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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十讲 
（1973年8月 于台北）中国天主教

教友 教促 会圣经研 推广小 帮助

您更明了圣经的 涵，和更正确地把握住

圣经的意义，特邀 仁大学神学院王敬

弘神父，及 眉修女 助撰 “圣经十

”， “十 ”的 容都是研 圣经所必

的基本知 。圣经 部 不但 容丰富，

而且 构复 ，除非您都了解它的 背

景、形成 程、以及研 方法等，否 ，

您不能深切地体会到天主的 具有多么深

遂的意义和力量。 在，我 提供 “十

”的材料，特 作 您研 圣经入门的

指南，深盼它能 引您更透悉天主的言 。

“圣经十 ”的 利出版， 多主 兄弟

姐妹 ，在盛暑下辛 的工作，并且 慷

慨的奉献和 切的代 。除了衷心感 以

外，特 献上我 的祝 ，祈求上主

他/她 的 牲，并且 自祝福和

他/她 的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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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圣经与信友生活 

一、向人说话的天主 

的 者，你可以停下 想一想：

你所相信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宗教？你是

否在虔信一个道理、一种人生 或者 理

法 ？你的信仰是否在遵守一个 矩，或

者只参与了外在的仪式？ 是在相信一位

生活的天主呢？如果你所相信的是前面的

几 ，那么可以 你 有找到基督信仰

的真 ；如果你相信的是后者，至少你已

踏入正确信仰的大门了，因 我 相信的

不但是一位生活的天主，而且是一位愿意

和我 往的天主，不但是愿意和我 有

往的天主，而且是愿意向我 的天

主，不但是愿意同我 的天主，而且

是一位愿意把祂生命 我 的天主，使我

能够 得真正的生命、永 的生命。 

如果我 想 一个人的 ，我 必

和他有一个生活上的 往，而且 他把

自己 示 我 ，我 要跟他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听他 心的感受和思想。

在 样的生活交往中，我逐 一位在

我周遭生活的人，所以， 我 要 天

主的 候，我 也希望能够与祂有着生活

上的 往， 祂把祂自己告 我 ， 我

知道祂 我 的 度，祂愿意用什么方

式与我 往⋯⋯等等， 个 候，我

才算是真正 了我 所相信的天主。 

在希伯 的一 始，就用很肯定的

方式 ： 

“天主在古 ，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

借着先知 我 的祖先 ；但在 末

期 ，他借着自己的儿子 我 了 。”

