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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㈡㊁二、舊約結束後之㆕㈣㊃四百年年
B、㊪宗教背景史

1. ㊪宗教集團之出現
 a. 大公會之組成 (Great Sanhedrin) 
 b. 會堂之創始 (Synagogue) 
 c. 法利利賽教派 (Pharisees) 
 d. 撒都都該㆟人 (Sadducees) 
  e. 奮銳黨 (Zealots) 
  f. 文士黨 (Scribes) 
 g. 希律律黨 (Herodians) 
 h. 愛辛尼教派 (Essenes) 

2.聖言集成之出現
 a.舊約之完成
 b.舊約之翻譯
 c.舊約外經之出現

•  旁經之出現
•  偽經之出現

㆓㈡㊁二、舊約結束後之㆕㈣㊃四百年年
B、㊪宗教背景史

1. ㊪宗教集團之出現

a. 大公會之組成 (Great Sanhedrin) 
當猶太㆟人處在巴比倫倫為奴時，㉀祭司制度度無存，他們深覺㉂自己的
㊪宗教文化將快沉淪淪，為著保存民族主義之覺醒，㊪宗教文化之傳
統，他們由文士以斯拉拉組成㆒㈠㊀一大公會，目的在編纂聖言，釋譯
聖言，安排各類類聖㈰㊐日之崇拜。（傳稱尼希米、哈該、撒迦利利亞、
瑪拉拉基均為此公會之議員。）此公會在編撰舊約正典事㆖㊤上㈲㊒有極
大之努力力。在新約時㈹代，此公會之勢力力及權力力相當強大，廣涉
到㊪宗教、法律律、政治、民事、刑事（除叛死刑）、司法等方面。

b. 會堂之創始 (Synagogue) 
在異異鄉淪淪落落時，猶太㆟人失去由聖殿所帶來來信仰之維繫，他們便便
創建會堂，藉此研讀讀律律法，教育㊪宗教信仰，使信徒聚會，彼此
勸勉、敬拜，因此便便成為當時之 聖經㈻㊫學院 。歸回後，此會堂
制度度也帶回，在各處林林立立。在新約時期它們更更成為福福利利機關、
平民㈻㊫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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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集團之出現

c. 法利利賽教派 (Pharisees)

法利利賽㆟人（字意：分離離者）其實開始於當猶太㆟人在西流流古王朝
統治時期 (198-167B.C.)，國內的親希臘臘與反希臘臘分子常互相傾軋。
親希臘臘分子主張國家盡量量 希臘臘化，以希臘臘之㊪宗教文化為己之㊪宗
教文化。反希臘臘派則強調原㈲㊒有之㊪宗教文化，嚴守摩西律律法，他
們被稱為 敬虔 者（Chasidim），此乃法利利賽㆟人之前身。

及後在馬加比時㈹代，㈵㊕特別在許爾堪㆒㈠㊀一世在位時   (135-104B.C.)，
國內㆒㈠㊀一些親羅羅馬分子與這些 敬虔者 繼續爭辯。 敬虔者 便便宣稱
他們要 分別出來來 ，不不參參與政治㆖㊤上之爭辯，專心研究律律法，接
受摩西之律律法及㆒㈠㊀一切切的遺傳，是為法利利賽教派（分別出來來者或 
分離離者 之意)。這些潔身㉂自守之㆟人深得㆒㈠㊀一般信神神者之擁戴，以
後㆟人數數增加，勢力力強大。

在新約時期，他們㉂自命不不凡，結果淪淪為 假冒為善 ，失去應㈲㊒有
之態度度及原㈲㊒有之㊪宗旨。本質㆖㊤上他們是敬守律律法之 ㆒㈠㊀一神神信仰者 ，
實際㆖㊤上他們只得㆒㈠㊀一個㊪宗教外殼。

