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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堂牧師，CBCWLA主日學，2015年5月 17 日

兩約之間

等候耶穌的來臨



舊約 新約

沉默的
四百年

摩西五經 瑪拉基書



波斯，539-330 BC

希臘，330-166 BC

猶大王朝，166-63 BC

羅馬，63 BC 以後

亞歷山大
多利買（埃及）
西流古（敘利亞）

猶太人於兩約之間
所經過的四個時期：

1. 波斯

2. 希臘

3. 猶大王朝

4. 羅馬

馬克比/哈斯摩尼王朝

舊約結束

新約開始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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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六百年之間

猶太人的兩大危機

主前六世紀
被巴比倫所
亡國、俘虜

主前四世紀
被希臘文化所

侵襲

國家被攻擊
身體被俘虜

信仰被攻擊
心志被俘虜



Hellenization 希利尼化

自從亞歷山大征服列國以來，希臘文化就隨著
征服者的鐵蹄充滿了各地。但是，征服者的文
化若是劣質文化，即便強迫，終將被各地的文
化所淘汰。然而希臘文化卻不，希臘文化是一
種優質文化，各地的文化和它一比較，立時顯
得粗糙和落後。

在這種情況之下，連古老的希伯來民族也必須
做一個選擇：被同化，還是不被同化？



Agora 是每一座希臘城市的中心，是政府、商業、哲學、
文學、藝術…的集中地，也是交換意見的場所。
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
於是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agora）所遇
見的人，辯論。（使徒行傳 17:16-17）

Agora
市 marketplace



在雅典的 Agora，使徒遇到了哲士

• 還有以彼古羅（Epicurean）和斯多亞
（Stoic）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有的說：
「這胡言亂語的要說什麼？」有的說：
「他似乎是傳說外邦鬼神的。」這話是因
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使徒行傳
17:18）



希臘哲士

以彼古羅 Epicurus

以彼古羅學派（Epicureanism）
約於 307 BC 創立，相信物質
論，認為人生以追求快樂為
至善。快樂具有兩個成分，
一是無懼，無懼則心中寧靜；
一可是無痛，無痛則可享受
人生。以彼古羅本人是以追
求知識和簡樸生活來獲得快
樂。後來的跟隨者卻以放縱
情慾和追求物質來獲得快樂，
以至於以彼古羅主義也被稱
為享樂主義。



希臘哲士

真諾 Zeno

斯多亞學派（Stoicism）是真諾
於主前三世紀所創立，認為有
害的情緒來自於錯誤的判斷，
而一位在知識和道德上超越的
智者，不會受困於這些不良的
情緒。他們強調自我控制，做
情緒的主人，並強調道德上的
超越，不受物慾的綑綁。後人
將斯多亞學派稱為禁慾主義，
他們的哲士以「泰山崩於前而
不變色」的斯多亞平靜（the 
stoic calm）而出名。



Gymnasium 運動場
Gymnasium 是希臘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這裡除了有
運動的場地可以競技、賽跑、鍛鍊身體之外，還有浴室
和講堂，許多商業的交易和學問的傳授都在這裡進行。
在馬克比革命之前，敘利亞王下令在耶路撒冷建立
Gymnasium，是他要將猶太人希利尼化的一個步驟。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衣著



• 你是一位信徒，來自於一個古老的民族，
但卻在異地居住，每日面對著強大的文化
衝擊…你當如何自處？

1. 全面性接受同化，若有必要就放棄信仰

2. 盡可能接受同化，若有必要就妥協信仰，但
不完全放棄

3. 有限度接受同化，但在信仰上絕不妥協

4. 完全拒絕同化，在信仰上也絕不妥協

希利尼時代猶太人的反應：1, 2, 3, 4 都有



一位猶太青年的困惑

• 試想，一位從小研讀神的律法、腦海中充滿了先知的話語和
詩篇的祈禱的猶太青年，當他第一次接觸到柏拉圖的著作，
是和他從小所讀的經卷如此地不同，但卻充滿著追求公義的
熱情，並相信萬事萬物之後有一個全善的能力，他是感到何
等的驚訝？