（希一：1∼2） 

我 所相信的天主，一方面 然是生

活的天主，但另一方面却是无限的天主，

祂是不可用我 五官接触的天主，人本

有 法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方法去与 位

天主接触，除非祂自己愿意用人能够懂得

的方式把自己 示出 。 



二、天主与以色列人的来往 

从亚巴郎的 代起，天主就主动的和

人交往。祂召叫了亚巴郎，离 自己的家

，并 他的后裔要成 一个民族 — 

就是后 的以色列民族。在 个民族慢慢

成长的 候，它遭到埃及人的奴役，天主

遂召叫了梅瑟，打发他去把他 从埃及人

的奴役中解救出 ， 他 到西乃山；

跟他 立了一个 情的盟  — ，

然后 他 入 的福地 — 巴勒斯坦，

建立自己的国家。 

但是由于 些人民慢慢背 了天主，

天主就打发先知 先警告他 ：如果他

固 于 ，就会受到惩 。然而以色

列人民却 有听从先知的 ，因此遭受到

充 的痛苦。那 他 才呼求天主，天主

又使他 返回了自己的国土。 

以色列人民 然 次的背 ，而天主

却保持自己的忠信，愿意使他所 的救

世主借着以色列人民降到世上 。所以

期 全的 刻，他派遣了自己的儿子取



了人的肉 ， 到 个世界， 的是借着

一个活生生的人把自己 示出 。耶 基

督就是 个人，他是跟我 一样的人，但

却充 了天主的生命，因 他由天主子降

生成人。他 我 了最完 的道理，

但祂也用祂的奇能 示出天主 人救恩的

特性。 

他不但以言以行表示了天主 人的 ，

而且也背 了人的罪， 人 死。然而他

却不会受到死亡的控制，因 他是天主，

所以他从死者中复活了，他是世界所有人

中第一个由死亡 入永生的，因此祂 我

了“生命的希望”，使我 又重新得

到一条从 世的短 生命中 向永 生命

的道路。 

三、圣经写作的目的 

天主不但 自与人在 史中 往，而

且，派遣祂的圣子耶 基督 到世界上，

实 了祂所 我 的救恩。由于 些

事情都是在 史中发生的，所以它必 限



定在某一个 间、某一个地点 发生。如

果不在 个 间或 个地点的人，就无法

自看到或听到天主所愿意 的 和所愿

意做的事。天主的智慧愿意弥补 样的缺

陷，就以灵感推动人 下圣经， 述祂在

人类的救恩史上所做的种种事情、所宣布

的种种 划、所做的种种 以及耶 基

督救世的言行、生活、死亡与复活等。

就是我 在所 的“圣经”，它使那些并

不曾 自看到 件事情发生，并不曾 耳

听到天主的 言的人，也能够知道天主救

恩的喜 。所以我 “圣经是天主的启

示”就是 个意思。 

原 ，我 人并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

知道天主 于人的救恩 划，和祂所要真

正 人的是什么，祂愿意怎样跟人

往。但是仁慈的天主在 史中一点一点的

把祂的救恩 划，不但透露出 ，而且也

实 出 。 些启示和救恩在耶 身上都

到达了一个完全的 ，所以圣保 曾

样 ：“我原是一切圣徒中最小的，竟蒙

受了 恩 ，得向外邦人宣布基督那不可



量的丰富福音，并光照一切人，使他

明白，从 世以 ，即 藏在 造万有的

天主 的奥秘， 使天上的率 者和掌

者， 在借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样智慧，

全是按照他在我 的主基督耶 所实

的永 划。”（弗三，8∼11）我 所信

仰的 象，就是 个天主在基督 所要实

的永 划。所以，如果我 想跟天主

有所接触，又如果我 想 天主，

圣经实在是不可少的一条道路。 

四、信仰的真谛 

我 中国人的“信”字，实在构成得很

巧妙， 个字的意思是：人言 信。 一

个人向我 的 候，我 因 相信他

是一个 实的人，所以我 也相信他 个

人和他所 的 。只有 人 我

的 候我 才有真正的相信，我 不只相

信一个人，而且也信他的 ，因 他如果

不 我 ，那么我 有什么可相信

的 容；但是如果 个人不可相信，他



然 我 了 ，我 是不会相信他的

。 

天主也是如此；天主是真 美善的，

祂 不 。 然如此，仍要等到祂向

人 之后，我 才能够真正相信祂，因

，只有在 侯我 的信仰才是有 容

的，所以天主不但在 史中把祂的 划告

我 ，而且也把 些 划以灵感使人

成圣经， 万世万代的人得有一个相信的

事实 明。因此我 可以 ：圣经就是天

主的启示，因 它是天主的启示，所以也

是教会信仰的泉源。 

在圣经十 的第四 中，我 会大

概的解 天主怎样以灵感推动人 圣经。

教会肯定在灵感下 成的圣经是用人的

所表达出 的天主的言 ，也只有在天主

的 中，我 才能 天主；但是 些天

主的 也必 用人的 表达出 ，否 人

就无法懂悟。所以圣经的 作，看起 实

在是天主仁慈 划中的一部份， 使全体

人类，随 随地都能因着 圣经而

天主和祂 我 所作的一切。 



明了了 一点之后，我 会更深刻的

体会出：我 所相信的不是一套道理，不

是一套 矩，我 的信仰生活也不是守一

套法律，或是去参加一个外在的仪式；我

所相信的是一位生活的天主，祂曾向我

示了祂自己，愿意跟我 有一个生活

上的 往，所以我 也 以整个的生活去

追 天主的教 ，利用礼仪以精神以真理

去朝拜祂。由此可见，圣经 我 的信仰

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 不 圣经， 直

是无法 天主，而我 的信仰也会日

的萎 ，甚至死亡。 

反 ，我 圣经，借

着圣经 天主 我 。只有 我 知

道了祂的教 ，体会了祂的慈 ，熟悉了

祂 我 的全部 划之后，我 才能够使

我 的信仰生活生气蓬勃，日 向完 。



五、天主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 

我 的天主并不是一个 口便 大道

理，只 人 多道理教 的天主。如果我

翻 圣经看看，天主 入人类的 史并

不光是 了教 人，而是 使人体会到祂

的慈 。祂愿意 人的，最重要的并不是

一套教 ，而是愿意人跟祂 往， 迎祂

到人的生活中 。 种接受使我 能够分

享天主的生命，所以天主并不是只在星期

天的弥撒中和我 有 系，而是跟我 整

个生命有 系。我 打 圣经仔 的 ，

会发 无 在 或是新的部份，都可以

看见天主 近一个人的 候，祂愿意他整

个的生活都改变，因 祂 人的是一

个新的生命， 个生命必 在整个的生活

中表 出 。 

也就是因 个 故，圣经所 的

不是一些道理或是教 或是 或是法律。

而是 着天主真正的和一个人，或是一

个民族，或是一个团体，在他 具体的

史，生活 况中和他 往，然后教 他



如何在 实中间去和天主交往，接受祂，

实行祂的教 。天主的教 ，固然包括法

律、 理和 矩等等，但 一切 不是死

死板板的文字，而最后祂所 的是在接受

祂的生命中，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天主 了使人在生活中的各方面接受

到祂的光明，因此祂把 划在 史中一点

一点的揭露出 。因 就人类的全体而言，

人类无法一下子就接受天主完 的启示，

所以天主才 了一个民族，慢慢的教育他

，使他 能够一点一点的了解天主所愿

意 人做的事。就在 个天主与以色列民

族具体的 往中，我 才逐 了我

所信仰的天主到底是怎样的真神，祂愿意

跟人怎样的 往，祂 人有什么期望，有

什么要求等，祂不但涉及一个人的生活方

式，也涉及整个人类的秘密，世界的 史

到底有 有一个方向，世界一切万物的受

造，到底有 有一个目的， 包含了整个

人 于自己的看法， 于民族的看法，

于整个人类秘密的看法，甚至于 于整个

宇宙的看法， 样的救恩 划不是一下能



够明了的，必 天主在具体的 史中间一

点一滴的 示出 才会被人接受。 

所以我 如果去 的 ，我

就会体 出天主不是一个持着法律 的判

官，也不是拿着无 教条的老 ，祂是愿

意和人 近， 往的“真理之神”，祂容忍

人的叛逆， 赦人的罪 ，只要他 肯回

头向上。祂在 史中，一步步的教育他 ，

提升他 ， 的是 备那完美的启示 。

所以在 中我 所看到的，是一部生活

的 史，一个民族和他 的神在真实的

史中 往，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 笑

有眼泪，有幸福有痛苦的 史。也因此我

可以看到，在整个的 中，人好像

有 法完全了解天主的 划，也 有力量

去实行天主的要求。我 与以色列民族呻

吟和 息， 等候一个完 的 ！ 

六、圣经使我们认识基督 

天主忠于祂的 ，不 人失望，果

然到了 定的 期就派遣了祂的圣子 到



人间。祂真可以 是天主取了一个人性

身 法，所以耶 基督很清楚的 祂的

门徒 ：“ 看见了我，就看见了天主。”

耶 ，是使 的种种缺陷消除而达到

完 。在 期，天主公布了 遵守

的法令，但是人却 有力量去守它。天主

人制定了各种祭献， 的是 祂一个

有的朝拜和恭敬，但是人却常常流于形式

主义，只奉行那些外在的礼 而心灵却离

天主很 。在 中天主 人立下了一个

生活的 范，但是人却常常 之不 ，在

其他的各种邪 中 找生活的智慧，

天主 了弥补 些缺点，就打发了圣子耶

到世界。 

耶 不但 有 除法律，而且 用最

高的法律使一切达到完 （ 五︰17），

那法律就是“ 人如己”“ 天主在万有之上”

