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书简介 

要旨：向以弗所的信徒解释教会的性质和使命，藉以坚固他们的信心。 

作者：保罗 

写作对象：以弗所的教会及各处的信徒 

写作时间:～60AD,罗马狱中 

钥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 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弗 4:4-6） 

特色：表达出教会的几个形像：身体、圣殿、奥秘、新人、新妇、军人。 

大纲 

一．在基督里合一（1-3章） 

二．在教会里合一（4-6章） 
 

Day343：以弗所书 第 1-3章 

 

1. 1:1-14 在基督里神赐给祂儿女哪些属灵的福气,什么名分和何印记？ 

2. 1:15-22 保罗为他们祷告什么,期望他们能真知道什么？ 

思考: 你生命中已得到了什么？ 

3. 2:1-10 得救前后我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何变化？2:11-22 基督使我们分别与谁和好？保罗以何比喻所有

信徒间的关系？ 

4. 3 章 什么是基督的奥秘(v3-6, 10)？保罗为教会向神求什么？ 

思考: 3:17 “爱心”的根基是什么？为什么“爱”需要根基？你通常因何而爱？ 

 

Day344：以弗所书 第 4-6章 

 

1. 4:1-16 保罗劝勉在什么上合一？为何要合一？ 

2. 4:17-5:6 新, 旧人的生命有何区别？5:7-20 保罗提醒当避免什么, 作怎样的人？ 

3. 5:21-6:9 保罗论述了哪些人际关系？分别有何相处之道？ 

4. 6:10-20 信徒为何要穿上军装？它包括哪些装备, 从哪可得到？ 

思考: 你常怎样使用这军装？ 

 

腓立比书简介 

要旨：保罗感谢腓立比教会送给他的礼物，并坚固他们，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喜乐的泉源。 

写作对象：腓立比的基督徒及各地信徒 

写作时间: ～AD61,罗马狱中 

背景：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和同工在第二次布道旅程中建立的第一个欧洲教会（徒 16:11-40）.他

们差派以巴弗提给狱中的保罗送来礼物, 保罗覆信感谢, 并坚固他们的信心 

钥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 4:4） 

大纲 

一．在受苦中喜乐（1章） 

二．在服事中喜乐（2章） 

三．在相信中喜乐（3章） 

四．在施与中喜乐（4章 
 

思考题（慎玫） 

Day345:腓立比书 第 1-4 章 

 

1. 1 章 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什么而喜乐？为他们祈求什么？面对苦难, 保罗立定何心志？ 

2. 2 章 保罗劝勉他们仿效谁, 祂为我们作了什么？信徒应如何在世上行事？他为何赞许同工？ 

3. 3 章 保罗夸口什么, 致力于什么？进而要他们警醒什么？ 

4. 4 章 什么是保罗喜乐的秘诀？对腓立比教会有何劝勉？他们如何与保罗同工？ 

思考: 保罗因何喜乐？你常为何喜乐？有否异同？ 

 



歌罗西书简介 

要旨：对付教会内的异端,并告诉信徒在基督里已经拥有所需的一切。 

写作对象：歌罗西教会及各处的基督徒 

写作时间:～AD60, 罗马狱中 

背景: 歌罗西教会由以巴弗及保罗在布道旅程中带领信主的人建立。保罗从未到访该教会。一些

信徒尝试把异教或世俗哲学的某些内容搀杂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保罗写信指责这些错误的教导，

并证实基督的丰盛。 

钥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祂是各

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西 2:9-10） 

大纲 

一．基督已成就的事（1-2章） 

二．基督徒应做的事（3-4章） 
 

Day346： 歌罗西书 第 1-4章 

 