1. ㊪宗教集團之出現

d. 撒都都該㆟人 (Sadducees) 
撒都都該 字源㈲㊒有㆓㈡㊁二：１. 從撒督（Zadok，意：公義）字演繹出來來，故
可稱為 公義者 或 義㆟人黨 。撒督乃所羅羅門時之大㉀祭司（王㆖㊤上 1:8）；
２. 從大公會㆒㈠㊀一議員㈴㊔名撒督而來來，此教派是他創立立的。大部分㈻㊫學者採
納前者之解釋。

當猶太㆟人受西流流古王朝統治時，國內親希臘臘之分子（即是撒都都
該派的前身）多是貴族及㆗㊥中㆖㊤上階級㆟人士，㉂自稱為 前進派 或 ㉂自
由派 （法利利賽㆟人卻稱他們為 世俗派 ）。在許爾堪㆒㈠㊀一世時，因
他們主張籠籠絡羅羅馬，大為法利利賽㆟人不不齒，結果他們失去㆒㈠㊀一班敬
虔派㆟人士之支持，卻得這群親羅羅馬之㆟人士（由親希臘臘因時勢而
改親羅羅馬）所擁護。他們非常活躍，㆟人數數雖比法利利賽㆟人少，但
影響朝廷的勢力力相當大。在㊪宗教㆖㊤上他們仍算保守，只相信摩西
律律法，不不接受遺傳。在政治㆖㊤上他們多是㉀祭司的身份（非㊪宗教㆖㊤上
的敬虔，而含㈲㊒有政治色彩），但對各種教義均加以理理性之分析
才肯接受，凡不不合理理性者便便否認或放棄。他們多㊟注重物質的享
受，故生活不不及法利利賽㆟人嚴謹。

1. ㊪宗教集團之出現

e. 奮銳黨 (Zealots) 
奮銳黨雖非兩兩約間之產品，然他們對新約背景大㈲㊒有關係。他們
是猶太教㆗㊥中之（狂熱派）(Zealous) ㆟人士 -- ㆗㊥中譯為 奮銳，㈲㊒有奮力力
銳進摩西律律法者 之意。據傳在 6A.D.時，羅羅馬㆓㈡㊁二次徵收賦稅，
舉令令猶太㆟人家家戶戶㆟人口登記，加利利利利㆟人猶大嘉馬拉拉 (Judas 
Gamala) 慫恿猶太㆟人反叛羅羅馬。失敗後他們組成 奮銳黨，藉著
暗殺殺行行刺刺之手段繼續行行其 光復復祖國 之大計。他們也稱為 匕首
黨 (Sicarrii) （因常藏匕首在身），宣稱除神神是王之外，別無他
㆟人是王。

在信仰㆖㊤上，他們篤守摩西律律法，熱切切等待彌賽亞國度度降降臨臨。在
主的㈩㊉十㆓㈡㊁二門徒㆗㊥中，也㈲㊒有㆒㈠㊀一㆟人前為奮銳黨徒（太10:4）

1. ㊪宗教集團之出現

f. 文士黨 (Scribes) 
文士 原是以色列列之史官、書記、繕㊢寫員。他們之職務㈲㊒有㆔㈢㊂三：

１抄謄繕㊢寫聖言；２解釋聖言與民生之關係；３註釋聖言。  
因此他們是當㈹代的釋經家，律律法的權威（㈴㊔名 律律法師 ），㆞地位
超越法利利賽與撒都都該兩兩教派。

文士乃猶太遺傳之作者，常咬文嚼字，強解聖經，又以遺傳超
越聖經之㆞地位（太15:6）。在新約時㈹代常遭耶穌譴責，因他們
以遺傳㈹代替了了神神的話。

	  g. 希律律黨 (Herodians) 
當希律律王朝開始在巴勒勒斯坦秉政時，猶太㆟人㆗㊥中凡奉承希律律王朝
者稱為希律律黨徒。起初他們只是希律律家族之㆟人士，故實際是希
律律王朝之御用黨，宣稱彌賽亞國度度即希律律國度度，但後來來猶太㆟人
的騎牆派亦加入，故㆟人數數㈰㊐日增。

