輯、諷刺、懇求、責罵、詩歌、描述、解釋等比保羅的其他書信較
	 簡單和輕鬆
2.	 有許多重要的鑰字，如十字架、榮耀、痛苦等
3.	 是所有書信中討論教會難題最多的一封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17	 第一章	 引言及教會的紛爭

18	 第二章	 靈命的幼稚

19	 第三章	 忽略神的審判

20	 第四章	 忽略自己的身份	

21	 第五章	 亂倫

22	 第六章	 爭訟及淫亂

23	 第七章	 婚娶

24	 第八章	 祭肉

25	 第九章	 靠福音養生

26	 第十章	 以色列受管教

27	 第十一章	 聚會：蒙頭及主餐

28	 第十二章	 恩賜的原則及配搭

29	 第十三章	 愛的優先

30	 第十四章	 恩賜的方向

31	 第十五章	 基督復活的事實及意義

32	 第十六章	 結語：奉獻、事奉及問安



哥林多後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五十六年秋（哥林多前後二書相隔只數月；參徒二十：3）
寫作地點：馬其頓（參林後二：13、七：5–7、八：1、九：2–4）多數學者認為是在馬

	 							其頓的腓立比城寫的

寫作目的：重建使徒的權柄與釋明傳道人之職責
主題：傳道的職分

大綱：	解釋與分辯	 林後一：1至二：13
	 使徒的職分	 林後二：14至七：1
	 互相的恢復	 林後七：2–16
	 為耶城信徒收集捐項	 林後八：1至九：15
	 使徒的證據	 林後十：1至十三：14

特色：
1.	 書中充滿保羅的感情
2.	 記載保羅的生平，並有許多是使徒行傳所沒有提及的軼事和背景
	 （參林後十一：22–23，32–33，十二：1–4，7–9等）
3.	 是保羅書信中最沒布系統的，但在教牧方面的指引卻比教牧書信更深廣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33	 第一章	 問候語及門徒因受苦而蒙神安慰

34	 第二章	 用愛心寬恕及信徒為基督之香氣

35	 第三章	 福音執事的榮光

36	 第四章	 福音執事的盡忠	

37	 第五章	 福音執事的人生觀

38	 第六章	 福音執事的榜樣

39	 第七章	 福音執事的安慰

40	 第八章	 鼓勵信徒像基督般捨富為貧

41	 第九章	 神賞賜人仁義的果子

42	 第十章	 保羅的溫柔和權炳

43	 第十一章	 保羅的憤恨和痛苦

44	 第十二章	 保羅的經歷和憑據

45	 第十三章	 保羅的警告和勤勉

	

	



加拉太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四十九年
寫作地點：安提阿（徒十四：26–28）
寫作目的：指出福音是因信稱義，並且叫人得著真自由
主題：因信而活的福音

大綱：	簡介	 加一：1–9
	 保羅使徒權炳的來源	 加一：10至二：21
	 福音的真義	 加三：1至四：31
	 福音的實行	 加五：1至六：15
	 結語	 加六：16–18

特色：
1.	 本書是在哥林多後書以外，最多描述保羅性格和感情的一卷書
2.	 本書乃保羅唯一的親筆信
3.	 本書在「因信稱義」的道理上，與羅馬書互相呼應，並以邏輯推論，將福音講得清楚
	 明白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46	 第一章	 問候語及強調福音的一致性（不能改變）

47	 第二章	 謹守真理的立場

48	 第三章	 因信稱義及律法與福音的關係

49	 第四章	 信徒得為兒子的福份	

50	 第五章	 基督使信徒得自由，但自由不代表放縱

51	 第六章	 基督徒互擔重擔，靠聖靈行事，只誇主的十字架	

	



以弗所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六十年秋
寫作地點：羅馬
寫作目的：指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並指出教會的地位和意義
主題：在基督裡合而為一

大綱：	簡介	 弗一：1–2
	 信徒在基督裡的地位	 弗一：3至三：21
	 信徒在行事為人	 弗四：1至五：17
	 信徒屬靈的戰爭	 弗五：18至六：20
	 結語	 弗六：21–24

特色：
1.	 論及教會真理最豐富的一卷
2.	 專論信徒天上的基業，與約書亞論選民在地上的基業遙相呼應，故被稱為新約的約書
	 亞記
3.	 鑰字包括「天上」、「教會」、「豐富」、「奧秘」及「在基督裡」等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52	 第一章	 神對教會的藍圖——父的揀選；子的救贖；

	 	 聖靈的印記

53	 第二章	 教會的建造——本乎恩，也因著信，外邦人得以

	 	 脫離罪惡及與猶太人同歸於一

54	 第三章	 教會的拓展——差派與傳揚

55	 第四章	 教會的成長——信徒合而為一，又以恩慈相待	

56	 第五章	 教會的生活行為——個人方面及夫妻之間

57	 第六章	 教會的生活行為——父母子女之間及主僕之間；

	 	 屬靈的爭戰

	



腓立比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六十二年春
寫作地點：羅馬
寫作目的：鼓勵信徒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以基督為喜樂和滿足
主題：惟獨基督

