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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學院課程 

公函：伯多祿前後書＋猶達書＋雅各伯書 

 

 

 

 

 

《新約聖經

入門》 

「公函」這名稱已在第三、第四世紀，被教父們採用來統稱保祿書信以外的書信，因

為它們不是寫給某些指定的團體及收信人的，為此可把它們視作普遍地寫給整個教會

的書信。 

《 聖 經 辭

典》93 條 

「公函」這一名詞，在教會很古時已開始使用；稱七封書信為公函，首見於歐色彼所

著的《聖教史》內。廣意地說：七封書信中大多數是寫給一般信友，若望二、三書雖

是寫給私人，但將它們附於若望一書後，便一並統稱為「公函」。 

 

 

 

 

1. 書信 

1. 發信人 伯多祿（1:1）+息爾瓦略（5:12） 

2. 收信人 散居於小亞細亞北部（本都+迦拉達+卡帕多細雅+亞細亞+彼提

尼雅）作旅客的選民（1:2） 

3. 發信地點 巴比倫（5:13） 

4. 發信時間 公元 63-95 年間 

5. 發信目的 給受苦的信友打氣，提出洗禮帶來的尊嚴，學習基督面對困境 

  

2. 大綱及結構 

章節 內容 

1:1-2 書信開端 

1:3-2:10 基督徒的尊嚴和責任 

    1:3-25 基督徒的召叫 

    2:1-10 基督徒的責任 

2:11-3:12 基督徒生活的見證 

    2:11-12 異鄉中的行為 

    2:13-3:7 傳統教義 

    3:8-12 友愛至上 

3:13-5:11 基督徒與迫害 

    3:13-4:11 面對迫害的心態 

    4:12-5:11 對受迫害者的勸告 

5:12-14 結語 

公函 

伯多祿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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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保祿致羅馬教會書信的比較 

內容 伯多祿前書 羅馬書 

面對政權 2:13-17 13:1-7 

弟兄友愛 3:8-12 12:10-17 

石頭 2:6-8 9:33 

耶穌的復活 1:21+3:21-22 4:25+8:34 

 

4. 舊約的滿全（伯前1:10-12） 

內容 伯前 舊約 

聖言產生新生命 1:23 依 40:1-11 

建築屬神的殿宇 2:1-10 依 28:4-22;出 19:5-6 

對基督的歌頌 2:21-25 依 53 

一般的教誨 3:8-12 詠 34:13-17 

 

5. 禮儀用語 

洗禮 3:21 

    重生 1:3,23; 2:2 

    聖化 1:2,15-16,22; 2:5,9; 3:5,15 

    出谷及救贖 1:13,18-19 

    勸勉 1:14-16,22-23; 2:1-3; 4:1  

其他  

    祝福 1:3 

    光榮頌及亞孟 4:11; 5:10-11 

    讚美詩/信經的片斷 1:20; 2:21-24; 3:18-22 

    愛的親吻 5:14 

 

6. 僑民和旅客 

社會制度方面 僑民【resident alien】 

paroikos 2:11; paroikia 1:17 

旅客【temporary visitor】 

parepidemos 2:11,1:1 

宗教制度方面 基督徒（4:16;宗 11:26）是外來人，與眾不同，受到排斥 

 

7. 基督徒團體＝天主的家 

「教會」 這詞從未出現，但本書信充滿教會意識；羊群和牧者一起出現過兩次（2:25; 5:2-4） 

天主子民 「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2:9） 

天主的家 在兩個段落（2:4-10+4:12-19）中點出團體是屬神的家（2:5）和天主的家（4:17）；

前段強調團體的身份，而後段則強調團體的忠信 

重生成一家 重生（1:3,23）是出於天主、人類新家庭之父的召喚（1:2,3,17） 

家庭教會 初期的福傳活動以全家為單位（路 19:9;若 4:46-53;宗 10-11;16:5,31-34;格前 1:14,16;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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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信 