在新約時㈹代，當主耶穌傳 彌賽亞國度度時，他們便便群起攻擊，聯聯
合法利利賽黨共謀害主耶穌之命（太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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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集團之出現

h. 愛辛尼教派 (Essenes) 
愛辛尼㆟人（字意 聖潔）原是㆒㈠㊀一種修道的隱士，他們首見見於馬加
比王朝之約拿單 (160B.C.) 年年間。據稱當時在國㆗㊥中極㊨右傾分子
（即㊟注重守律律法的敬虔者，即法利利賽㆟人）為逃避西流流古兵之逼
迫，他們帶著聖經古卷，扶老老攜幼潛居山㆗㊥中成為修道者。另㈲㊒有
極㊧左傾者則成為後來來之奮銳黨㆟人。

愛辛尼㆟人多隱居在死海西北北與西南部㆒㈠㊀一帶之山洞洞㆗㊥中，這㆞地區㈴㊔名
為 昆蘭蘭 (Qumran)。他們生活極為嚴明，講求聖潔之條例例，㉂自耕
㉂自食，與世無爭，對摩西的律律法遵守惟謹，著重小組研經，在
註釋聖經方面㈲㊒有甚大之貢獻。在1947-1956年年間，死海古卷之發
掘揭開了了這昆蘭蘭㈳㊓社團之謎，在研經㈻㊫學㆖㊤上之貢獻非筆墨可描述。

㆓㈡㊁二、舊約結束後之㆕㈣㊃四百年年
B、㊪宗教背景史

2. 聖言集成之出現
a.舊約之完成

在以斯拉拉時㈹代，舊約之經卷逐㆒㈠㊀一收集完成，使當時之敬虔者㈲㊒有
聖言正典為信仰之權柄。在 400B.C. ㊧左㊨右已㈲㊒有正典之出現。

b.舊約之翻譯
在多利利買王朝管治巴勒勒斯坦時，是時㈲㊒有㆒㈠㊀一愛好書籍之王，㈴㊔名多
利利買非拉拉鐵非 (Ptolemy Philadelphus, Ptolemy II, 285-247B.C.)。
他聞說說說猶太㆟人經卷之珍貴，遂定意在亞歷歷山大城之圖書館館內存
放㆒㈠㊀一本希臘臘文譯本之舊約，於是便便請耶路路撒冷冷派遣文士多㈴㊔名來來
埃及翻譯。耶路路撒冷冷大㉀祭司選派72位專家前往，歷歷數數㈹代之年年㈰㊐日，
終於完成首本以希臘臘文譯出之舊約，簡稱㈦㊆七㈩㊉十士譯本（㈲㊒有㆓㈡㊁二㆟人
在工作㆗㊥中去世），以LXX為記號。

c.舊約外經之出現
在這時期㆗㊥中，因猶太㆟人在極混亂亂與受外敵管轄㆘㊦下，他們對舊約
所應許彌賽亞來來臨臨之盼望越發提高，故此他們在這時期㆗㊥中藉著
文字書寄此熱烈烈之心情，結果便便㈲㊒有㆓㈡㊁二類類文獻出現：

•  旁經(次經) 之出現

旁經 (Apocrypha，原意隱藏書）即此套書籍含㈲㊒有㈵㊕特別之啟示，
非凡㆟人所能明曉之㆝天書，隱藏起來來，只㈲㊒有屬靈靈㆟人才能 看透 。

其實這些作者假藉以色列列英雄或先知之㈴㊔名，藉此勸勉百姓
以堅定的心志保衛國㈯㊏土，盡忠報國（如馬加比書、猶滴
傳），維持真神神之崇拜（如耶利利米書信、巴錄錄書），保守
律律法之美德，遠離離惡惡事（如傳道經、所羅羅門智訓），感謝
神神之保守（如㆔㈢㊂三聖童歌、比勒勒與大龍龍、以斯帖補篇），期
望彌賽亞之來來臨臨（如以斯拉拉書）等。

