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书信：
在新约 21 卷书信中, 使徒保罗写了 13 卷. 大约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1. 第一次旅行布道时期: 加拉太书
2. 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期: 帖撤罗尼迦前后书
3. 第三次旅行布道时期: 林前后和罗马书
4. 第一次在罗马下监时期: 监狱书信--以弗所、腓立比、歌罗西、腓利门
5. 从罗马得释放到再次被捕时期: 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

罗马书简介
要旨: 是保罗自己的信仰宣言. 阐明基督的福音真理、救恩的要道和神的奥秘。
作者: 保罗
写作对象: 罗马的基督徒和各地的信徒
写作时间:～57AD
背景: 保罗大概已完成在东方的工作，将各地信徒的捐献带回耶路撒冷, 之后便计划前往西班牙,
顺道探访罗马的教会(15:22-28). 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 以犹太人为主, 也有不少外邦信徒。
大纲
一．信仰的内容（1-11 章）
1. 人类的罪恶
2. 藉基督罪得赦免
3. 解除罪的捆绑
4. 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二．生活的守则（12-16 章）
1. 个人的责任
2. 个人的生活指引
思考题（慎玫）
Day328： 罗马书 第 1-3 章
1. 1:1-7 保罗担负从何而来的,何职份与使命？使命的内容是什么？谁是收信人？
2.1:8-15 保罗有何心愿？这愿望的驱动力是什么？
3.1:15-33 保罗为何竭力传福音？什么是人类罪恶的源头(v20-21)？表现在生活的哪些方面(v22-32)？
4.2 章 借着律法, 神对犹太人有何特别心意(2:17-20)？他们对律法有何错误观点(v1-11,21-29)？
思考: 2:29 你通常期望以什么,得到谁的赞扬？保罗提醒我们什么？
5.3:1-20 神何时,借着谁,赐律法给谁(出 24:12)？人如何为作恶找借口？什么是律法的功用？
思考: 谁可以靠遵行律法称义？为什么？
7.3:21-31 什么是神的义(v22-26)？哪些人,靠什么可得到神的义？
Day329： 罗马书 第 4-7 章
1. 4 章 哪些人是有福的？怎么得到这福？亚伯拉罕因何被称为义(v17, 20-22)？什么是他和我们所信的
(v11,16-17,24)？
思考: 割礼, 洗礼与称义各是何关系？
2. 5 章 因信称义的人得着哪些福分(v1-5, 9-11)？因着谁的何作为而临到？
3. 6 章 洗礼具何象征寓意？谁是罪的奴仆,谁是义的奴仆？信徒对罪当有怎样的态度？
思考: 你以什么身份的心态过每一天？
4.7:1-13 律法与罪互为何关系？7:14-26 在信徒的生命中有何交战？靠什么得胜？
Day 330：罗马书 第 8-10 章

1.8 章 属神儿女的印记是什么？在信徒身上作何工,并如何帮助我们？苦难中有何盼望？
2. 9:1-10:4 保罗对同胞有何强烈愿望, 并竭力纠正他们哪些错误观点(9:8,11,24,32,10:3-4)？
思考: 我们常犯哪些类似错误？
3.10:5-21 何谓“信主得救”？已信主的人有何责任(v14-17)？神透过什么呼召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回应
(v18-21)？
Day331：罗马书 第 11-13 章
1. 11 章 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的救恩中各有何地位？保罗与他们各为何关系, 并有何劝戒？
2. 12:1-13:7 什么是神对每个儿女的呼召(v1-2)？如何彼此服事相处？如何对待得罪亏欠之人,及执政掌
权者？
思考: 怎样将神的呼召应用在人际关系中？有何困难之处？
3. 13:8-14 什么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总原则？出于谁,成全于何？
思考: 律法,爱,耶稣基督,信徒互为何关系(10:4,13:8-10,14,约 13:35)？
Day332： 罗马书 第 14-16 章
1. 14 章 保罗以何为例, 教导与人相处时当警戒什么, 追求什么？我们的生死是向谁负责？
2. 15:1-13 主耶稣立下何待人的榜样？15:14-33 保罗有何宣教心愿？向教会有何请求？
思考 1: 15:5-9 主耶稣接纳哪两群人？他们曾有怎样的隔阂？在职场, 家庭, 教会,有哪些人, 你需克服哪
些隔阂接纳他们？
思考 2: 15:17-21 保罗在夸口什么？与耶稣的教导(太 23:12)是否相符, 为什么？
3. 16 章 保罗是怎么认识那些问安的人？问安之间不忘什么提醒？对我们有何鉴戒？
—————
2015-12-12
—————