• 或者，當他認識了一位斯多亞的哲士。此人以哲學的信念滲
透了整個的人生，一接觸到他真誠的人格，或他眼神中異樣
的能力，立即使你感到除了真正的善與內在的真自由之外，
人生再也沒有值得去追求的。

• 這位一心想要對自己的神忠誠的猶太青年，感到困惑了。在
這一切的接觸之中，一方面他遇到了自己所熟悉的良善和公
義，一方面又遇到了自己所完全陌生的想法和做法。

• 面對希臘文化，你實在無法將它當作是邪惡的而加以拋棄，
但是你又不願意讓它，帶著它微妙的征服力，滲透你這原本
應該完全獻給神的心思和意念。你該怎麼辦？



希臘文化
Hellenism

當時的猶太人

願意被同化 不願被同化

許多猶太人，
包括撒都該人

哈西典人
Hasidim



哈西典人（虔誠者）
Hasidim (The Pious)

離世索居
Separate from society

愛色尼人（聖潔者）
Essenes (holy ones)

與世同居
Live in the society

法利賽人（分離者）
Pharisees (separate 

ones)



法利賽人
The Pharisees

法利賽人這個名稱第一次
出現是許珥勘作王的時候
（John Hyrcanus, 134-104 
BC）。到了耶穌的時候，
他們的人數約有6000人，
是當時最大的教派。新約
聖經記載了許多有關法利
賽人的事蹟，多數是負面
的。對他們的批評主要集
中於二方面：假冒為善
（hypocrisy）和律法主義
（legalism）。



法利賽人：1. 猶太律法專家 2. 相信口傳的律法
3. 在聖殿之外也要保持聖潔 4. 現代拉比的前身



• 法利賽人與耶穌之間的衝突

–有一個安息日，耶穌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掐
了麥穗，用手搓著吃。有幾個法利賽人說：你
們為什麼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呢？（路6:1-2）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法利
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們吃飯。」（路15:1-2）

–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帶
到耶穌那裡，耶穌就醫治他，甚至那啞巴又能
說話，又能看見。眾人都驚奇，說：「這不是
大衛的子孫嗎？」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
「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啊。」
（太12:22-24）



• 法利賽人與耶穌之間的衝突

–這法利賽人看見耶穌飯前不洗手便詫異。主對
他說：「如今你們法利賽人洗淨杯盤的外面，
你們裡面卻滿了勒索和邪惡。（路11:38-39）

–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芸香
並各樣菜蔬獻上十分之一，那公義和愛神的事
反倒不行了。這原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
不行的。（路11:42）

–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裡的
首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你們的安。你們有
禍了！因為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走在上面
的人並不知道。（路11:43-44）



• 對耶穌親善的法利賽人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
官。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
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
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約3:1-2）

–正當那時，有幾個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說：「離
開這裡去吧，因為希律想要殺你。」（路13:31）

–會的人聽見就極其惱怒，想要殺他們。但有一
個法利賽人，名叫迦瑪列，是眾百姓所敬重的
教法師，在公會中站起來，吩咐人把使徒暫且
帶到外面去。（使徒行傳5:33-34）



使徒保羅，法利賽人
Apostle Paul, 

a Pharisee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
是以色列族、便雅憫
支派的人，是希伯來
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就律法說，我是法利
賽人。（腓立比書
3:5）

Paul, by Rembrandt



撒都該人
The Sadducees

撒督該人的人數較
法利賽人為少，但
卻位高權重，擔任
祭司長和公會中的
要職。他們的名稱
可能來自於大衛時
代的大祭司撒督
（Zadok）。撒都
該人不相信死人復
活，接受外族的文
化，與轄制猶太人
的政府合作。



• 撒督該人與耶穌之間的衝突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請他從天上
顯個神蹟給他們看。（太16:1）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
和撒都該人的酵。」（太 16:6）

–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那天，他們來問
耶穌說…耶穌回答說：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聖
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太22:23-32）