大綱：	問候	 腓一：1–2
	 禱告與感謝	 腓一：3–11
	 保羅個人的景況	 腓一：12–26
	 勸勉	 腓一：27至二：18
	 保羅的同工	 腓二：19–30
	 效法基督，提防仇敵	 腓三：1至四：1
	 常在基督裡喜樂	 腓四：2–20
	 結語	 腓四：21–23

特色：
1.	 是保羅書信中最富有感情和最個人性的
2.	 本書引用許多與田徑比賽有關的名詞，如「爭戰」（腓一：30，應譯作「競賽」）、
	 「空跑」、「獎賞」等，可能與當時背景有關
3.	 書中九次提及「福音」，充分流露保羅對推展福音的關注
4.	 鑰字包括「基督」、「福音」、「想念」、「同」、「喜樂」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58	 第一章	 引言及基督是信徒的生命

59	 第二章	 基督是信徒的榜樣

	 	 保羅讚賞同工的表現

60	 第三章	 萬事皆有損，認識基督為至寶

	 	 基督乃信徒誇口與追求的目標

61	 第四章	 基督是信徒的力量，使信徒喜樂及豐足		



歌羅西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六十一年秋
寫作地點：羅馬
寫作目的：指出基督的福音乃神的真理，非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藉此鼓勵信徒落

	 	 實追求
主題：在基督裡生根建造

大綱：	引言	 西一：1–14
	 對信仰的關切	 西一：15至二：23
	 新生活的原則	 西三：1至四：6
	 結語	 西四：7–18

特色：
1.	 書中一章十五至廿三節乃介紹基督的一段重要經文
2.	 因為本書的寫作時間和而對的異端問題與以弗所書相似，所以兩書的結構、內容和文
	 句也相近
3.	 本書鑰字包括「智慧」、「奧秘」、「豐富」等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62	 第一章	 引言及基督在本質上的超越及信徒的回應

63	 第二章	 基督在教義上的超越

64	 第三章	 基督在道德上的超越

65	 第四章	 續基督在道德上的超越及結語	



帖撒羅尼迦前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五十一年夏
寫作地點：哥林多
寫作目的：指出主再來（被提）是信徒最大的盼望
主題：真福音

大綱：	問候	 帖前一：1
	 感謝和稱讚	 帖前一：2–10
	 往事的記敘	 帖前二：1至三：13
	 						教會的建立	 						帖前二：1–16
	 						提摩太帶來的消息	 						帖前二：17至三：13
	 對信徒生活的教導	 帖前四：1–12
	 主再來的盼望	 帖前四：13至五：11
	 與人相處及自處之道	 帖前五：12–22
	 結語、祝福	 帖前五：23–28

特色：
1.	 每章皆以主再來作結束
2.	 全書引用舊約
3.	 書中對道理和生活同樣重視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66	 第一章	 問安與為門徒對神的信心並得蒙聖靈的喜樂而感謝

	 	 神

67	 第二章	 回顧與表白：

	 	 保羅疼愛門徒及寧受辱與苦害仍傳主的福音

68	 第三章	 關懷與代禱：保羅差提摩太堅固門徒的信心

	 	 免因受患難搖動，並為門徒禱告

69	 第四章	 教導與勸勉：勸門徒成為聖潔，遠離淫行

		 	 基督的再來：信徒復活與被提

70	 第五章	 勸門徒儆醒謹守、不住禱告、凡事謝恩、持守美善

	 	 祝福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五十一年仲夏
寫作地點：哥林多
寫作目的：糾正信徒對主再來之誤解及藉此安慰信徒
主題：盼望中的生活

大綱：	問候	 帖後一：1–2
	 患難受苦有神的旨意	 帖後一：3–12
	 關於主再來的事	 帖後二：1–12
	 感謝和訓勉	 帖後二：13–17
	 主乃信實，忍耐等候	 帖後三：1–5
	 殷勤工作，重視勞動	 帖後三：6–15
	 結語、祝福	 帖後三：16–18

特色：
1.	 與前書一樣，全無引用舊約
2.	 詳細記述神「大罪人」的出現
3.	 多題及「主的日子」、「沉淪」、「榮耀」、「審判」等鑰字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71	 第一章	 問安、為門徒在一切逼迫患難中仍存忍耐及信心感

	 	 謝神

	 	 主再來的盼望

72	 第二章	 主再來的日子：必有抵擋主，離道反教的事，

	 	 勸門徒堅守教訓，成為聖潔

73	 第三章	 等主再來的生活：守道忍耐、安靜工作、努力行善

	 	 祝福

帖撒羅尼迦後書



提摩太前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六十二年秋
寫作地點：馬其頓的腓立比（提前一：3）
寫作目的：囑咐身負重任的提摩太要忠心事奉，熱心追求，待人處事要恰當
主題：打美好的仗

大綱：	問候	 提前一：1–2
	 交託	 提前一：3–20
	 關於教會的教導	 提前二：1至六：19
	 						教會的見證	 						提前二：1至三：13
	 						真理的柱石	 						提前三：14至四：5
	 						個人的見證	 						提前四：6至六：19
	 結語	 提前六：20–21