哥林多前书简介
要旨: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教导在败坏的社会里为基督而活
作者：保罗
写作对象：哥林多教会和各处的基督徒
写作时间：～55AD, 保罗第三次布道旅程中，在以弗所三年的后期。
背景：哥林多是国际大城市,贸易海港,也是亚该亚的省城,充斥偶像和不道德的事。教会由保罗在
第二次布道旅程中建立,主要由外邦人组成
钥节：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
意,彼此相合
特色：是一封语气强烈、直截坦率的书信
大纲
一．保罗指出教会的问题（1-6 章）
1. 教会的分裂
2. 教会的混乱
二．保罗解答教会的问题（7-16 章）
1. 有关基督徒婚姻的教导
2. 有关基督徒自由的教导
3. 有关公共敬拜的教导
4. 有关复活的教导
思考题（慎玫）
Day333：哥林多前书 第 1-4 章

1. 1 章 保罗赞赏哥林多教会什么(v4-9)？指出他们因何,出现了什么问题？v17-31 纷争的中心可能是什么
(注意“智慧 vs 愚拙”的出现次数) ？神的智慧怎么彰显？
2. 2 章 保罗定意靠着什么,如何传扬福音？
思考: 对照保罗,我们在传扬福音时,常落在哪些误识中？
3. 3 章 保罗指责他们什么？申明他的什么职责？各人向神,有何责任？
Day334: 哥林多前书 第 5-8 章
1. 5 章 教会内出现什么道德问题？会众对此什么态度？v11 违背了十诫中的哪几条(出 20:2-17)？保罗怎
么教导？
思考: “相交”指什么？怎么应用在今天？
2. 6:1-11 信徒之间发生什么事？保罗如何指责他们？6:12-20 什么是信徒的行事准则(v12,15,19-20)？
3. 7:1-16 什么是夫妻相处之道？如何对待不信主的配偶和信主前的身份？如何看待独身？
4. 8 章 保罗以何事为例, 教导如何在真理中得自由的原则？
思考: 你周围有哪些事可行, 但不都有益？什么是你的行事原则？
Day335：哥林多前书 第 9-11 章
1. 9 章 在哥林多宣教时,保罗为何,放弃什么权利？但教会当如何对待传道人？
2. 10 章 回顾先祖在哪些事上被神责罚而警戒教会？什么是信徒向人, 向神的行事原则？
3. 11:1-16 保罗以什么作为男女权柄顺序的立基点？怎样应用在现代教会？
4. 11:17-34 哥林多教会怎么守圣餐？圣餐在何时由谁设立？守圣餐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思考: 你通常以什么心态守圣餐？保罗怎么教导？
Day336： 哥林多前书 第 12-14 章
1. 12 章 什么是属灵的恩赐？保罗列出了哪些？为何而有？从何而来？保罗以何为例说明具各样恩赐的人
当如何相待？
2. 13 章 什么是善用恩赐的前提,包含哪些内涵？若无这前提, 将有何后果？
思考: 神正借着何人/事操练你“爱”的哪些方面？
3. 14:1-25 同是恩赐的“讲方言”与“讲道”分别有何功用, 造就谁？为何要追求讲道的恩赐？
4. 14:26-40 当时教会聚会时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保罗教导什么聚会原则？

Day337： 哥林多前书 第 15-16 章。
1. 15:1-34 什么是福音,有何能力(v2-4)？耶稣复活后有几次分别向谁显现？耶稣的复活在基督信仰中有
何重要性？
思考: 基督徒对复活当持什么观点？耶稣的复活与我们有何关系？
2.15:35-58 复活后的身体发生什么变化？为何要改变？
3.16 章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何心愿和期盼？