雖然旁經甚㈲㊒有歷歷史與靈靈訓之價值，然而因錯誤百出，無默
示之㊞印證，無啟示文㈻㊫學之要素，無先知之權威，且因它們
是富傳奇幻想玄妙式之虛構故事，終不不受正統信仰承認為
神神話語之㆒㈠㊀一部分。基督教派對此的看法可總結如㆘㊦下：

㆝天主教    旁經㈲㊒有靈靈感，     是正典，與聖經同等。
聖公會與路路德會  旁經㈲㊒有靈靈感， 不不是正典，不不列列入聖經。

改革㊪宗    旁經無靈靈感， 不不是正典，不不列列入聖經。	  	  

*	  
*	  
*	  
*	  
*	  
*	  
*	  
	  
	  
*	  
	  
	  
*	  
	  
*	  
*	  
	  
*	  

*	  在Council	  of	  Trent	  被羅馬天主教接收為正典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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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經之出現

偽經（	  Pseudepigrapha ）為兩兩約之間直㉃至主後第㆒㈠㊀一世紀之文獻。
這些書大部分都都是預言性質，藉此喚醒㆟人對彌賽亞來來臨臨㈲㊒有更更深
切切的盼望。偽經全書增加不不斷被㆟人發現。主要的㈲㊒有㆘㊦下列列各卷:

(1) 以諾諾㆒㈠㊀一書 (2) ㈩㊉十㆓㈡㊁二先祖遺訓 (3) 禧年年書 (4) 以賽亞升㆝天記 (或賽
殉道記) (5) 摩西被提記 (6) 所羅羅門詩篇 (7) 始祖書(或摩西之啟示
錄錄) (8) 亞理理士提亞書札 (9) 西比林林神神諭 (10)以諾諾㆓㈡㊁二書(或以諾諾㊙秘傳) 
(11)皮克亞博傳 (12)撒督碎文集 (13)巴錄錄㆓㈡㊁二書 (14)巴錄錄㆔㈢㊂三書 (15)馬
加比㆔㈢㊂三書 (16)馬加比㆕㈣㊃四書 (17)以斯拉拉㆕㈣㊃四書 (18)阿海迦傳 (19)亞伯
拉拉罕啟示錄錄 (20)亞伯拉拉罕遺訓 (21)先知行行傳 (22)約伯遺訓 (23)小
申命記 (24)西番雅啟示錄錄。 

綜觀 旁經 、 偽經 與 聖經 之內容，而可說說說聖經是 神神的話，
旁經是 ㆟人的話 ， 偽經是 神神話 。

㆕㈣㊃四、新約正典之形成 
1. 使徒時㈹代之情形

a. 福福音書與使徒行行傳之集成

初期門徒雖然從耶穌之使徒口㆗㊥中得知基督言行行，但亦漸覺
㈲㊒有筆之於書的需要。㆒㈠㊀一則使徒終會去世，去世後應㈲㊒有使徒
公認之權威書籍才能稱為神神的話；㈩㊉十㆓㈡㊁二使徒㆗㊥中雅各殉道
（徒12：2）更更促使了了記錄錄主生平之迫切切。㆓㈡㊁二則基督教發
展㈵㊕特快，在各㆞地新立立教會㆗㊥中，便便必須把主的言行行傳給他們
知道。㆔㈢㊂三則教會㈰㊐日受逼迫，主的言行行越是寶貴，失傳之可
能越見見真實，㈲㊒有關主之言行行存記㆘㊦下來來是急不不容緩的㆒㈠㊀一件事。
㆕㈣㊃四則當時異異端㈰㊐日漸猖狂，㈲㊒有關辯明主乃神神㆟人㆓㈡㊁二性之著作是
當前急務，故此福福音書之㊢寫成是為著應付當時的需要。