（ 廿三︰34∼40）和“ 人如同耶

我 一样”（若十三︰34；十五︰12）。

可是祂也知道，不是靠人的力量就可遵守

样完 的法律，所以祂 意 人恩 ，

提升人的无能。 使祂的生命具体地经



信仰 入人的生活中，他借水和圣神使我

在他 重生，分享祂的生命（若十七︰

20∼24）。借着 个生命，我才能够以一

个子女的心情去 天主 父， 人如同

自己的弟兄姐妹，就像耶 了他 一

样。 

的牛羊的血，不能够得到天主的

心，也不能够洗 人的罪 （希九︰8

∼14）。所以耶 基督甘愿舍身受死，把

自己奉献 最高的祭品。祂一生不 的承

行天主旨意（若十五︰19∼30），奉献了

自己，最后也听命至死，死在十字架上，

天主献上了最高的敬礼（斐二︰5∼

11）， 样也使我 分享祂生命的人，能

够以祂的精神，把我 的一生作 不 的

奉献。在我 的生命中，以 天主的心去

祈求“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并且也

按照天主的旨意安排我 的一切生活。 

但是基督的死亡并不意 是一个 点，

他复活了，成 死者中的首生者。因此凡

是在 个世界上愿意按照祂的方式去生活，

死于自己的人，也可以借着祂的死亡而复



活， 入永 的生命， 就是天主施 我

救恩的最后目 。 

七、救恩的真谛 

由此看 ，耶 基督不 是整个启示

的完 ，也是救恩的完 。我 整个的救

恩，就在于 耶 基督以信仰、 、接

受， 共享耶 基督的生命。但 一切，

天主愿意借着圣经使我 去 祂，去接

受祂，并牢 圣经的教 去生活。 尼

莫因此很感慨地 了：“ 不 福音，

就不 耶 。” 不 耶 ， 然

耶 的生命也无法在他 形成！ 

实际上，全部的圣经都是以耶 重

心的： 是 备基督的 ，新 是宣

基督。只有 我 明了天主在 中逐

所行的启示，并看祂如何在耶 基督身

上到达一个完 的 候，我 才会真正体

会到天主的 ，是多么深，多么 ，多么

高，多么 超越了人的理性所能了解的

（弗三︰14∼19）！也只有在我 身按



照天主的信仰，跟祂 往，一起生活的

候，我 才可以感 到天主并不是一个

念上的天主，不是法律性的天主，不是一

套道理的天主，不是人生 中的天主，而

是一个生活的天主，祂愿意与我 同居共

处，使我 得丰富的生命。 

八、结 语 

样看 ，圣经与我 的信仰实在是

息息相 的。 一个真正愿意接受信仰，

并按照他所信的去生活的人，圣经实在是

“天下第一 ”， 也就是“圣经”名 最原

始的意义。 

所以 的 者， 你看完了 些以

后，我 非常希望你能体会到圣经 整个

信仰的重要性，而愿意 始 圣经，研

究圣经，把它视 你信仰的必需工作；但

至于如何在实际上去 和研究圣经呢，

是下一 我 所要 的，希望你能在

下一 中得到一些实际的帮助和灵感，愿

天主祝福你！ 



第二讲 圣经与个人及团体祈祷 

一、个人如何研读圣经 

的 者，如果 你体会到圣经

个人信仰的重要，并愿意 始研 圣经的

候， 然，第一件要做的事是 一部圣

经。由方济各会 的思高圣经学会，在

方面已经 你准备好了一本可 的 代中

文圣经，它也是第一本直接从圣经原文翻

的中文圣经。 本圣经总共有两个

版本：一个是大字本，一个是影印的 本，

如果你的视力良好，那么你可以 一本影

印的 本，因 它的体 比 小，便于携

。但是如果你大半是在家中研 圣经，

有 去的麻 的 ，或是你的目力

不适于看小字的 ，最好 一本大字本的

圣经供自己 。 

你有了一本圣经以后，下一步就是

实际的 了。 圣经最重要是 它

的本文。基督教在 方面有很 的每日

经表，只要 信到圣经公会或是其他基



督教 店，就可 到类似的圣经表。天主

教方面也在 极的准备做出一套圣经

日程表，在三年之 把全部的圣经 完

。如果你 得 些圣经表 你 圣经

有相 的帮助，就照着去做，可是你若

得 个人原因不太适宜的 ，你可以自定

日程表。但在制定日程表的 候， 注

意 圣经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可一

曝十寒， 每日 一小段，日 月就，

能够 圣经的 容有更深的 。所以圣

经不在一天 的多，而在于每天都要 ，

甚至于每天只 五分钟，持之以恒， 是

非常好的一种 。 

但是 你打 圣经，真正 始 ，

你曾发 多困 存在，那就是因 圣经

是一个古老的作品，由于我 代的人不

易了解 的文化背景，思想型 以及

史的变迁等等，我 无法真正的了解圣经

的意义。 一位受教育 少的人，如果

于困 ，那么他可以 放

不 ，而先把新 按步就班的每天看一

段，至少花一年的功夫把新 看一遍。



于一位具有 高知 并愿意深入了解圣经

的人，除了在 圣经原文以外， 需要

一些参考 以帮助自己了解圣经更深

的意义。至于看圣经 要参考何种 籍，

要看每个人知 背景，信仰生活的深度

决定。中文方面， 道出版社有圣经小

，光启在 方面也出了相 目的参

考 ，我 在圣经十 中每一 的后面都

列出了一些参考 目， 作 者的一个

建 。如果 者自己有什么特 的需要的

，可以就近 教一位熟 圣经的神父或

修女 解决个 的困 。 

二、个人如何用圣经祈祷 

正如在第一 中所提到的：圣经不是

了供 人一些知 ，而是借着圣经的 ，

我 了天主 人救恩 划的启示，特

是 了 耶 基督。所以 我

圣经的 候不能够用像看其他 一样的

度和 法，而 把它视作生活天主的言

。所以整个 圣经的 程， 是一

个和生活天主交往的 程，那就是 ，



是一个祈 的经 。所以在 始 圣经

以前，要有一个很短的祈 求天主 固自

己的信德，并求祂派遣圣神， 自己所需

要的光明和力量， 圣经的教 且在生

活中实行出 。 

在我 研 圣经的 程中，主要的并

非在于 足自己的好奇心，知道天主 了

什么 ，做了什么事，或 人有何救恩

划；而主要是相信天主 在仍是生活的，

借看圣经跟我 ，使我 更深刻的体

会到生命的意义，而用一个信仰的方式去

安排整个的生活。所以我 必 把圣经中

的一切跟我 实际的生活相 系。在

圣经的 程中，如果 得天主在某一点上

特 我感动或是光明，就 停下 仔

的思索， 天主的教 有如清水一般的

逐 入我的心中。一般 ，天主感动

人心， 人真正的平安，并由 平安中

生喜 之情，如果我 感到那一句圣经

我 样的平安和喜 ，我 就

停下 ， 天主借着 句圣经在我 的



心中工作，不要 多务得，只求匆匆 目，

否 便不能够品 圣经的深意了。 

一位匆匆 圣经的人，就好似走

一 着丰盛食物的餐桌，只看了一眼，

都 就被 人推出 的人一样。

即使你 到 些食物的香味，你也知道它

能 足你的食欲， 你的精神， 你的生

命 更大的活力；但是却因 你 有

自品 而仍然感 到 。所以我再三强

圣经 精不 多，并且要以聆听的

方式去 受天主的启示。 

我 只是以祈 的 度去 圣经

的 候，天主常会 我新的启发，新的光

明；而在 个新的光明中，我 自己，

看到了自己的各种缺陷，各种毛病，也看

到天主 我 如何的慈 ，如何的照 。

希伯 有一段 天主言 生动的描 ：

“天主的 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

比各种双刃的 利，直穿入灵魂和神

魂， 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 心中

的感 和思念。 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

面前不是明 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



敝 的，我 必 向他交 。”（希四︰12

∼13）以祈 的心情去吟咏天主言 的人，

就会体会到 是千真万确的事。 

天主 我 ，不只是 我

自己和 祂，同 也召 我 用具体的

言 、行 去答覆祂的召 ，所以天主的

常常使我 在 自己以后，有一个更

深的悔改和皈依。但是我 也知道要做到

一点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所以每 天

主召 我向前 步的 候，我 都需要真

正祈求天主的恩 ，帮助我 把天主 我

的启示，能够有力的在生活中实 出 ，

我 所做的祈 是非常中 天主的，

因 那 我 在祈求“尔旨承行于地，如

于天焉”。 

但是并非每次我 圣经，天主都

会 我 一个明 的光照或是感动而 我

体会到天主在那一刻借着圣经 我

了 的。有 我 长期间的 圣经，

我 也无法很深的体会出某些教 ，

可能是我 自己的心 有 备妥 ，根本

不准备真实的聆听天主的 去实行， 样，



天主的 又怎能在人的心田中发芽滋长呢？

但也有 不是 种情形的，因 并非

每一段圣经立刻都可以在我 的具体生活

中发生实际的 系，但是天主整个的启示

我 的生命是息息相 的。有些 候我

的每日 经只在 藏一些宝 ，正如同

我 每次 的 ，不 是 了立刻花用，

而是把多余的 蓄下 ，以备不 之需。

天主的 也是如此， 然我 所熟悉的圣

经教 ，并不能立刻在生活中印 ，但是

一旦适逢其会，那 天主的 就会发生作

用了！若是我 根本不熟悉圣经的教 ，

万一在生活中或信仰上发生了困 ，我

就会像毫无 蓄的 人一样，手足无措，

天主祂也不会突然 出奇迹 我 悟

圣经的 。由于信仰生活和天主的启示是

不可分割的，所以我 圣经，不但是

找到了每天生活的光明和力量，而且也

备了日后遭到挫折和失 所需要的食粮

和力量。 



我 每次用祈 的方式去 圣经，

就是不 地去滋 我 的信仰生活，使耶

基督的生命能够借着圣经的 ，日 的

在我 成长发展。我 用一个 极

渴望的 度去履行每日的 经祈 ；但是

另一方面却不可 求每日的 经立刻在生

活中发生功效。只要我 持之以恒，一段

期之后，我 会发 自己的信仰既

固又充 生气，同 我 的人格也随着在

我 的基督一起长大、成熟， 实在是

天主愿意我 达到的，因 祂愿意我 在

耶 基督 做一个成熟的人，度一个完美

的信仰生活。 

三、怎样在团体祈祷中运用圣经 

团体祈 并不是教会 新有的事，每

一个教会 的礼 ，特 是弥撒，就是一

个团体祈 。教会从一 始就在自己的公

共礼 中 圣经， 使人能够聆听天主

的圣 。但是由于 在的弥撒中，每一段

经，每一个回答都已 先 定好；而

又是在一个大团体中避免混 的 佳方法，



因此使 多人 得弥撒太死板而个人祈

的成份不多。除非一个人有相 定的个

人祈 ，不然在参与弥撒 就不能体会到

自己与天主有一个实在的交往。 

解决 个困 的方法， 然一方面是

要自己更深入地去研究圣经，以圣经 容

做祈 ，并且 要 力去了解所有礼仪的

意义， 样，参与礼仪 才能真实地参与

其中，在团体 大家一起向天主祈 朝拜。

然而我 要知道，弥撒的团体祈 只

是团体祈 方式中的一种。 几年 ，在

教会 兴起了不少团体祈 的方法。它

不能代替弥撒，只是要补充弥撒的不足。 

团体祈 的方式有很多种，是按照每

个团体不同的情形，不同的需要而用不同

的程序 行的。 

如果在一个大家 圣经都 有什么心

得的团体中，最好有一位事先已经准备好

的人做团体的 者，他 事先 备好

一两段圣经。在团体祈 的 始，先唱一



首歌，然后有一个人呼求天主圣神 ，

予所需要的光明和力量。 那 备好

的人可以宣 他 备好的圣经，并 明自

己 何要 段圣经。然后，他把 段圣

经 自己所有的意义很坦 的 出 供大

家分享。大家听完了一段或两段的圣经及

信德分享之后，最好有一段沉默的 间，

了想一想 段圣经 每个人有何意义，

然后参与团体祈 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把他 段圣经的感想 出 ， 人分

享。或者他也可以在听了 段圣经以后，

用自己的 做个人的祈 ，表示他在听了

段圣经以后，他愿意 天主的召 答覆。

在做完 些个人祈 以后，再由 者和

大家做一个 束的祈 ，然后唱一首圣歌

做 全部祈 的 束。 

如果在一个团体中，大多 的人都有

研 圣经和祈 的 ，那么就可以比

不拘限于上面的形式而使整个的祈 会更

生动活 。平常 样的祈 会可以用下列

的方法 行：首先大家仍可先唱一首圣歌，

然后有一个人呼求圣神降 ，在 以后有



一段 默的 间，每人做个人祈 。如果

其中任何人感到天主 他想起一段圣经，

他就可以拿起 大家听，在 完

后，或者是利用 段圣经做信德的分享，

或者是利用 段圣经做一个祈 ，那么其

他的人也可照样去做。在听了一段圣经以

后，他或者又想起 的一段圣经，他也可

以 宣 ， 祈 。在 和祈 之

间，有人想大家唱首圣歌共同 美天主也

是非常好的事。 种完全自动自发的方式，

可以使整个的祈 会变得生动活 ，因而

可使参与的人深切的体会到天主圣神 在

于 个团体中引 着、工作着、使得大家

在整个的祈 会中分享了他的光明和力量。