1. 1:1-14 保罗因何为歌罗西教会祷告, 为他们祈求什么？ 

思考: 你常因何,为人/己祷告,求什么？ 

2. 1:15-22 保罗概述了神爱子的哪些特性(v15-17 与物质世界, v18-22 在属灵范畴)？1:23-2:5 并以自己

的何心志劝勉他们？ 

思考: 对照保罗,你如何引领人认识神, 追求真理？ 

3. 2 章 保罗以何真理,告诫信徒抵制什么错误教导？ 

4. 3 章-4:1 信徒当追求什么,弃绝什么？并表现在怎样的人际关系中？ 

5. 4:2-18 保罗请求教会为何代祷？他有怎样的同工相伴？ 

 

帖撒罗尼迦前书简介 

要旨：巩固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 确信基督会再来 

写作对象：帖撒罗尼迦教会及各地的信徒 

写作时间：～AD51. 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中建立, 不久从哥林多写此信 

背景：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才 2-3年的年轻教会。当时正面对逼迫, 对基督再来有误解, 担忧

死去亲人和殉道的信徒在永恒的地位 

钥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帖前

4:14） 

特色: 保罗写信为纠正对复活和基督再来的错误观念 

大纲 

一．效忠于主（1-3章） 

二．警醒候主（4-5章) 
 

思考题（慎玫） 

Day347：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 1-5 章 

 

1. 1 章 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什么向神感恩？他们有怎样的美名？ 

2. 2 章 保罗曾怎样竭力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怎么接受？狱中的保罗存何期盼？ 

3. 3 章 在雅典保罗在何境况中,因何差谁前往探望,得何安慰？并为他们祈求什么？ 

4. 4:1-12 保罗劝他们在哪些事上要更加勉励？ 

5. 4:13-5:11 主再来时,信徒依何序与主相见？当如何迎见主？ 

5. 5:12-28 保罗劝勉如何对待传道人和弟兄,如何持守个人生命？ 

思考: 保罗今天对你有何劝勉？你怎样预备自己见主面？ 

 

帖撒罗尼迦后书简介 

要旨：澄清有关基督再来的误解 

写作对象：帖撒罗尼迦教会及所有信徒 

写作时间：～AD51-52, 前书之后数月 



背景：因所受的逼迫愈来愈严重，信徒便认为主的日子近在眉睫。也误解了保罗在前书所说基督

随时再来的教导，藉口等待基督再来，什么事都不做，引起教会秩序混乱。 

钥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习基督的忍耐（帖后 3:5） 

大纲 

一．基督再来的光明盼望（1-2章） 

二．为基督再来而生活（3章） 
 

思考题（慎玫） 

Day348：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 1-3 章 

 

1. 1 章 保罗为何事感谢神？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表现在哪些方面？保罗怎么鼓励他们？ 

2. 2 章 基督再来的前/后, 将有哪些人/事发生？保罗如何劝勉信徒？ 

思考: 现今是怎样的世代？我们当如何警醒生活？ 

3. 3 章 保罗有何心愿请求代祷？信徒中出现哪些错误言行, 当如何处理？ 

 

提摩太前书简介 

要旨：鼓励和教导年轻的教会领袖提摩太 

写作对象：提摩太及年轻教会领袖和所有信徒。 

写作时间：～AD64 年，保罗被最后囚于罗马之前，当时可能在罗马或马其顿的腓立比 

背景：提摩太是保罗的亲密伙伴。保罗差他去以弗所的教会，对付在那里兴起的假教师。提摩太

可能曾经是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保罗写信指示他如何实际参与事奉。 

钥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提前

4:12） 

特色：即是一私人信札,也是教会行政和纪律手册 

大纲 

一．正确信仰的指引 (1章) 

二．教会生活的指引 (2-3章) 

三．教会领袖的指引 (4-6章) 
 

思考题（慎玫） 

Day349：提摩太前书 第 1-6 章 

1. 1 章 谁是收信人,受保罗何托付在哪牧会？作教导时当存怎样的心态？ 

2. 2 章 当为谁,如何祷告？为什么？男女有何区别,如何反映在属灵权柄的顺序中？ 

思考: 2:8-15 如何应用在教会,家庭中？ 

3. 3 章 监督与执事的资格有何异同？ 

4. 4 章 保罗叮嘱提摩太如何扎根真道,牧养教会,谨慎自己？  

5. 5:1-6:2 如何对待不同的会众群(年龄,寡妇,长老)？个人当尽何责？什么是教会的人事原则(v21-22)？ 

6. 6 章 属神的人当逃避/追求什么,保罗叮嘱提摩太持守什么,并有何托付？ 

思考: 什么是你的追求和生命的持守？ 

 