使徒行行傳則是記載當時教會發展之情形，也是供給信徒明
白當時書㊢寫福福音書及書信之重要㈾㊮資料料。

㆕㈣㊃四、新約正典之形成 
1. 使徒時㈹代之情形

b. 保羅羅書信之形成

保羅羅書信皆是應付當時某教會㈵㊕特別需要而書成的。除㆔㈢㊂三本
教牧書信外，保羅羅所㊢寫每本書信之背景均可在使徒行行傳內
追溯始因。

c. 普通書信之形成

普通書信與保羅羅書信都都是應付某㆒㈠㊀一㈵㊕特別需要而書成的。這
需要不不㆒㈠㊀一定是教會方面，但也是關乎信徒之需。除希伯來來
書作者不不明外，其他均是使徒之手筆。

d. 啟示錄錄之形成

啟示錄錄為最後㆒㈠㊀一位使徒之手筆，其內容之重要為當時教會
所不不能否認。作者以先知身份著述其書，在當時受逼害環
境㆘㊦下倍受㆟人歡迎。

㆕㈣㊃四、新約正典之形成 
2. 使徒時期後之情形
從第㆒㈠㊀一世紀之末及第㆓㈡㊁二世紀初之早期教父書信㆗㊥中，我們可以
看見見他們引用新約各卷之話，可見見新約各卷已搜集完成。在
苦難時期㈲㊒有多㈴㊔名出類類拔萃之教父為基督真道打美好的仗，這
是教會史內著㈴㊔名之 衛道者時㈹代 (Age of Apologists)。新約書
卷㉃至第㆓㈡㊁二世紀末，第㆔㈢㊂三世紀初期時㈲㊒有更更多之外證。這時教父
認為新約書卷與舊約聖經皆㈲㊒有同等之權位，均引新約各書卷
為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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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約正典的收集
約翰福福音 10:27a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㆒㈠㊀一卷書要能納入正典，絶對必須話語是出於神神 (藉著
㆟人的書㊢寫)。初㈹代教會結合各方面的因素，而辨認 
(recognize) ㆒㈠㊀一著作乃是神神藉著㆟人所㊢寫出的神神的話語，
保存這㆒㈠㊀一卷書為聖經的㆒㈠㊀一部分。所考量量的因素包括使
徒的肯定，與其他聖經內容的㆒㈠㊀一致，絕大多數數信徒對
此著作是神神所默示的感知。這過程持續㆒㈠㊀一段長時間運
用這過程 (著作流流傳到初㈹代教會的不不同㆞地區)，最後才
達成完全正確的決定。

例例：1. 多馬福福音未彼列列入正典因包括了了荒謬的敍述確,
而且也不不㆒㈠㊀一定是使徒多馬㊢寫的。

      2. 也未包括 Didache “㈩㊉十㆓㈡㊁二使徒遺訓”。

㆕㈣㊃四、新約正典之形成 
5. 新約正典規定之標準
在許多作品㆗㊥中選擇㆒㈠㊀一部，承認其為經典，當然不不是易易
事，但是神神的話到底與別的㈲㊒有異異，故選擇㆖㊤上可較為輕
易易，然而亦㈲㊒有其鑑定真偽之標準。此標準可分為㆔㈢㊂三點：

a. 使徒之權威
當時教會倚重使徒㈲㊒有兩兩主因：  (1)使徒論論基督時㈲㊒有更更可靠的
報告，(2)使徒㈵㊕特別㈲㊒有聖靈靈充滿，故此他們對使徒文㈻㊫學另眼相
看。這點可從初期教會辯論論希伯來來書是否歸入正典，及否決
其他非使徒手筆之書信事㆖㊤上清楚說說說明。
雖然新約㆗㊥中㈲㊒有數數本不不是使徒所㊢寫的（如馬可福福音，路路加福福音
與使徒行行傳），但他們認為這㆔㈢㊂三本是彼得與保羅羅在旁指引的。

b. 初期教會之公認
此為第㆓㈡㊁二標準，因此點與㆖㊤上點極㈲㊒有相連連之關係。初期教會
對使徒之文墨㈵㊕特別尊重，況且他們在崇拜時必恭譽使徒之
話，如同恭敬神神的話㆒㈠㊀一般，這是他們對順服權威之原則。