特色：
1.	 書中論及許多基督教的信仰要點（提前如二：1–4、二：5、三：16、四：1–3等）
2.	 對教會的管理制度提供不少原則
3.	 鑰字包括有「囑咐」、「真道」、「執事」、「保守」等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74	 第一章	 問安

	 	 保羅申明愛乃命令之總歸，律法原為不法者設立，

	 	 又以自己雖為罪魁卻蒙基督憐憫以及勸勉（託付）

	 	 提摩太打那美好的仗

75	 第二章	 為在位的及萬人祈禱，因基督已成了神和人之間的

	 	 中保，保羅也為此而奉派傳道

	 	 女人當自守及順服

76	 第三章	 論當監督及執事職份該如何為人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77	 第四章	 預言末後必有人離棄真道，並勸勉提摩太作信徒的

	 	 好榜樣

78	 第五章	 照顧：勸老幼男女的態度

	 	 照顧：待寡婦的行為

	 	 照顧：敬奉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79	 第六章	 勸提摩太要逃避惡事，持定永生，打那美好的

	 	 仗，囑咐人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結語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六十七年秋
寫作地點：羅馬獄中（提後一：17）
寫作目的：囑咐提摩太不要以福音為恥，要作精兵，並要抵抗異端，爭戰到底
主題：真理的戰士

大綱：	問候	 提後一：1–2
	 忠心事主，熱心傳道	 提後一：3至二：26
	 末世的警告	 提後三：1–17
	 保羅的遺言與交託	 提後四：1–8
	 分離的信息、祝福	 提後四：9–22

特色：
1.	 本書可算是保羅離世前的遺囑
2.	 預言主再來之前將有離道反教的事
3.	 鑰字有「想念」、「苦難」、「忠心」、「守住」、「真道」等

提摩太後書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80	 第一章	 問安，要被聖靈挑旺、不以福音為恥、牢守見證

81	 第二章	 要剛強忍耐、正解真理、作神無愧的用人、聖潔備

	 	 用並溫柔教導

82	 第三章	 工作的勸勉（末世的危險）：

	 	 人背道行惡

	 	 守道的受逼迫

83	 第四章	 託付：靠主力量專一傳道

	 	 託付：有冠冕為愛慕神顯現的人存留

	 	 問安及祝福



提多書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六十六年夏
寫作地點：哥林多
寫作目的：囑咐提多無論處事、教導、提醒，都當按真理而行
主題：真理的事奉

大綱：	問候	 多一：1–4
	 長老的資格	 多一：5–9
	 假教師的污穢	 多一：10–16
	 信徒的品德	 多二：1–15
	 信徒的責任	 多三：1–8
	 警戒背道的事	 多三：9–11
	 結語	 多三：12–15

特色：
1.	 本書多處總括了基督教的教義，用語精警，如多二：11–14及多三：4–7等
2.	 新約書信中唯一把主再來稱作「有福的盼望」及「榮耀的顯現」（多二：13）
3.	 鑰字包括有「真道」、「純正」、「謹守」等

日數	 經文	 主題	 記錄

84	 第一章	 問安

	 	 教會的管理：設立監督的資格及原因

85	 第二章	 教會的管理：信徒的規勸

	 	 （多方的規勸及規勸的基礎）

86	 第三章	 生活的表現：公民責任、倫理的基礎、遠避妄論

	 	 結語



作者：保羅
寫作日期：主後六十一年秋
寫作地點：羅馬
寫作目的：懇求腓利門接納阿尼西母
主題：愛心的接納

大綱：	問候與感恩	 門1–7
	 為阿尼西母求情	 門8–20
	 盼望、問安與祝福	 門21–25

特色：
1.	 顯露保羅具有豐富人情味的一面
2.	 是有邏輯、結構、感情的一卷書
3.	 鑰字包括「愛心」、「求」、「收納」、「暢快」等

腓利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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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詳細內容介紹：
發信人：使徒保羅(1)
收信人：腓利門及其妻子亞腓亞(1–2)

背景：
腓利門是一個富翁。他的奴僕阿尼西母因偷竊主人的東西而逃到羅馬。他在羅馬巧遇保
羅，於是相信了耶穌。保羅後來打發他回歌羅西（腓利門處），為保證他回去無事，就
寫了腓利門書。

內容：
1.	 為腓利門感謝神
	 腓利門有愛心向眾聖徒(5)
2.	 勸腓利門原諒阿尼西母
	 i	 (8–9)	保羅用愛心求腓利門（本可命令）
	 ii	 (14)	保羅尊重腓利門
	 iii	 (16)	暗示阿尼西母信主，不再昤奴僕，而是親愛的弟兄——基督寬恕的精神

PS：保羅十分愛阿尼西母
	 i	 先把阿尼西母介紹絡教會
	 ii	 又為他寫保證信，乃是親筆寫
	 iii	 又有同去的推基古
	 iv	 又提及阿尼西母已改變

結果：
腓利門釋放了阿尼西母，待他如弟兄，不久阿尼西母還作了哩亞教會的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