四、团体祈祷促进基督徒的合一和

作证生活 

种团体的祈 会，实在是非常合乎

我 基督信仰的精神。一 大家可以共同

体会出 ，彼此有同一的信仰、同一的召



、接受同一的圣神、分享同一的生命，

所以是一 非常实际的在团体中与天主交

往的经 。其次， 自己宣 一段圣经，

或是分享 段圣经的感受，或是借祈

天主的召 做一个答覆的 候，都是向

人 自己的信仰作 。天主常常在 样

的 刻， 予那位宣 圣经或者祈 的人

有更深的感受。另一方面， 也是一个很

大的 德行 ，因 我 的信仰是生命中

最宝 的事，我 愿意拿出 ，跟 人分

享，以建立整个基督的教会， 是我所能

够做到的最大的 德工作。 

团体祈 从一个人的 而成 整

个团体自动自发，可以做各种不同程度的

整和适 。 完全看团体的 成情形而

定，普遍而言，在一个团体中每个成 的

信仰愈是成熟， 圣经愈是熟悉， 个团

体也就愈容易 于完全的自动自发，在一

个团体中只要有少 信仰成熟的人，就能

他 适度的自由，不必 于 格的控制，

免得好像抑制了团体祈 中 有的生气。

种团体祈 也可以加以适 的改变，例



如做家庭的祈 ，由父母 子女祈 ，

那 是一个非常美而动人的画面。 

团体祈 的人 并不在乎多，只要有

两个人，就能做所 的团体祈 。耶 曾

经 ：“只要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

在一起，我就在他 中间”（ 十八︰

20）。一个准备得好的团体祈 ，常 人

丰富的宗教经 。团体祈 在人 上

并 有什么特 的限制，可以是几十人，

甚至几百人都可以，人 多的 候，只要

控制得宜，也可以是非常扣人心弦的。 

希望团体祈 ，能够在各地华人团体

展 ，大家共同聆听天主的圣言，并

且每人在团体中 天主的召 答覆。如此，

个人 ，可以增加信仰的深度和魄力；

团体 ，可以更深的意 到教会的合

一性，并使教会更能精 团 ，促 肢体

的 系和沟通。 



第三讲 怎样组织圣经研习班 

一、什么是圣经研习班？ 

所 圣经研 班，就是由几个人定期

的聚在一起，用一个比 有系统的方式研

究圣经。 种圣经研 班，可以在本堂里

由神父或修女主持，也可以由教友 自行

聚集 织；也可以在家庭中由父母和子女

共同 织。圣经研 班的形式可以按照人

和宗教背景的不同而做各种变化和适；

但其基本目的是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帮助

更熟悉圣经，更增强信仰生活。 

圣经研 班本身不是一个祈 会。它

主要的目的不是用圣经 祈 ，而是采用

研 的方式 更了解圣经的意义， 然，

在研 的 始或 了的 候做一个短 的

祈 是非常恰 而有益的。基督教在 方

面因 有 百年的经 ，所以比天主教

得 步。他 各类型的人都 备有

的教材。推行圣经研 亦是促 合一运动

的 极方法之一，我 打破自己 小



的圈子，参考他人的教材，借用他 的方

法，或者有 他 中的某些人 我

示范，以增 自己的知 和 人的了解。

下面所 的几种例子只可作 参考之

用，每一个圣经研 班的 织， 按照

参加人的教育背景、生活 境以及信仰的

程度，加以 整和适 。 

二、儿童圣经研习班 

所 的儿童圣经研 班，是指由小学

生所 成的研 团体。究竟何 方可 学

童 始圣经教育？ 然要看他 所受的一

般教育程度而定。 年 太少尚未 的

小孩子， 他实行圣经教育实在是相 的

困 ；而且，由于在 方面天主教 缺乏

可用的教材，故只有按老 自行 备的

料去做。以下我 提出几种可行的方式

作 者参考之用： 

（一）童年期的教育方式： 



在童年期，孩子的 力特强，

可以 少 而非常有名的圣经章句

小孩子背 ，然后再用小孩容易懂得的

言 解 一遍，最好也用一两个故事做

实际的 明， 样比 容易使整个的研

班 得生动活 。有人也 会反 ：

与我 从前 小孩死背要理 答有什么两

样，实际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因 背圣经

是 天主的 ，而背 要理 答只是

一些死板的条文而已。 一个人日后在

生活中面 困 的 候，天主的 能够

他 光明和力量，但要理 答却 有

种能力。有 在生活中或信仰上遭遇困

会去翻要理 答的呢？但是在困 和痛

苦中，借着圣经得到所需要的光和力的人

却 不 。因此，在儿童易于 的

代 他 多 一些圣经的章句，无 他

的信仰或做人 ，都甚有好处。 

儿童逐 长大，只要他 所 的字已

能使他 大部份的圣经本文 ，就

鼓 他 自己有一本圣经，并且也要求

他 每 圣经研 的 候携 自己的圣



经 参加， 成他 随身携 圣经的好

。在研 中，老 或 人可以先提

出一些圣经章 ，然后令他 去找， 找

到了就立刻 手，然后大家一起合念 段

圣经，甚至于反覆念几次以加深印象。

种 的方式，一方面可以 儿童 熟悉

圣经的各部 籍，以后只要一提到圣经的

某 ，他就会知道从那儿去翻 ，而不至

于像 在的一些成人教友，提到圣经的

名 ， 不知道是在新 或者是在 呢！

实在是很大的 憾。 

另一方面，借着 样的 ，可使儿

童熟悉圣经的 多不同 容，也 他 经

到圣经所包含的人生智慧实在多姿多采，

自然， 样的 每次不宜太多， 了加

深儿童 圣经中的某主 或某端道理有

更深的 ， 人 挑 一些有相 性

的章句，此外， 要在他 能够理解的程

度 做相 的解 。在 种研 之后，老

可以在 天所查 的几段圣经中指定

一段 下次背 的材料，以增加儿童 学

的兴趣及 圣经的熟 。 



（二）圣经绘画比赛 

种方法也可以帮助儿童加深 圣经

的 。首先，老 把圣经中的某些动人

的故事或比喻，按照儿童教育的程度，

他 所能够理解的方法慢慢 他 听，

完了以后可以再念一遍圣经本文，然后

发 每位小朋友一 白 ，要他 把圣经

的故事用一 或几 画表示出 。在

画完 后， 可询 他 ，今天所 的圣

经故事与自己的生活有 有 系？有 侯，

天主会出乎意料之外的 些小朋友 圣

经与生活的 系有特殊的见解。总言之，

我 教授圣经是 了使人度一个信仰的生

活，所以， 量使圣经的材料适合于

研 者的教育程度，并且与他 的生活发

生 系。 

（三）圣经故事演讲比赛 

儿童 年 再大一些的 候，可

他 圣经故事演 比 。在演 比

以前，先划定一个范 ，比方 ：耶 的



比喻，或耶 的奇迹故事等，由小孩自己

挑 一个比喻或一个奇迹故事，但是要他

用自己的 去把 个故事述 出 ，限

定他 一定的 间，并采取比 的方式

予 品， 样，一定会提高儿童 于圣

经研 的兴趣。 

（四）圣经戏剧 

再 一步，就是 儿童 用 的方

式 表演圣经中的故事。 种方式，我

从前也做 ，但往往只限于圣 故事的表

演，其实，圣经里有很多故事是可以用非

常生动的方式表演出 的。表演完之后，

最好能聚集儿童 他 所表演的故事，

看看他 每人在表演的 程中， 他 所

扮演的角色有什么 ，并从中引出与他

生活有 的教 。 

以上所建 的种种方法，如果能充份

地做事先的准备，并加以灵活的运用，

会使很多儿童 圣经发生 厚的兴趣，并

能使他 在信仰上和 人方面日 成熟。 



三、青年的圣经研习班 

里所 的青年，是指一般的中学生

而言。在儿童圣经研 班中所 到的种种

方式，只要做一个适 的改变，都可以

用在青年圣经研 班中，至少适合那些初

中的学生， 然， 的深度，发表意见

的能力 会随年 而增 。在 期中教

更加鼓 每个青年 极的参与，

特 他 从圣经中汲取实际生活的

教 。 

至于查经的方式，也可以因着年 的

长大而加以改变。如果有一群人在小学期

间已经常按照上面所 的方式查 圣经，

那么，到了中学 代，他 必然已经 得

不少的圣经章 ，所以有些 候可以采取

另外的方式 查经，那就是老 念出一段

圣经 ，要学生去查出它是属于圣经哪一

本 ，哪一章哪一 的。在起初的 候

以大家都熟知的圣经章 限，否

会 有人能查出 。 



在初二、初三到高一的 段，就 设

法使参加圣经研 班的人 某些圣经中的

重要部份做一个比 和有系统的研究。

例如研 班 定每星期 行一次，可以用

一个学期的 间 研 一部福音，每星期

研 其中的一章。 初中的学生 ，在

始的 候也 需要一位老 指 。在研

班 始上 ，先由一位老 把 一章

福音主要的意义和困 的地方 大家解，

然后提出几个与他 生活有 系或者是有

兴趣的 ， 大家发表意见 ，并且

也 鼓 青年 提出 ，由老 解答。

如果是高三与高二的学生，他 往往

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此最好每星期指

定一人或二人 备下星期的教材，在老

的 下先下工夫，然后在研 班上由他

代替老 做 始的解 和 明，再出大家

或提出 。在 里，老 的 任相

重大，因 他必 想 方法使学生不

是被动的参与，而且是主动的能够 圣经

的 容和意义加以反省，并且与他 自己



的信仰、 理、和精神生活发生 系，不

然的 ，学 圣经也会变成公式化，使人

感到非常的累 。如果老 在 会以前和

以后能做一个示范性的祈 ，并且在祈

中善用今日圣经的 材和教 ，那么也

了参与研 班的青年一个祈 的模范。 

有 候，老 也可以在研 一段圣经

以后，提出一个要求，要每一个人按照今

天所听到的教 ，完全用自己的 出一

篇 。 样的 ，常使研 圣经的

人 天主的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可把

它灵活的在生活上 用。总之要把握最主

要的原  — 圣经是天主生活的言 ，它

能 人生命，光明和力量， 我 听了天

主的 以后，我 需要用整个的生活去答

覆。 此，身 老 者常常要呼求天主圣

神的引 才能够看出参加研 者的实际需

要，利用圣经 足人心的渴望。 



四、成人的圣经研习班 

由于天主教 圣经教育的疏忽，有

些人 然受了高深的教育，年 也相 成

长，但他可能 圣经却一无所知，因此，

前面 儿童和青年圣经研 班所 的种种

方法，有 亦适用于成人，只要安排得妥

合宜，即使很 的方法也可以收到出

乎意料的效果。 

如果参加圣经研 班的成年人，大多

是受 相 教育的，那么就 圣经

做一个比 有系统的研究。平常 样的研

班，如果只靠 圣经的本文一定无法

织得好，所以， 备 织的人一定要

设法找到合适的参考 供 研 者使用。

一些基本的知 ， 要求研 者多

出 间 。至于在每次研 中的特

材，也可以按照青年圣经研 班中的

方法，指定一定的人轮流 ， 些

主持研 会的人，他 自己下一次所

的研 会的材料做充份的准备和深入

的研究。 



除了 圣经中某一本 做有次序有系

统的研究外， 于那些 圣经有一般

的人，也可以做一种所 的“主 研 ”。“主

研 ”的准备工作要 得比 困 ，因

必 在圣经中找出与某一个中心思想有

的 多圣经片段 ，然后按照适 的次

序把它 加以安排。 样，就可以看出某

些思想或某个 是天主在以色列民的

史中逐 的启示出 ，并在耶 基督身上

达到 的；又或者是 某些事情在圣经

中找出它不同 点的看法，因而能够使

者 某些事情有更深刻的体会。 

如果要 圣经主 研 班的 ，

在找出了 些与某一主 有 的圣经片

段之后，在前一个星期把 些 料分配

不同的人，每人 研 自己 一片段。

每人都 备好以后，在研 会中按照一定

的次序，每人宣 他自己 备好的那一段，

然后 述 段圣经与某指定的主 有何

系。大家轮完以后，再做一个集体的 合

和反省。 种“主 研 ”的方法，固

然能够使人得到极大的好处，但 一定要



大多 的人 圣经的基本知 有了相 的

后方可实行，否 不会收到实际的效

果，因 种研 方法的目的是 助人更

了解某段圣经的脉 意义和它在整个圣经

背景中的特殊信息。 

圣经实在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宝 ，

它也是人生智慧的泉源，但是， 探取

个宝 ， 吸取 泉源中的永生活水，我

必 付出相 的代价。一旦人 圣经

的研 发生兴趣并愿从中吸取生活的教

后，他会 发 ，研 圣经不但加强个

人的信仰，而且使他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变

得更有意义，更是生气蓬勃，他发 自己

逐 怀有基督的心 和思想，在基督 一

天比一天地成长， 就是真实地研 圣经

的效果 — 活在基督 。 

在 一 以后，我 愿意从第四

始，提供一些有 圣经本身最基本的知

者，如果 者要真正地了解圣经，

些基本知 是不可不知的，希望我 所提

供的每一 的材料都能帮助您更了解圣经

的 涵。 



第四讲 圣经是怎样写成的 

一、天主以灵感推动人写圣经 

我 有两种性 不同的 籍，一种是

普通的 ，一种就是圣经。圣经之所以与

其它 籍不同，是因 它是天主以“灵感”

