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书信总论 
13 卷保罗书信以外的 8 卷书信(来-犹)统称为普通书信。受信教会很广泛, 也被广泛接受。 

写作目的是为勉励信徒与解决问题，所以格式较松散, 但颇能坚固信心, 并帮助信徒明白如何面对紊乱的

环境, 将信仰落实在生活，而补充发扬了保罗书信的内容。 

 

希伯来书简介 

要旨：表明基督至高无上的能力 

作者：书中没有提写信人的名字, 只称提摩太为弟兄（13:23）. 多数认为保罗可能是希伯来书的

作者。 

写作对象：灵命不成熟、对圣经真理不求甚解、要转回犹太教的希伯来信徒（可能是“第二代”

基督徒 2:3）, 及所有信徒。 

写作时间：可能在 AD70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因提到宗教献祭和仪式 

背景：犹太基督徒受犹太人和罗马人的严重迫害，而基督的国度似遥遥无期. 作者写书向他们肯

定基督信仰是真的，耶稣就是弥赛亚 

钥节：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祂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来 1:3） 

大纲 

一．基督的超越性（1:1-10:18） 

1. 基督比众天使尊贵 

2. 基督比摩西尊贵 

3. 基督比旧约的祭司尊贵 

4. 新的约比旧的约尊贵 

二．信心的超越性（10:19-13章) 

 

思考题（慎玫） 
Day352: 希伯来书 第 1-6章 

 

1. 1 章 神差众先知与儿子传讲什么信息(v1-3)？神子比天使具何超越性？什么是天使的职责？ 

2. 2 章 救恩怎样被传讲(v1-4)？基督如何成就这救恩？ 

3. 3 章 耶稣比摩西具何超越性？并以哪些人的什么事为训, 警戒信徒什么？ 

4. 4:1-13 约书亚曾有何作为(v8,书 1:1-3)？神定创造的的第七日为何日子(创 2:1-3,出 20:8-11)？什么

是新約时代的安息(v2-3,11 参弗 2:16-18)？ 

5. 5:11-6:12 劝勉信徒如何在真理上长进与持守？肯定他们的什么作为, 并勉励他们效仿先人怎样的信心？ 

 

Day353: 希伯来书 第 7-10 章 

 

1. 6:20-7:19 以何例佐证耶稣的大祭司身份(v2-3, 5-6, 9-10,13-17; 参 创 14:17-20 诗 110)？他们有

何相似性？(合参 4:14-5:10,7:20-28) 耶稣更具何超越性？ 

2. 8:1-10:18 从哪些方面比较了耶稣为大祭司与律法下大祭司的献祭异同？互为何关系？展现了怎样的新

約之美？ 

3. 10:19-30 劝勉信徒思想耶稣成就的什么美好工作？如何互励,如何持守真道,以何心态面对逼迫？ 

 

Day354: 希伯来书 第 11-13 章 

 

1. 11 章 旧约的信心伟人有何共同点与不同之处？几次提到“因着信”？他们信什么？作者为何列这英雄

榜？ 

思考: 你信什么？对你的生命有何影响？ 



2. 12 章 先人的什么榜样帮助面对患难(v1-3)？如何从神的角度看困境(v4-13)？以致不失怎样的生命见证, 

而如何服侍神(v14-29)？ 

3. 13 章 基督徒当如何为人, 如何自洁？什么是嘴唇的果子和行为的果子？以何祈求结束本信？ 

思考: 教导者与被教导者各有何责任(v7, 17-18)？你尽了何责？你向神的祈愿是什么？ 

 

雅各书简介 

要旨：揭露一些基督徒的伪善行为，教导正确的基督徒生活 

作者：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耶稣的弟弟雅各 

写作对象：当时在巴勒斯坦外的犹太基督徒和各地信徒 

写作时间:～AD49, 耶路撒冷会议(～AD50）召开之前 

背景：雅各关怀那些正遭受逼迫、曾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写信安慰、教导他们。 

钥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雅 2:18） 

大纲 

一．真实的信仰（1章） 

二．真实的信心（2:1-3:12） 

三．真实的智慧（3:13-5章） 

 

思考题（慎玫） 

Day355: 雅各书 第 1-5 章 

 

1. 1 章 信徒当时在什么环境中？雅各劝勉他们如何持守？以何持守？并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 

2. 2:1-13 教会有何不良待人倾向？作者如何指正他们？ 

3. 2:14-26 信心与行为互为何关系？ 

思考: 信心,行为,得救,得胜各互为何关系？ 

4. 3 章 人体中最难控制的是什么？信徒当谨防什么？良言从何可得？有何果效？ 

思考: 你有何妙方控制口舌？ 

5. 4 章 争战斗殴源于什么,如何避免(v1-10)？他们的不和可能出于何,如何看待人生 (v11-17)？ 

6. 5 章 警戒富人哪些行为？劝勉信徒如何度日(“要...” vs “不要...”)？ 

思考: 雅各的教导对你有何提醒？ 

 

彼得前书简介 

要旨：鼓励正面对苦难的信徒 

写作对象：散居在亚西亚五个省的犹太基督徒和各处的信徒 

写作时间: ~AD62-64 

背景：彼得在罗马写这信时，基督徒正遭尼禄皇帝的大规模逼迫，惨遭杀害(彼得不久也殉道). 