哥林多后书简介
要旨：保罗为他的使徒权威争辩，驳斥哥林多教会的假教师, 坚固教会的根基
作者：保罗
写作对象：哥林多教会和各处的信徒
写作时间：～55-57AD，于马其顿
背景：保罗已写了三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两封已遗失）。在哥林多前书中（第二封信）用措词强
硬的语句纠正及教导他们,多数的回应积极而顺服;但也有人对保罗的权威提出疑问,并怀疑他的动

机。
钥节：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林后
5:20）
特色：一封极个人化及自传式的信函
大纲
一．保罗为他的行动作解释（1:1-2:11）
二．保罗为他的事奉辩解（2:12-7 章）
三．保罗为他的筹款工作辩解（8-9 章）
四．保罗为他的权威辩解（10-13 章）
Day338：哥林多后书 第 1-4 章
1. 1 章 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有何误解(v17,24)？在解释前,保罗先向谁,为何事感恩？并赞许哥林多教会什么？
2. 2 章 保罗担心什么？什么是他作事的宗旨？
3. 3 章 谁担任从何而来的什么职事(v5-6, 18)？保罗以怎样的信心尽责？
4. 4 章 这职分的责任是什么？有何能力和盼望？
思考: 4:1-6 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职分有何关系？你以什么传福音:言,行,权势,生命,圣灵？
Day339： 哥林多后书 第 5-9 章
1. 4:16-5:10 什么是保罗的生死观？5:11-21 是什么驱使保罗热切传福音？
2. 6 章 为传福音, 保罗经历什么苦难？具何属灵品格？对福音有怎样的热诚？
思考: 6:14-7:1 我们具怎样的身份地位 ？怎么调整与世界,他人的关系？
3. 7 章 保罗曾从哥林多教会得何安慰？又在何事上得欢喜？
4. 8 章 保罗激励哥林多教会在何事上尽力？马其顿教会立下何榜样？
5. 9 章 圣徒间的帮补经历神的什么作为？
思考: 谁是圣徒(罗 1:7, 林前 1:2) ？我们当如何参与圣徒间的帮补？
Day340：哥林多后书 第 10-13 章
1. 10 章 保罗以怎样的心使用权柄,目的为何？
2.11:1-15 保罗为何情绪激愤？他担忧什么？11:16-33 保罗因何,经历哪些外患内忧？他为何罗列曾受的
苦难？
思考: 你曾为福音经历何苦难？对你有何影响？
3. 12:1-10 保罗乐意为何夸口？怎么看自己身受的痛苦？12:11-21 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有哪些亏欠？保罗
为避免什么而竭力如何行？
4. 13 章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何期待劝勉？

加拉太书简介:
要旨：驳斥外邦信徒必须遵守犹太律法才可得救的主张，呼吁基督徒在基督里得自由。
作者：保罗
写作对象：保罗于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在加拉太南部建立的教会（以哥念、路司得、特庇等），及
各处的基督徒
写作时间：～49AD，可能耶路撒冷大会召开以前（50AD）。
背景： 外邦信徒与犹太律法的关系非常困扰当时的教会, 尤其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
新教会。所以保罗写信予以纠正
钥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 5:1)

大纲
一．福音的纯全（1-2 章）
二．福音的超越（3-4 章）
三．福音的自由（5-6 章）
Day341：加拉太书 第 1-3 章
1.
2.
2.
3.
4.

1:1-10 教会发生了什么事？保罗什么反应？
1:11-2:14 保罗以何事实说明他从何领受使徒职分及何使命？
2:15-21 人如何可被称义？义人被什么激励而活？
3:1-14 为何人不能靠行律法称义？哪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3:15-29 律法对称义有哪三方面的功用(v19,22,24)？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Day342： 加拉太书 第 4-6 章
1. 4:1-20 保罗以什么比喻在律法与恩典下之人？哪些事让保罗揪心什么？
2. 4:21-31 保罗分别以“夏甲之子”与“应许之子”比喻什么？他们分别与律法/称义什么关系？
2. 5:1-15 基督徒得着什么自由(v13)？保罗劝戒如何防止滥用这自由？
3. 5:16-26 情欲的事与圣灵的果子分别产生怎样的人际关系？
思考: 你常在哪些情欲的事上挣扎？需更多追求属灵果子的哪些方面？
4. 6 章 信徒有何责任与义务？在结束本书信时,保罗再次指责谁？并宣告持守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