–使徒對百姓說話的時候，祭司們和守殿官，並
撒都該人忽然來了。因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
穌，傳說死人復活，就很煩惱，於是下手拿住
他們；因為天已經晚了，就把他們押到第二天。
（徒4:1-3）



• 法利賽人與撒督該人之間的衝突

–保羅看出大眾一半是撒都該人，一半是法利賽
人，就在公會中大聲說：「弟兄們，我是法利
賽人，也是法利賽人的子孫。我現在受審問，
是為盼望死人復活。」說了這話，法利賽人和
撒都該人就爭論起來，會眾分為兩黨。因為撒
都該人說，沒有復活，也沒有天使和鬼魂；法
利賽人卻說，兩樣都有。（使徒行傳23:6-8）



Josephus 約瑟夫斯
AD 37-100

約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是一位重要
的猶太史學家。他是一
位猶太人，歸化成為羅
馬公民。著有猶太戰史
（The Jewish War）和
猶太古風（Antiquities 
of the Jews）。他的著
作提供了許多兩約之間
和新約時代的資料。



愛色尼人
The Essenes

聖經並未提到愛色尼人，
然而約瑟夫斯卻在猶太
戰史中講到他們。他們
的信仰大致與法利賽人
相同，但卻離世索居，
過著極為簡樸和清苦的
團體生活。他們強調身
心靈的潔淨，每日祈禱
讀經和受浸，沒有個人
財產，凡物公用。近代
因為死海古卷的發現，
愛色尼人開始受到重視。



Dead Sea Scrolls 死海古卷
1946-1956 在死海邊的11個山洞中（Qumran caves 昆
蘭洞穴），發現了許多字卷。這些字卷主要是以希伯
來文寫在蒲草紙（papyrus）上，其中有舊約經文、其
它著作，以及清規戒律。



昆蘭洞穴
Qumran Caves

1946年11月牧羊人
Bedouin shepherds 
無意之中在死海旁
邊的洞穴裡，發現
了數卷存放於罈子
之中的書卷。他們
不知道這些書卷是
什麼，也不知道它
們的價值，以 $30
左右的價格賣掉。
有懂得古物的專家，
發現這是價值連城
的古卷，於是展開
了大規模發掘工作，
共十一個洞穴。



死海古卷
目前正在
洛杉磯
Science 
Center 
展出



奮銳黨人
The Zealots

奮銳黨人是激進的猶
太愛國主義者，他們
不甘於被羅馬統治，
反對向羅馬納稅，主
張以武力抵抗。AD 6-
73是奮銳黨人的活躍
期，因他們的激烈行
為，導致 AD 70羅馬
人攻陷耶路撒冷。耶
穌的十二門徒之一是
奮銳黨人。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
他起名叫彼得），還有他兄弟
安得烈，又有雅各和約翰，腓
力和巴多羅買，馬太和多馬，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奮銳黨的
西門，雅各的兒子猶大，和
賣主的加略人猶大。（路6:14-
16）



Masada
奮銳黨人最後的據點

耶路撒冷陷落之後，一
群奮銳黨中的激進份子
Scarii （匕首者）退守
Masada，位於死海南端
的一個平頂山丘（400 
m）。一萬五千人的羅
馬軍隊包圍整個山丘，
封鎖下山的道路，步步
為營向上進攻，於AD 73
攻下山頂。相傳Masada
的守軍 960 寧死不屈，
集體自殺，生存的僅有
兩位婦女和五個兒童。



猶太教派（黨派）
Jewish Schools of Thought (or Parties) 

according to Josephus 

法利賽人
Pharisees

撒都該人
Sadducees

愛色尼人
Essenes

奮銳黨人
Zealots

AD 70 耶路撒冷陷落

拉比猶太教
Rabbinic Judaism



會堂 Synagogue

• 會堂是猶太人祈禱和教導經書的地方，每十個猶
太男人就可以有一個會堂。會堂是何時開始有的？
會堂起始的日期難以考證，一般相信是在巴比倫
被擄時期，因為聖殿被毀，猶太人開始在家中聚
會，逐漸有了會堂的雛形。然而會堂真正的普遍，
應當是要到兩約之間。