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分散至地中海一带 

钥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前 1:7) 

大纲 

一. 神对子民的最大祝福(1:1-2:10) 

二. 神子民在苦难中的行为(2:11-4:19) 

三. 神子民在苦难中的牧养(5章) 



 

Day356: 彼得前书 第 1-5章 

 

1. 1 章 收信者是怎样的一群人？彼得以什么为据鼓励活出信心？而信心表现在生活的哪些方面？ 

2. 2 章 在除去罪的同时当追求什么？逼迫中的信徒当以谁为榜样,以怎样的心志顺服谁？ 

思考: v9 我们具什么身份？这些身份要求什么责任？你怎样尽责？ 

3. 3 章 什么是妻子与丈夫的职分？逼迫中如何行事为人,从何得力持守？ 

4. 4 章 信徒因何会遭逼迫？当如何面对？ 

思考: 按彼得的教导,我们当如何看待因信仰遭逼迫？如何为逼迫中的弟兄姐妹祷告？ 

5. 5 章 教会领袖与会众各有何责任？彼得以何属灵提醒结束本书信？ 

 

彼得后书简介 

要旨：警告信徒防备假教师；鼓励他们在信心和知识上长进 

写作对象：全体教会的信徒 

写作时间：～AD67，彼得前书之后三年 

背景：彼得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1:13-14），提醒信徒防备假教师, 持守永恒不变的福音真

理 

钥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

们的主(彼后 1:3) 

大纲 

一．信徒成长的指标（1章） 

二．信徒成长的危机（2章） 

三．信徒成长的盼望（3章） 

 

思考题（慎玫） 

Day357: 彼得后书 第 1-3章 

 

1. 1:1-18 彼得叮咛在哪些事上要分外殷勤？为什么？他传讲的信息从何来？圣经中的预言出于谁？ 

2. 2 章 假教师有怎样的言与行？彼得以旧约何例说明警醒的什么重要性？ 

3. 3 章 彼得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当时有何言论影响信徒信心？彼得如何坚固劝勉他们？ 

思考: 圣经中的预言与应许对你的人生有何影响？ 

 

约翰一书简介 

要旨：使基督徒在所信的真道上安稳,并对抗错误的教训。 

作者：使徒约翰 

写作对象：几个外邦教会和所有信徒 

写作时间：～AD85-90 

背景：约翰已年纪老迈，可能已是惟一在世的使徒，还未被流放到拔摩岛。 

钥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壹 5:13） 

特色：用词、风格和主要概念等与约翰福音有许多相似之处。句子简短、词汇浅易、并多处使用

对照手法。在信中多次提及爱 



大纲 

一．神是光（1:1-2:27） 

二．神是爱（2:28-4:21） 

三．神是生命（5章） 

 

思考题（慎玫） 

Day358: 约翰一书 第 1-5章 

 

1. 1:1-4 父神,耶稣基督,使徒,信徒互为怎样的关系？使徒从何领受生命之道？ 

2. 1:5-2:16 神儿女当有怎样的生命样式？ 

思考: 怎样的人以神为说谎的,怎样的人是说谎者？为什么？ 

3. 2:17-29 教会中出现什么错误教导？使徒约翰要求他们如何,持守什么？ 

4. 3 章 主耶稣怎样的生命,使我们与世人有何不同？什么是神的命令？ 

5. 4 章 辨别真理与谬妄之灵的根基是什么？爱弟兄的源头是什么？两者有何关联？ 

6. 5 章 爱神之人有何生命标记？从何得着胜过世界的能力？ 

思考: 本书信的目的是什么(1:4,2:1,26,5:13)？ 

 

Day359: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犹大书 

 

约翰二书简介 

要旨：强调跟随基督需实践真理和爱，警告提防假教师。 

写作对象：“蒙拣选的太太”和她的儿女（可能是一地方教会）,及各地信徒。 

写作时间：与一书的时间相近, ～AD90. 由以弗所寄出 

背景：约翰警告一位姐妹要防备假教师，这些假教师正在一些教会中产生影响 

钥节：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

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约贰 v5-6） 

大纲 

一．防备假教师 v1-11 

二．约翰最后的话 v12-13 

 

思考题 (慎玫): 

谁是收信人？她可能常有何服事(v10)？约翰提醒她服事原则是什么？ 

 

约翰三书简介 

要旨：赞扬该犹乐意款待人，鼓励他过基督徒的生活 

写作对象：该犹（约翰所知道的一位杰出的基督徒）和所有基督徒。 

写作时间：～AD90，由以弗所寄出 

大纲 

一．神的儿女活在福音真理之中 v1-12 

二．约翰末了的话 v13-15 

 



思考题 (慎玫): 

信中提及哪三位弟兄？他们各有何名声与为人？谁是你学习的榜样？ 

 

犹大书简介 

要旨：提醒教会不断警醒, 坚固信心，抵挡异端 

作者: 犹大,耶稣和雅各的兄弟 

写作对象：犹太籍的基督徒和各地方的信徒 

写作时间：～AD65 年 

背景：当时教会受到异端和错误教导的威胁 

钥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

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 3） 

大纲 

一．假教师的威胁 v1-16 

二．维护真理的责任 v17-25 

 

思考题 (慎玫): 

本信为何而写(v3)？教会中出现怎样的人(4,8,11-12,16,18-19),与自古哪些人相同？信徒当如何自守,如

何对待弟兄姐妹？ 

思考: 身处将真理相对化的社会,犹大书对你有何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