推动人 成的，所以，它有两位作者 — 

天主和人。 

什么是“圣经灵感”？在 “圣经的

灵感”以前，我 必 先明了什么是“灵

感”。教宗良十三世在“上智天主”通 中 ：

“灵感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在我

就看看 种超自然的能力如何在圣经中

示出 。 

（一）灵感的现象 

“灵感” 个字在圣经中能够找到的只

有弟茂德后 三章十六 一处；但有 灵

感的 象在圣经中却不少，它常与“天主

之神”相 ，所 “天主之神”亦即是指“天

主的能力”。在 的（户十一：25）、



（户廿七：18）以及（民十四：6）都

了天主之神降到长老、若苏厄、和山崧

民长身上， 他 一种特殊的能力，使

他 做出天主愿意他 做的事。在新 中

也有类似的 ，譬如：（路一：41）依

撒伯尔充 了圣神，口中 出 美圣母的

；（路一：67）匝加利亚充 了圣神，

生不久的儿子若翰 起 言 ；其

次，在宗徒大事 里也可以找到圣神 到

宗徒身上推动他 和行事的例子。 

由此可见， 天主之神降到人身上 ，

不但推动人 而且也影响着人的行动，

故此，灵感便有了言 的和行动的两种。

此外， 有一种是 的灵感， 也就是

我 所 的圣经的 作灵感。 

（二）灵感的解释 

1.言 的灵感：意 天主之神降到人

身上，推动他 出天主愿意他 的

。在 中有先知的宣 ，天主

借先知向以色列民族表达自己的意



旨，所以，祂把“天主之神” 先

知，使先知不可抗拒地 天主的正

义而发言。此外，在 文学中曾

有些人能解 天主的言 ，而

他 本身却不是先知（德十五：1

∼6；卅九：1∼8）。天主之神也

在他 身上 予他 一种特殊的能

力，因而他 也可以 是得到了天

主的灵感。 

2.行 的灵感：就是天主之神 入人

身，推动人做出天主愿意他做的事，

而他的行动因之亦可 天主的行

动。在 中梅瑟不 是一位最大

的先知（申十八：15∼18），而

且也是一位最大的 袖，因 天主

之神在他身上 使他 以色列民

出离 奴之家的埃及（依六十三：

11∼14）。又例如：在新 中也

耶 受洗后受圣神的推动，到

野里去受 探（谷一：12∼

13）。 



3. 的灵感：就是 天主之神 入

人身，使他 下天主愿意他 的 。

圣经上 作灵感的事实不多，

只有（弟后三：16）和（伯后一：

21）提及天主以灵感推动人 ；

然而，早在古经的信仰中，天主子

民已把一些 视 是天主的著作，

肯定它是 自天主的。 

根据上面的解 ，我 可以 合 ，

所 “灵感”就是天主借着人的言 、行 、

作等 表达自己的救恩行动。有人往往

把灵感和启示混淆不清，其实， 两者无

非是同一天主救恩行 的两面 了。 

（三）灵感与启示之别 

同一的天主的救恩行 可以 灵感，

亦可 启示。灵感是天主的能力 入人

身，使人做、 、或 天主所愿意的；而

启示就是天主在那些借灵感所完成的行动、

言 和 籍中所表达的意义。因此，启示

可以 是天主灵感的效果。而灵感与启示

之 是：灵感的 象只限定在一部份人身



上，例如古圣祖、先知，以及圣经的作者，

并且， 了完成天主 全人类的救恩，他

必 以他 的自由与天主合作；而启示

的 象 全人类，一切人 信仰和接受

天主在不同方式下所表达的救恩 息。 

二、圣经如何是天主的话？ 

圣经之所以成 圣经，就是因 它是

在天主的灵感下所 成，故此，圣经不

是人的著作，它亦是天主的著作。教会自

始以 即相信圣经是天主的 。很早以

前，在 太人的信仰中已经把某些 卷

之 圣经，并设有 门藏经之处。在初期

教会中，圣经极具 威的事实方可由保

信及福音中 察出 ，往往 了 明一

端道理，只要引征一段有 的圣经，

便立可解决。 

在，我 要追溯 个圣经是天 的

信仰 源究竟是怎样的？若要在 史上找

出明确的 据 明，最初希伯 人“

何”及“如何” 圣经是天主的 ，是一件



很困 的事。唯一的 据恐怕就是他 真

实如此相信了。 厄斯德拉每天 群众

法律 ，他自己和所有的群众都深信

所 的就是天主的 （见厄斯德拉下八：

8、18；九：3）。 天主的 最初由梅瑟

用盟 的方式刻在石版上，后 ，以色列

民 中有先知的兴起，他 是天主的代言

人，并把天主的 之于 。 ，以色

列民尚未有任何正式的团体有 决定何者

天主的著作，但他 却深信着某些 籍

是 自天主的。 

新 承了 的信仰， 在第一部

福音中就表达出 ， 不但把第四条

命和一些五 的原文 是天主的 （见

十五：4∼6），而且把引自托辣

（Torah）、先知和其他经 的句子亦视

是天主的言 （见 一：22；廿二：

31）。宗徒之长伯多 此信仰发 得更

，他 ：“你 知道，经上的一

切 言，决不 随人私意解 ，因 言

从不由人私意而发，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



圣人，在圣神的推动下 出 的。”（伯

后一：21）。 

到了教父 代，教父从宗徒手中接受

了圣经灵感的信仰，但 它的性 却未深

入探 。在公元第二世 ，因 有马西

翁 二元 ， 有善 两个天主，新

的天主是善的， 的天主是 的，故此

不是圣经， 新 他也只承 一部

份。教父 斥他的 ，肯定了同一的

天主是新 两 的作者。 

我 圣经是天主之 的信仰 准，

主要是 自圣而公教会的 示。佛 棱斯、

特利 两大公会 都宣布了全部圣经是天

主的著作；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 反

唯理主义，除在消极方面 不可否 任何

一部新 的 籍 圣经外， 极地

明了全部圣经是在圣神的推动下 成，它

是一部天主与人的著作。从以上的 史事

实中，我 可看到圣经是天主的 乃教会

一脉相 的信仰。 



三、圣经的不可错性 

圣经既在圣神的推动下 成，它除了

有两个作者的特点外， 有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就是它的“不 性”。 个特点可以