1. 發信人 耶穌基督的僕人和宗徒西滿伯多祿（1:1） 

2. 收信人 「那些因我們的天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正義，與我們分

享同樣寶貴信德的人」（1:1） 

3. 發信地點 敍利亞或小亞細亞 

4. 發信時間 公元一世紀末 

5. 發信目的 中心信息是有關基督在光榮中遲延來臨的問題；叫他們

當心，免陷入異端。 

 

2. 大綱及結構 

章節 內容 

序言（1:1-2）  

基督徒的身份（1:3-11） 描寫基督徒的被召及所受的恩典，並列出八種德行 

真理的準繩（1:12-21）   兩個原則：宗徒的見證及聖經或先知們的說話 

駁斥假教師（2:1-2）   揭露他們在思想上的錯謬及行為上的放蕩 

批判及警醒（3:1-16）   批判異端者不信主的再來及警醒信友以善行期待主的日子 

結語（3:17-18）  

 

3. 與猶達書比較 

猶 4-18 節 伯後 2:1-3:3 

他們潛入你們中間……並否認我們獨一的主

宰和主耶穌基督 

在你們中，也要出現假教師，他們要倡導使人喪

亡的異端，連救贖他們的主，也都敢否認 

至於那些沒有保持自己尊位，而離棄自己居所

的天使，主也用永遠的鎖鏈，把他們拘留在幽

暗中，以等候那偉大日子的審判；同樣，索多

瑪和哈摩辣……至今受着永火的刑罰 

 天主既然沒有寬免犯罪的天使，把他們投入了

地獄，囚在幽暗的深坑，拘留到審判之時……

又降罰了索多瑪和哈摩辣城，使之化為灰燼 

這些作夢的人照樣玷污肉身，拒絕主權者，褻

瀆眾尊榮者 

他們都是些膽大驕傲的人，竟不怕褻瀆眾尊榮

者 

總領天使彌額爾……尚且不敢以侮辱的言詞

下判決 

就是連力量德能大於他們的天使，也不敢在上

主面前，以侮辱的言詞對他們下判決 

他們像無水的浮雲，隨風飄盪 他們像無水的泉源，又像為狂風所飄颺的雲霧 

又像出軌的行星，為他們所存留的，乃是直到

永遠的黑暗的幽冥 

為他們所存留的，是黑暗的幽冥 

他們的口好說大話 他們好講虛偽的大話 

（宗徒們）曾向你們說過：到末期，必有一些

好嘲弄人的人，按照他們個人邪惡的私慾行事 

（宗徒們說過）：在末日要出現一些愛嘲笑戲

弄，按自己的私慾生活的人 

 

伯多祿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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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學主題 

耶穌基督天主子

及救世主 

伯後引了耶穌顯聖容的事蹟，並為此事作證，強調耶穌是天主子。

在信中他給耶穌的稱號常是「主」及「救世者」。 

傳統及聖經 面對異端的威脅，伯後為信友們明確地指出真理的基礎：你們要常

「想起聖先知們以前說過的話，以及你們的宗徒們傳授的主和救世

者的誡命」（3:2）。 

末世 伯後堅持教會傳統對末世的看法，他的依據仍是天主的話（3:5-7）。 

作者最後以生花的妙筆來描述上主的日子，亦即審判的日子

（3:8-14）。 

 

 

 

 

 

 

1. 書信 

1. 發信人 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伯的兄弟猶達（1 節） 

2. 收信人 給在天主父愛內蒙愛，為耶穌基督而保存的蒙召者（1 節）  

3. 發信地點 敍利亞或埃及 

4. 發信時間 公元 90 年左右 

5. 發信目的 主要的是駁斥、保衛、警醒 

 

2. 大綱及結構 

章節 內容 

序言（1-2 節）   

寫信動機（3-4 節）   

揭露並指責異端者（5-16 節） 5-8：以舊約事例去批判異端者 

9-16：異端者的描寫 

對信友的勸諭（17-23 節） 17-19：謹記宗徒的宣講   

20-23：活於信德及愛德中 

結語（24-25 節）  

 