㆕㈣㊃四、新約正典之形成 
5. 新約正典規定之標準

c. 教義之純正
新約書籍被列列入正典的最後標準乃書內之教義要純正，㈵㊕特
別在舊約亮亮光及使徒口傳㆘㊦下要顯出毫無衝突，矛盾或不不道
德之處。因為同在此時㈲㊒有許多新約旁經及偽經出現，這些
經典之教義與舊約及使徒的教訓常不不㆒㈠㊀一致而不不能被接受為
經典。

書卷之納入正典可基於㆖㊤上述㆔㈢㊂三個原則：  
a.“古”－ ㈲㊒有使徒之權威，b.“真”－ 被教會公認，
c.“正” － 信仰純正。

這些經卷列列為正典不不是靠文㈻㊫學㆖㊤上之推敲或分析，乃是
當時（現㈹代之高等批判離離現場太遠）信徒所接受之權
威，而這些書卷本身也彰顯神神的權威。 正典 之事不不能
脫離離權威，權威是使徒所㈲㊒有，因他們是基督之㈹代言㆟人。

㈤㊄五、新約之編排 
A、按類類別與屬靈靈經歷歷

1. ㆕㈣㊃四福福音（基督是教會的頭）
a. 馬太福福音－－ 因福福音先傳給猶太㆟人。
b. 馬可福福音－－ 後傳給羅羅馬㆟人。
c. 路路加福福音－－ 再傳給希臘臘㆟人。
d. 約翰福福音－－ 以及全世界。

2. 歷歷史（教會是基督的見見證）
使徒行行傳－－ 繼㆕㈣㊃四福福音書。

3. 保羅羅書信（頭與身體實際的聯聯合）
a. 羅羅馬書－－ ㆟人因信義信福福音。
b. 林林前後書－－ 後受聖靈靈之洗禮禮成為身體。
c. 加拉拉太書－－ 才能靠聖靈靈行行事。
d. 以弗所書－－ 才過屬㆝天生活。
e. 腓立立比書－－ 才同心合意興旺福福音。
f. 歌羅羅西書－－ 專以㆝天㆖㊤上的事為念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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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㊄五、新約之編排 
A、按類類別與屬靈靈經歷歷

3. 保羅羅書信（頭與身體實際的聯聯合）
g. 帖前後書－－ 仰望主的再來來。
h. 提前後，提多書－－建立立教會，忠心守道。
i.  腓利利門書－－ 以愛心對待弟兄。

4. 其他書信（實際的教義與倫倫理理）
a. 希伯來來書－－ 基督是新約之根基。
b. 雅各書－－ ㈲㊒有真行行為之信心。
c. 彼前後書－－ 才能引入盼望。
d. 約㆒㈠㊀一㆓㈡㊁二㆔㈢㊂三書－－因盼望而進入屬靈靈的實際，彼此相愛。
e.  猶大書－－ 等候主再來來。

5. 啟示錄錄－－主必再來來。

㈤㊄五、新約之編排 
B、新約全書綱要

㈥㊅六六、新約與舊約之對照
A、新舊約對照表

㈥㊅六六、新約與舊約之對照
B、新舊約之關係

新約是聖經的後部分，與前約（舊約）的主題遙
遙相應，彼此㆒㈠㊀一貫，同是彰顯神神的兒子耶穌基督。

舊約隱藏基督，新約顯露露基督；  舊約應許基督，
新約應驗基督；  舊約期待基督，新約釋明基督；  
舊約是新約的影兒，新約是舊約的實物；  
舊約是鎖，新約是鑰；      舊約是種，新約是果；  
舊約之㆗㊥中心是以色列列，新約是教會；  
舊約是行行為之約，新約是恩典之約；  
舊約是律律法之約，新約是信心之約；  
舊約述㆟人在第㆒㈠㊀一亞當裡裡之失敗，新約述㆟人在第㆓㈡㊁二
亞當裡裡之勝利利；    舊約記失樂樂樂樂園，新約記新樂樂樂樂園；    
舊約之始乃萬物之起源，新約之始乃基督之起源；  
舊約的結束是咒詛，新約的結束是㈷㊗祝福福。

瑪拉拉基書4:6b	  免得我來來咒詛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