是圣经灵感神恩的效果。圣经的不 性

原是教会 统的信仰，但初期教会有些人

会 圣经灵感有不正确的看法，视人在

作中好比是机械化的工具，天主 一句他

一句，若是如此， 圣经在任何一方面

都不能有 了！后 ，教会 灵感的性

日 清晰，因而 圣经的不 性也有了更

明确的解 。 

要明白圣经的不 性，我 必 先明

了圣经作者 作的目的和意向，以及他所

用的文学形式。圣经作者的目的不在 一

部科学教本，所以，他无意 人解 科学，

同 ，圣经所注重的是民间的 法，按

地人 所有的 念和所熟悉的言

表达天主的启示， 代的科学 念和

圣经作者是陌生的。 



圣经也不是一部 格如今天 史学家

所要求的 史著作，但它亦具有某种 史

价值，圣经无意 史上所发生的一切

客 事实，它主要是 天主在 史上

人所行的救恩事件，它 心的就是 个“天

主的救恩”，故圣经更合适 “人类的救

恩史”。 

部救恩史不但 容丰富而且 构复

，其中包含了各种不同文学形式的 籍；

判 圣经每一本 的价值，必 去明了

它用 表达 息的媒介 — 文学类型；要

把握住作者所 达的 息，我 就得把各

种文学类型分辨清楚，如果作者用比喻的

方式 ，我 必 按它是比喻 懂；

如果作者有夸大的 法， 按它是夸大

的 法 懂。 

既然圣经是一部救恩史，作者所表达

的无非是天主在 史上所完成的救恩，那

么，圣经的不 性自然也就是指那救恩性

的真理。其次，因 个救恩是在 史中

表达，与 史息息相 ，所以某些与救恩

有密切联系的 史事件也有了不 性，因



，除非 件事是 史事实，否 我 的

救恩也是不真实的；例如降生的事件，它

是 史事实，而 个事实就是我 信

仰的 象。 圣经的不 性 分两点 。

（一）救恩的不错性 

天主 入人类 史中， 人启示祂愿

意拯救人类，所以在 代，祂与以色

列民族 立了一个盟 ，从此，祂是拯救

他 的天主，而以民 遵守祂的命令；

到了新 代，耶 基督的降 使天主的

救援更 和更具体地实 ； 使救恩能

达于地极，祂建立了教会，也建立了圣事。

在 些事情上，圣经是不能 的。 

（二）历史的不错性 

既然“救恩”与“ 史”息息相 ，那么，

我 就要看看天主和何利用了 史的事实

表达和完成祂的救恩。圣经与一般的

史 有很大的不同，就如前述，圣经无意



史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主要在

叙述天主在人类 史中的救恩行 ，所以

它注意的是某些史实中的救恩意义，例如

出谷的事实，在 太人的 史中 是一件

两个民族互相争斗的史实，但从天主启示

的一方面 看， 个 史事实亦是天主拯

救 太人的救恩史实。不 ，圣经作者所

看重的不是 个 史事件发生的 程

和枝 ，而是注意 个史实的核心所 达

出 的救恩意义 — 天主借着两个民族争

斗的 史事实， 拯救以色列人民。 于

圣经中研 的 史真实到何种程度，那

就要看作者所用的文学类型了。 

合所述，圣经的不可 性主要是救

恩性的； 于 史的不可 性，只是指那

些与救恩打成一片的 史事实的核心而言。

四、圣经如何是人的话？ 

圣经是天主的 但却用了人的 表

达。天主以灵感推动人 圣经，并不破坏



人的本性，也不弥补作者在人性上的缺失，

如果作者不懂希腊文，他不会因着灵感而

出一部希腊文的作品 ，同样，如果作

者文学修 有素，他的作品也自然具有幽

雅的风格。因着圣经作者的教育程度、天

、和社会背景不同，圣经著作有不

同的风格、笔法和体裁是很自然的事。有

，天主也利用作者个人的生活经 做

作的材料，一如 瑟亚先知，因着他

婚姻生活的痛苦经 ，使他能够用生动感

人的文笔 出了天主的 和以色列民的不

忠。 

在教会的 统中 ，人是天主 的

工具，但不可忘 ，人是工具只是一种比

拟的 法， 个工具不是机械化的，他有

正常人的自由意志。在 作的 程中，他

也如一般作家一样， 要搜集材料、思考、

查询 人等。既然，天主用人 做 的

工具，那么，作者除了人的 以外，他不

可能用 的言 表达，然而，因 些

人的 是在 史中 表达天主的 ，故它

亦受到 史 境的影响和社会文化的渲染。



例如：放逐巴比 是以民 史上的大悲 ，

在 个 期的作品，都反映著作者 此

史事件的经 和反省；又例如 世 所

的 造天地和洪水等事迹，莫不受到近

东邻邦文化的影响。就圣经 一部人的著

作而言，我 按它是一般的文学作品

研究。其方法如下： 

第一， 找圣经的原文： 是 家

的工作。圣经原稿只有一份，因 有刻

意小心保存下 ，所以原稿都已全部 失，

在要 找圣经原文，只好根据手抄本

考 。但 有的手抄本因经 长 期的

抄 ，其中不但包含了圣经原文，也包

含了 多附属品，如抄 的 、删改、

加注等。使得圣经原文的真面目已模糊不

清。所以， 找圣经原文并非 而易

的事，必 先澄清手抄本上所有的 ，

件工作相 复 和困 。 

第二，文学批判：按照圣经是一部人

的著作 研究，其方法很多，通常我 都

些研究的方法 “文学批判”。 



圣经 本 的 作 程相 复 ，

研究它我 不得不在文学上下一番苦工。

首先，我 要研究的是圣经的“用字”。圣

经的 作 代距离我 在很 ， 作

者所用的文字非常古老，要 定一个字的

意义，我 必 追溯圣经 作的年代及文

化背景，因 有 同一个字在每个 代可

以有不同的意义和解 。此外，我 也

要注意到作者 文字的特殊用法，因着圣

经作者 一个字的 特用法，往往会使

个字 生了另一种意义。 

据我 所知，圣经中有 多 本都不

是由一位作者一气呵成的，大部份是由一

位 者集古代流 下 的 料 而成。

查究 些 料的 源和追溯它到底是属

于古代哪一种 统的，我 在文学上有一

种方法，圣经学者 它 “源流批判”。例

如梅瑟五 ，今天的学者 都 它是由

四种 统（雅威典、厄 亨典、申命派和

司祭本）所凑合而成。 

圣经既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它包含

了 多作者在 作 用 表达思想的文学



类型，例如史 、短歌、格言⋯⋯等等。

懂得圣经中的意义，我 必 找出一段

圣经所用的文学类型，然后再仔 地查考

每种文学类型在 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

要表达些什么意义。 种 找文学类型的

方法，我 之 “类型批判”。 

既然圣经的 本大部份是由 者收集

古代的 料 而成，那么，我 ：

者得到了从各方面搜集 的 统 料以后，

他如何把 些零碎的 料 成我 今天

圣经中的次序？有何神学思想支配着他，

使他如此的 排？在四部福音中， 福

音（ 、马尔谷和若望）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三部福音相同的材料很多，但在次

序的安排上和 构上却彼此有 。 就是

因 者各有其神学 点，各按其思想

安排，于是，三部福音便有了不同的次序

和 构。 研究 者 料的安排，我

在文学上有一种 门 “ 批判”的方

法。 



源流批判、类型批判、以及 批判

三者皆息息相 ， 要三管齐下方可 圣

经的意义做全面性的了解。 

各位 者， 您 以后，或

您会感到圣经 本 实在太复 。的确，

自有圣经以 ，多少学者曾耗 生之精

力去研究，但 仍 出不 。圣经的

容实在太丰富了，真是取之不 、用之不

竭， 正好 明 部稀世的巨著并非只是

靠人的 袋构思而 成的。它是一部名符

其实的“天 ”，所以， 我 圣经 ，

不能只靠人的理性推 ，更重要的 是在

信仰和祈 中去 。不在信德中，人

使翻 了整本圣经，他也只是落得一个

“知”字而已，圣经 他的生活可以 是起

不了作用，因此，“知”固然重要，但“信”

片刻不可缺少。 



第五讲 圣经的纲目及内容 

一、何谓圣经纲目？ 

我 在教会 常常都会听到 人 “圣

经 目”，到底，什么是圣经 目呢？它

就是教会以其不能 的 力，承 某些

宗教文献是由天主以灵感推动人 成的，

含天主启示的救恩性真理，它 有 ，

也不能 。 些被教会所接 的文献，

我 通常 之 “正典圣经”。与正典圣经

立的是“ 经”， 经是一些与正典圣经

相似，甚至在 容上也有部份相同的作品，

但教会并 有承 它 是圣经。既然它

与圣经相仿，所以 它 “ 经”；意思

就是 它 不是在天主的灵感推动下 成

的。 

我 在所 的圣经都是正典圣经，

它可分 和新 两大部份，共有七十

三卷； 四十六卷，新 二十七卷。早

在第四 圣经中的新 和 各 已划

分清楚，后 更在三次大公会 （一四四



一年的佛 棱斯大公会 ；一五四六年的

特利 大公会 ；以及一八七○年的梵蒂

冈第一次大公会 ）中 教会隆重地 定。

所 ，是指天主与以色列民族立

的 。“ ”是指“盟 ”：即以 情与

忠 的邀 。整个 的中心是：天

主是以色列民族唯一无二的天主，而以色

列民 是天主的 民。 

新 与 不同，新 是耶 基督与

全人类立 的 。 个 情的盟 是新

而永久的；是由耶 全人类所流的血而

立的新盟 （路十二，20）。 

耶 基督是新 和 的分界点，凡

在耶 基督降生以前所 成的圣经，我

之 “ ”，在耶 基督降生以后所

成的 “新 ”。 

（一）正典圣经的分类 

就如我 上面所 的，全部圣经可分

和新 两大部份： 



旧约：包括梅瑟五 、 史 、先知 、

和 文学。 

1. 梅瑟五 ： 世 （ ）、出谷

（出）、肋末 （肋）、户籍

（户）、申命 （申）。 

2. 史 ：若苏厄 （苏）、民长

（民）、 得 （ ）、撒慕尔

上（撒上）、撒慕尔 下（撒下）、

列王 上（列上）、列王 下（列

下）、 年 上（ 上）、 年

下（ 下）、厄斯德拉上（厄上）、

厄斯穗拉下（厄下）、多俾亚

（多）、友弟得 （友）、艾所德

尔 （艾）、 加伯上（加上）、

加伯下（加下）。共十六卷。 

3. 先知 ：包括四大先知：依撒意亚

（依）、耶肋末亚（耶）【耶肋米

亚哀歌（哀）和巴路克（巴）】、

厄 克耳（ ）、达尼尔（达）；



和十二小先知： 瑟亚（ ）、岳

厄尔（岳）、亚毛斯（亚）、亚比

底亚（比）、 （ ）、米 亚

（米）、 （ ）、哈巴谷

（哈）、索福尼亚（索）、哈盖

（盖）、匝加利亚（匝）、 拉基

亚（拉）。 

4. 文学： 伯 （ ）、圣咏集

（咏）、箴言（箴）、 道篇

（ ）、雅歌（歌）、智慧篇

（智）、德 篇（德）。 

新约：包括四部福音、宗徒大事 、

信、和默示 。 

1. 四部福音： 福音（ ）、马尔

谷福音（谷）、路加福音（路）、

若望福音（若）。 

2. 宗徒大事 （宗）。 



3. 信：包括保 的十四封 信和七

封公函，共廿一封。 

保禄书信：罗马人书（罗）、格休多

前书（格前）、格休多后书（格后）、

迦拉达书（迦）、厄弗所书（弗）、

斐理伯书（斐）、哥罗森书（哥）、

得撒洛尼前书（得前）、得撒洛尼后

书（得后）、弟茂德前书（弟前）、

弟茂德后书（弟后）、弟铎书（铎）、

费肋孟书（费）、希伯来书（希）。

公函：雅各伯书（雅），伯多禄前书

（伯前）、伯多禄后书（伯后）、若

望一书（若一）、若望二书（若二）、

若望三书（若三）、犹达书（犹）。 

4. 默示 （默）。 

以上的七十三卷 ，就是我 所 的

圣经 目。 

（二）圣经纲目的问题 

1. 太人的圣经 目 



很早以前， 太人即把 分 三大部

份。第一部份 “托辣”（Torah）即梅

瑟五 （法律 ）：第二部份 先知

即苏、民、撒上、撒下、列上、列下、

以及三大先知（依、耶、 ）和十二小

先知：第三部份就是所 的 集或经 ，

其中包括圣咏、箴言、达尼尔 ⋯⋯⋯

等。 

太人曾有两个地方性的圣经 目：

一个 短、一个 长。 短的 “巴勒

斯坦 目”，公元前一百年在巴勒斯坦

定，其中只包含卅九卷用希伯 文 成

的 本，而 有把多、友、智、德、巴、

加上、加下等七卷借希腊文 下 的作

品列入 目之中： 卅九卷圣经 通

之 “主经”。另一个 长的 目 “亚

山大 目”， 目是出巴勒斯坦以外

的 太侨民所 ， 定的 间不 ，但

在宗徒 代 目已经存在，它包含四

十六卷 ，即承 上述的七卷希腊文圣

经以及（艾十：4∼16）（达三：24-∼

80）（达十三：14）等片段是由天主以



灵感推动人 成的文献。至于 七卷

和那些希腊文的圣经片段，我 之

“次经”，主要是因 它 晚才 入圣

经 目 。 天主教徒 ，“主经”和“次

经”有同等的价值，因 都是在天主的灵

感下撰 而成的。 

2. 天主教 目的 度 

天主教 目的 度可分三个 期

： 

在第一、二世 ， 里的四十六

卷 并未发生 。 

由第四到第十四世 ，曾一度怀疑“次经”