3. 神學主題 

救恩 耶穌是「獨一的主宰」（4 節）；藉着他，信徒們能獲得永生（21

節），分享主的光榮（24 節） 

天主聖三 你們要在聖神內祈禱，保存自己常在天主的愛內，期望賴主耶穌基

督的仁慈入於永生（20-21 節） 

聖傳 基督徒的信仰是從宗徒們傳下來的（17 節） 

基督信仰 光榮頌，精簡地表達出對基督信仰的深厚堅固（24-25 節） 

 

猶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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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格 

書信體裁 像是書信，但格調有如一篇講詞 

引用舊約 在解釋舊約時，夾雜着一些先知書及默示錄型式的風格 

引用偽經 
《哈諾客書》、《梅瑟升天書》、《十二聖祖遺訓》 

 

 

 

 

 

1. 書信 

1. 發信人 天主及主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伯（1:1） 

2. 收信人 散居的十二支派（1:1） 

3. 發信地點 耶路撒冷  

4. 發信時間 公元 70 年前 

5. 發信目的 強調信仰的實踐，闡明信仰不在乎空言，而是將主的教導切實地化成生

活的準則 

6. 寫作風格 熟悉希臘文化及辯論法的和猶太背景。引用舊約時，採用《希臘七十賢

士譯本》，另外也有一些正典外的猶太傳統 

 

2. 大綱及結構 

章節 內容 

1:1 書信開端 

1:2-27 真正的喜樂（1:2-27） 

    1:2-18 忍受苦難 

    1:19-27 聽天主的話而實行 

2:1-3:12 真正的虔誠 

2:1-13 勿以貌取人，勿重富輕貧 

2:14-26 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 

3:1-12 慎言 

3:13-5:6 真正的智慧 

3:13-18 從上而來的智慧 

4:1-12 爭端的根由 

4:13-17 指責為自己舖排未來，製造安全者 

5:1-6 警戒富人 

5:7-20 勸堅忍 

5:7-12 勸勉信友忍耐 

5:13-18 有關病人傅油及彼此代禱 

5:19-20 勸善規過的益處 

 

雅各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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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用舊約（4次直引舊約＊，42次暗示）  

內容 雅 舊約 

愛人如己 2:8＊ 肋 19:18 

亞巴郎因信成義 2:23＊ 創 15:6 

天主拒絕驕傲人 4:6＊ 箴 3:34 

領罪人回頭者必免於死 5:20＊ 箴 10:12 

草枯花謝 1:10-11 依 40:6-7 

不可姦淫 2:11 

 

出 20:13-14 

不可殺人 申 5:17-18 

亞巴郎祭獻依撒格 2:21 創 22:9 

辣哈布妓女 2:25 蘇 2 章 

天主肖像 3:9 創 1:26; 5:1;9:6 

扣押工人工資 5:4 申 24:15 

約伯 5:11 

 

約 42:10-17 

上主富於仁慈寬恕 詠 103:8 

厄里亞 5:17 列上 17:1; 18:1,42 

 

4. 神學主題 

從上而來的智慧 鑒別原則 3:13 

成於中形於外 3:15-16 

是天主恩賜 1:5 

是將天主聖言放入人心中 1:21; 1:22; 1:25; 2:12 

信仰與行為 信德要配合行為 2:21-24 

與保祿比較  

祈禱的重要 以信德堅忍祈禱 1:5-6 

環境順逆都祈禱 5:13 

代禱的重要 5:14-16 

祈禱與虔誠 1:27 

 

5. 分析 

1:1-2:13 真正的虔誠 

2:14-26 信德與善行 

3:1-4:12 團體中的平安 

4:13-5:6 富有的人是有禍的 

5:7-20 忍耐與同情 

 

胡健挺講義綱要 

九龍：2017 年 10 月 24 日及 10 月 31 日 

香港：2017 年 12 月 19 日及 2018 年 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