• 猶太人被擄期間，長老到先知以西結的家中聚會

–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猶大的眾長老坐在
我面前。在那裡主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結8:1）

– 有幾個以色列長老到我這裡來，坐在我面前。（結
14:1）

• 耶穌時常到會堂

–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
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路16:1）

• 使徒時常到會堂

– 他們離了別加往前行，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
日進會堂坐下。讀完了律法和先知的書，管會堂的，
叫人過去，對他們說：「二位兄台，若有什麼勸勉眾
人的話，請說。」（徒13:14-15）



迦百農（Capernaum）的會堂遺跡 約建造於主
後四、五世紀。有些專家認為它的地基是屬於第
一世紀的一座會堂，可能就是耶穌去的那一座。



在每個會堂的前方有一個高起的講台，上面有燈台和
放著經卷的櫃子。會堂是猶太人祈禱、讀經、和接受
教導的地方。



公會 The Sanhedrin

• 羅馬人賦予猶太人的公會（希臘文 sanedrion：
坐在一起）權柄，可以管理民事和有關信仰的事。

• 公會有七十名會員，加上一位大祭司，共71人。

• 公會主要是由撒都該人和法利賽人所組成，而以
歷來身居權貴的撒都該人佔多數。

• 公會逼迫了耶穌和使徒。



• 公會與耶穌

–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
他。（太26:59）

–一到早晨，祭司長和長老、文士、全公會的人
大家商議，就把耶穌捆綁，解去交給彼拉多。
（可15:1）

• 公會與使徒

–大祭司和他的同人來了，叫齊公會的人，和以
色列族的眾長老，就差人到監裡去，要把使徒
提出來。（徒5:21）

–公會的人聽見就極其惱怒，想要殺他們。（徒
5:33）



The Apocrypha 次經



• 次經 Apocrypha 是兩約之間所出現的猶太著
作，有十四本：
1. 1 Esdras 以斯得拉一書

2. 2 Esdras 以斯得拉二書

3. Tobit 多比亞書

4. Judith 友弟得傳

5. Rest of Esther (Esther 10:4-16:24)以斯帖後傳

6. Wisdom智慧書

7. Ecclesiasticus (also known as Sirach)傳道二書

8. Baruch and the Epistle of Jeremy巴錄書

9. Song of the Three Children 但以理書補遺一

10. Story of Susanna (Vulgate Daniel 13)但以理書補遺二

11. The Idol Bel and the Dragon 但以理書補遺三

12. Prayer of Manasses 瑪拿西的祈禱

13. 1 Maccabees 馬克比一書

14. 2 Maccabees 馬克比二書



• 基督教對次經的態度：

– The Sixth Anglican Article of Religion

– “And the other books the Church does read for 
example of life and instruction of manners, but yet 
does it not apply to them to establish any 
doctrine.”

– “至於其它的書（次經），教會閱讀它們是為了
做生活上的榜樣和行為上的教導，而不是用它
們來建立任何的教義。”



–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7)

– “The books commonly called Apocrypha, not 
being of divine inspiration, and not part of the 
canon of Scripture, and therefore are of no 
authority in the Church of God, nor to be any 
otherwise approved, or made use of, than other 
human writings.”

– “被一般人稱為次經的書籍，不是神的默示，不
屬於聖經的正典，因此之故在神的教會之中並
無權柄，也不被認可，如同人的著作一般。”



次經的價值

–雖然次經並非聖經的正典，但從宗教、文學、
歷史的角度來看，它們卻具有重要的價值。當
先知的話語止息之時，這些著作為兩約之間的
這段時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以馬克比一書和二書為例，因為這兩本書的存
在，才使我們得以了解那個時代的猶太人所經
歷到的考驗與掙扎，以及他們最終的勝利。

–次經也證實了在兩約之間，偶像從以色列人之
中消除了。他們成為一神信仰的民族，對彌賽
亞的盼望，死人復活，以及末世的獎賞與懲罰
等觀念，也逐漸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