的正确性，但怀疑的人只是教会 的少

学者。 

由十五世 到 在：自从佛 棱斯、特

利 、以及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 后，

四十六卷 的疑惑已完全消失。 

3. 天主教 新 目的 度 



天主教 新 目的 度也可以分 三

个 期： 

在第一、二世 有明文的新 目，

但在宗徒 代的教父著作里，除 肋孟

，若望二、三 以外，其余廿四卷著

作都曾被 作圣经 引述。 

从第三到第六世 ，东方和西方教会

都会 希伯 、伯多 后 ，若望

二、三 、雅各伯 、 达 、和默示

等七卷 新 次经的晚期作品有所

怀疑。马丁路德否 前六卷 圣经；然

而，今日的基督教徒大部份都承 了它

是正典圣经。 

十六世 以后，特利 大公会 重地

宣布新 廿七卷著作 正典圣经。直

到今日，新 共有七十三卷已成毫无

疑 的事实。 

二、各书的内容简介 

各位 者， 使您 圣经的各 有

一个概括的 ，在此我 把每部 的中



心思想和 容大要略 介 ；如果您想更

地知道各 作背景和 构，我

在第七 和第九 （ 和新 的形成

程）里提供 您有 方面的知 。

在，我 就按新 的分类 逐一 介

： 

（一）旧 约 

1. 梅瑟五  

梅瑟五 又 “五 ”，因 它是梅瑟

民所宣布的法律，所以又 “法律

”，希伯 文 “托辣”（Torah）。 

梅瑟五 的第一卷是“ 世 ”，它可分

两个不等的部份。从一到十一章是第

一部份， “史前史”或“太古史”，是

人类救恩史实的 端，描 天主 造万

物，人类的成就， 落、以及罪的后果。

由于人类的祖先日 向邪 ，卒使天

主以洪水 世，幸得义人 厄，方舟浮

生，人类得免全部覆 。 



世 的第二部份是“族长史”，由第十

二章到五十章，描 以色列民 位族长

的生平事迹。 民之父亚巴郎是以色列

民的第一位族长，蒙天主召叫而离 故

耳及哈 ，最后到达了迦南地。依

撒格是亚巴郎之子，他所生的儿子雅各

伯是以色列民十二支派的祖先。在雅各

伯的十二个儿子 中，若瑟要算是最

赫的人物，从 世 卅七章到五十章，

差不多全是叙述若瑟的事迹，他会被嫉

妒的兄长 到埃及 奴，后蒙冤入 ，

因替法郎王解梦而官居爵位，直到若瑟

逝世， 世 亦全 告 。 

梅瑟五 的第二卷“出谷 ”的两大主

是：出离埃及（一：1∼十五：21），

与西乃盟 （十九：1∼四十：38）；

其中亦 便叙述以色列民的穿越 野（十

五：22∼十八：27）。出谷 全 叙述

梅瑟如何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险， 以

色列民族逃出埃及法郎王的统治，奔向

自由的福地。 个逾越的奥迹成 了耶

死亡复活的 象，只有在耶 的苦



和光荣复活中，我 才能更深更广地了

解出谷的意义。其实，我 洗的信

友，每天都 度着一个巴斯卦奥迹的

生活，就是不 地死于自己， 离罪

而活于基督。 

“肋末 ”是 世 的第三卷著作，全

共廿六章及一个附 。主要是叙述司祭

之 及祭祀的礼仪法 。 一切礼 都

渊源于梅瑟在西乃山下 民众所宣布的

法律，但 一些法律仍未臻完 ，直等

到新的 的法律 生， 的去律在耶

身上才得到 。耶 ：“我 不是

除法律而是完成”（ 五：17）。 

“户籍 ”又名“民 ”。本 是以色列

民四十年漂泊 野的大事 ，其中

了户口 查及士兵登 的事。 

梅瑟五 最后的一卷 “申命 ”，它

是一卷民事与宗教法律的 。本 包

含梅瑟在摩阿布的三篇演 ， 容除

重申梅瑟在西乃山下 以色列民所 立

的法律以外， 回 了四十年在 野中



的经 ， 戒以色列民务要格守盟 ，

忠于天主。申命 全 共卅四章，是一

部影响以色列民生活极大的著作，它的

特点在 出天主与人民之间的 情 宗

教和盟 的基 。 

2. 史  

若苏厄 、民长 、 德 、撒慕尔 、

以及列王 史 ，可以 是五 的

集。五 的最后一卷申命 之末，

梅瑟立若苏厄 承人，而若苏厄 即

以此 全 叙述的出发点。在史 与五

之间除了有某种文学上的统一以外，

其余不 在教义方面或用字上都有相

的 性。若苏厄 实了天主如何实

言，以奇迹异事援助 民 得了福

地，若苏厄按照上主的 示把土地分

了十二支派。 

可是，在他去世后不久，十二支派各自

政，崇拜偶像，道德 落，天主 惩

他 便使外邦民族迫害他 ，等他

回头呼求天主 ，天主就在他 中兴



起一位英雄勇士援救他 ，而“民长 ”