 

提摩太后书简介 

要旨：对提摩太最后的指导和鼓励 

写作对象：提摩太及所有信徒 

写作时间：～AD66 或 67，在罗马狱中。保罗曾获释 1-2年,再次被捕后,被尼禄皇帝处决 

背景：保罗将福音的火炬交给新一代教会领袖.也恳求他的朋友来监狱探望他,并带给他一些书籍，

特别是那些羊皮卷（可能是部分旧约、福音书及一些新约文件手抄本） 

钥节：你应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特色：反映出保罗的心肠和关注的事--正确的教义、巩固的信心、坚强的忍耐及无尽的爱心。 

大纲 

一．基督徒事奉的基础(1-2章） 

二．基督徒事奉的困难（3-4章） 



 

思考题（慎玫） 

Day350: 提摩太后书 第 1-4 章 

 

1. 1 章 提摩太从谁接续信仰？保罗鼓励他如何面对逼迫和他的下监？ 

2. 2:1-13 保罗教导如何传承信仰,且当扎根在哪？2:14-26 怎样作神无愧的工人？ 

3. 3:1-9 末世的社会道德有怎样的征兆？3:10-4:5 保罗叮嘱提摩太如何面对？ 

思考：我们处在怎样的世代？你怎么面对？ 

4. 4:6-22 保罗对他的人生作了何总结？并存怎样的盼望？ 

思考: 至此, 你如何总结自己的人生？保罗的人生对你有何激励？ 

 

Day351: 提多书；腓利门书 

提多书简介 

要旨：教导提多如何承担克里特教会的责任 

写作对象：提多（希腊人, 可能在保罗带领下信主，又奉派到克里特事奉）,及各地信徒 

写作时间：～AD64，提摩太前书写成后，可能在保罗两次被囚之间，于马其顿停留之时 

背景：保罗派遣提多组织及管理克里特的众教会。本信是对提多工作的指引 

钥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多 1:5） 

特色：与提摩太前书很相似，是对教会领袖的指示 

大纲 

一．在教会里的领导（1 章） 

二．在教会里的正确生活（2 章） 

三．在社会上的正确生活(3 章) 

 

思考题（慎玫） 

1. 1 章 谁是收信人？受谁之托在哪牧会？拓展什么事工？长老当有怎样的家庭, 为人和真理的装备？ 

2. 2 章 保罗叮嘱提多在何事上作榜样, 并劝戒哪些人？为何要如此教导？ 

思考: 保罗为何分群各有特别教导？对你有何提醒？ 

3. 3 章 向会众存怎样的心教导什么？如何对待结党纷争的人？ 

思考: v2-3 与 v9-11 的教导怎么协调？结党纷争从何而起？ 

腓利门书简介 

要旨：说服腓利门饶恕他逃走的奴隶阿尼西母,并接纳他为主内弟兄 

写作对象：歌罗西教会中一位富有的弟兄腓利门,以及所有信徒。 

写作时间：～ 60AD，保罗第一次被囚在罗马，约与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同期 

背景：奴隶制度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非常普遍，有些基督徒也有奴隶。保罗没有谴责这个制度，却

大胆地提出腓利门的奴隶是他主内的弟兄 

钥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门 15-

16） 

大纲 

一．保罗对腓利门的称赞（v1-7） 

二．保罗代阿尼西母求情（v8-25） 
 

思考题（慎玫） 

1. 保罗为谁的何事感恩？谁是阿尼西母,与收信人是何关系？向收信人请求何事？ 

思考: 我们在神国中具何身份地位？信徒间如何协调各人的“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