就是 些英雄民长与以民之间的事迹的

告。 

“ 德 ”是一部极幽美的作品，它 述

一位外邦女子 德嫁 一个 太人的儿

子 妻，婚后不久，丈夫去世，与婆婆

相依 命，后经婆婆的苦 才再嫁 波

哈次，生下了达味的祖父敖贝德。 个

故事发生在民长 期，而 德与达味又

有血 系，因此， 德 被列于民长

与撤慕尔 中间。 

到撒慕尔，他是民长行列中的 尖人

物，从他 始，以色列人民由民长 期

变而 君国 代，撒慕尔 百姓之要

求，立撒 耳 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君王，

后 撒 耳因不听天主的命而被 ，撒

慕尔又立达味 王，撒 耳嫉妒达味，

他常加迫害， 果，撒 耳去世，达

味正式 位。但不久，达味因国富民安，

四境升平，一 狂妄，犯了重罪， 人

妻，触怒了天主，受到天主的惩 ，

以上 些事情就是“撒慕尔 ”的 。 



“列王 ”的叙述，由撒洛 王登极 始，

直到南国 亡，其中经 四百余年。撒

洛 是 史上最 盛名的君王，他以极

高的智慧使以色列各支派统一，成 一

个前所末有的兴盛国家，可惜，他死了

以后，大好江山分裂 南北两国，而两

国都因某君王 背上主的 命， 致了

两国先后相 亡，北国 早，亡于公

元前七三一年；南国 晚，亡国后臣民

被充 到巴比 ，其 公元前五八七

年。“ 年 ”是以色列民在充 回国以

后， 其 去的 史所做的一个反省。

本 上 的一至九章 述世界上最古老

的民族和以色列民十二支派的渊源，其

中特 达味的家 ，十至廿九

章是达味丰功 业的叙述。本 下 的

一到九章耿 撒洛 的建设，特 是他

建造圣殿的功 ，十到卅六章是南国自

分裂后，直至充 期的 史。 

“厄斯德拉” 是回国后一百年的复兴史，

主要在叙述回国后 民的社会情况及宗

教背景，并叙述厄斯德拉与乃赫米雅两



位 袖所倡 的革新，本 两人的

事迹并未按 史的先后次序。 

至于“艾斯德尔”及“友弟德 ”都是模范

小 ，是叙述天主如何借两位女子 拯

救 太人的故事。艾斯德尔是一位皇后，

而友弟德 是一位民族的女英雄，她

都曾被教父 视 是圣母的 象。 

“多俾亚 ”的 容，是述 一个充 亚

述的 太家族的 奇故事，老多俾亚圣

德不凡， 人而变 瞎子。故事中的

另一位人物是撒辣，她与老多俾亚都遭

到 的打 ， 果二人因信 天主而

得了善果的 。 

“ 加伯 ”的主角是 大， 加伯是他

的 号，公元前第二世 号成了

宗教自由而作 的 太人的征号。全

叙述 太人如何抵抗叙利亚君王以希腊

文化 改变他 的宗教和法律的事。

保护民族的信仰， 大 加伯弟兄三人

先后集合忠于信仰的人士，发动圣 ，



血 了三十多年，才恢复了祖国的政治

和信仰的自由。 

3. 先知  

自从天主在西乃山与以色列民立 以后，

以色列人就成 了天主的 民，天主

自 他 立了法律，划定了人民

的义务和所有的 利，从此，天主不

地派遣祂的代言人先知 提醒、督 百

姓，尤其在君国 代，先知的 任最

重大，因 富 常有暴君施行惠政，使

百姓背离天主。自撒慕尔 始已有先知

在以色列民族中活动，著名的有厄里亚，

厄里叟⋯⋯等，但他 都 有把自己的

事迹 下 ，所以在公元前第八世

以前的先知，我 “非著述先知”。 

到了公元前第八世 及第八世 以后，

先知 始把自己的神 和蒙召经 由自

己或弟子 成 ，所以我 些先

知 “著述先知”，也就是我 在所指

的四大先知和十二小先知。先知的大小

之 ，不在他 的 务或蒙召的 早上，



而是因 他 的 长和 重要之故。

在著述先知 中，亚毛斯是最早 始

作的一位，他是一位牧羊人，文笔朴实

无华，言 理直气 。不 在放逐以前，

放逐 期以及放逐以后在以色列民 中

部有先知的出 （ 见第七 先知 形

成的经 ），但在 三个 期中，先知

的著作各有其特色：放逐以前，先知的

任务主要在宣布天主的救恩和 判；放

逐 期 在安慰和鼓 百姓；放逐以后

回国多着重在圣殿重建的事务上和在新

建立的团体上。 

4. 文学 

学者 文学的看法各有不同，有人

把 伯 、圣咏、箴言、 道篇、雅歌、

智慧篇、德 篇等七卷 集，也

有人只 伯 及圣咏两卷 集。其

实，真正的 文学是：箴、 、 、

德、智五卷。 些 文学乃是

因 中含东方智慧文学色彩甚 ，而



且各 的 容均在教人 求智慧、了解

智慧、行善避 等。 

在 文学中，“ 伯 ”是一部相 优

秀的作品，它以反覆 的方式

一个人生最困扰的 ： 何善人受苦

而 人却消 法外？ 末彻底解决，

但却 人知道 信 天主的照 。 

到“圣咏”，它是我 在礼仪中最常用

的一部 ，耶 在世 也常用圣咏 向

天父祈 。 

（二）新 约 

1. 四部福音 

“福音”本有“好消息”和“喜 ”的含义，

新 的作者用它 指基督完成救 工程

的大喜 。 个喜 原先由口头 授，

稍后才 成 ， ， 耶 的行实

和事迹的人很多，但教会承 的只有四

部；初期教曾 抵抗“ 福音”甚至把

四卷 之 “圣四”。福音 有四卷，



但所 的喜 却只有一个，四部福音

是四部圣史（福音的作者）在不同的角

度下所 的耶 的言行 。前三部福

音因 在材料和用字上有很多相同，可

以互相 照，故此 “ 福音”。 

若望福音成 晚， 若望福音 始

著 ， 福音已流 于世，所以在第

四部福音 有些事迹 有 ，因

有重述之必要，若望福音一方面保存了

统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有它 具的风

格。 

四部福音，除 和路加以外，其余两

部都 有 耶 的童年史，若望和马

尔谷都以耶 的 教生活 述的出发

点。耶 的苦 、死亡、和复活是祂生

命的高潮，在四部福音中占有很重的份

量。福音不是一部“耶 ”，因此不可

能是耶 生活的全部 ，但 耶

基督而言，舍福音以外 无其他更可

靠更充实的文献了。 

2. 宗徒大事  



本 与第三福音同出于圣史路加之手，

路加是一位医生， 有文学修 ，文

表达流 。本 可 路加福音的 篇，

容 述耶 升天后 徒的 教活动；

叙述宗徒 如何从耶路撒冷出发而 入

外邦地域 教。由一到十二章可以 是

伯多 的大事 ，而由十三章到廿八章

是保 言行的 。 中叙述宗徒在

圣神的 下，到处 基督作 ，抱着

不屈不 的精神，克服 多困 ，努力

达成 育万民的使命。本 的特点在

圣神的能力， 出初期教会是一个充

圣神的团体， 被圣神的恩惠。 

3. 信 

保 信 

保 原名 ，父母是 太人，出生即

马公民，因 他的出生地是 马帝

国的自由城塔尔索，他曾迫害教会，在

大马士革途中被基督所 化，后 成了

著名的外邦宗徒。 



保 自幼曾受良好教育，熟悉 太法律，

神学造 亦极深厚，在他 教期间曾在

外邦地域建立了不少地方教会， 他无

法 自 各教会 ，他使以 信的方

式 解决他 的疑 和 ，可惜，他

的 信 有全部被保存下 ， 所存者

只有十四封。 

保 最初 的两封 信是得撒洛尼前后

。与格林多前后 、迦拉达 和 马

合 “六大 信”。斐理伯 、厄弗

所 、哥 森 、 肋孟 等是保 被

禁 所 的，故又 “ 信”。

至于弟茂德前后 以及弟 ，因 是

保 两位忠实弟子善 牧 的 ，

所以 之 “牧函”。最后一封是希伯

， 容 述耶 基督是大司祭，祂高

于 及一切其他的司祭，本 信在新

中， 占重要之地位。 

公函 

除保 信以外，尚有七封公函。 些

信并非加保 信一样， 一个人



或一个地方团体，而是 整个教会的。

在七封 信中，有三封是若望的，两封

伯多 ，一封是雅各伯 ，另一封

是 达 。 

“雅各伯 ”是 散居于海外的十二支

派的，目的 正侨居的 太基督徒

道德的 念，并 勉他 在各种

困苦中表 出 忍的精神。 

“ 达 ”的 象与雅各伯 同，目的在

揭发那些危害基督信仰的假教 ，保

信德，指斥异端。 

“伯多 前 ”的 容主要在 勉信友

保持信德、效法基督，信中多 理教

， 少 及教义 。“伯多 后 ”

目的 在鼓 的信友面 劣的

境和政治上的迫害，特 斥假教 的

。 

“若望三 ”成 比其他两封若望 信

早，若望二 和三 都很短，前者目的

在 斥那些公 否 天主降生成人 个

事实的人；后者的目的 在 勉一位名



叫加 的信友，因 在他所处的教会中，

教长妄用神 ，毁 宗徒，所以，若望

信 加 ，一方面嘉 他的行 ，另

一方面 斥 地的教长。与若望福音的

风格最相近的是“若望一 ”，它不 发

“ ”、“正义”、“生命”、“光明”、“真

理”等主 ，本 信．一方面攻斥异端，

一方面 免教友善渡基督徒生活。 

4. 默示 ： 

它是一部先知性的作品，作者借神见把

启示用 的方式 授 人。本 的

象明 是小亚 亚有的“七个教会”、而

七个教会也就是全教会的象征； 中

所 的人物、地方、事物等莫不含有象

征的意义。本 的目的在以基督的光荣

和胜利 固那些信德动 的教友，并

鼓 义而受迫害的人群。 



三、天主教和基督教圣经的异同 

基督教十分重视圣经，甚至奉它 教

会 唯一的 威，他 圣经的稔熟，值

得我 羡和效法。但据我 所知，他

的圣经缺少了 的多、友、智、德、巴、

加上、加下等七卷，即否 “次经” 正典

圣经。基督教介乎希伯 人与天主教之间：

希伯 人否 全部新 圣经， 也

只承 “主经”的卅九卷；天主教 承

全部主经和次经 正典圣经；基督教不

否 新 的廿七卷 ，但 只承 希

伯 人所承 的卅九卷。 

基督教否 七卷 的原因，始自马丁

路德。最初他只是否 “炼 ”的道理，但

因天主教用 加伯 解 端道理，所

以他想推翻 加伯 的正典性，但他即又

无法否 加伯 是正典圣经，因此，最

后只好否 教会有 定何者 圣经。在

一五三四年，他 圣经 成德文 ，把次

经分 ，并视之 “ 经”，直到 在，基

督教的大部份学者仍 持“次经”不是圣经。



其次、马丁路德亦曾否 新 的希、伯前、

伯后、若一、若二、若三等六卷 圣经；

然而，经 研究后，今天的基督教徒都承

了以上 新 经 正典圣经了。 



第六讲 旧约的历史背景 

的 者： 

以色列的天主，是一位生活的天主，

他愿意 入人类 史中 密的与人 往。

祂 不只是哲学家的天主； 句 ，

他并不等于一套空泛和 理性的理 ，也

有以 造者自居，作威作福。 

他直接的同人类 示出自己和 人类

的救恩 划， 就是我 所熟知的：天主

了以色列民族 其子民，和他 立

盟 ，同他 启示他 人类的救恩 划，

并且更具体的在 民族中， 备他所派遣

的救世主的 。因此，我 可以肯定的

，在 期，天主特殊的救援史和以

色列子民的民族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实。 

因此，圣经 — 天主的  — 非一

系统完整的宗教理 ，而是一部有血有肉，

有泪有汗，有哭有笑，有 有 真实的

史，它的流 、完成和形式，跟以色列的



民族史有看不可划分的 系。要了解

中的各个事迹和意义，必 先 它的 史

背景 — 也就是以色列族史，有个概括的

。在 儿，我 把以色列 史上的几

个大 段分 叙述一下，而后才更能了解

作背景。 

一、族长时期 

依照圣经的 ，以色列人民的祖先

原本居住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端，是

族的一支。大 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

由于几个中东民族争 不已，以色列人的

祖先 了避免受害，便逐 由平原的南端

向西北迁移到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再南下

往巴勒斯坦地 ，度着一种半游牧的生活。

在 次移民的 程中，有一位名叫亚

巴郎的人，受到了神的召叫， 神把自己

示 他，并且跟他 密的 往。从此，

祂就成 亚巴郎所特 敬奉的神。亚巴郎

住在巴勒斯坦的南端和埃及一 ，以游牧



生，后 他的儿子依撒格及 子雅各伯，

不但 度他的游牧生活，也 恭敬那

曾召叫他的神。但是在公元前一六三○年

左右，巴勒斯坦地 遭到 荒的侵 ，雅

各伯的一部分子 遂又移民前往埃及，并

在那儿定居。 

二、以色列民族的形成期 

雅各伯的子 入埃及之后，仍然在

埃及的东方地 度着游牧生活，因 他

日 强大，逐 受到埃及人的 视“最后

于使他 奴工，替埃及人建筑 大

的工程。他 感到非常的痛苦，于是 始

呼吁他 祖先的天主，求祂从奴工者的鞭

策下解救他 出 。 

亚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天主答

了他 的呼求，祂在公元前一千二百五十

年左右，召叫了一位名叫梅瑟的以色列人，

把解放以色列人民的使命委托 他。 梅

瑟借着天主的助佑，与埃及人的法老王经

一段斗争后， 于使以色列人民 离了



埃及人的魔掌。他率 以色列人民越 了

海，逃出了埃及的国境。 

在以色列人民的脚踏上了 海的右岸

，以色列民族才算是真正的 生了。在

以前，他 只不 是一些散居的受 迫

者，而 在却在一个 袖下团 起 ，有

着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目 。 件事情在

以色列民族的 史上，算是最深刻的经

了，因 他 在受奴役的 望中， 自体

会到他 天主的大能，使他 能够 得自

由。 是以色列民族史上 天辟地的大事，

他 的天主不但拯救他 于奴役之手，而

且 他 有一块流奶和流蜜的土地，做

他 的 业。 

在离 埃及和经 了一些 探和考

后，天主 他 到达阿剌伯半 上的西

乃山，和他 立了一个盟 ， 就是我

今日所 的“ ”。从那 起，他 祖

先的天主 — 雅威， 一步的与他 发生

了更密切的 系，成 他 民族的天主，

而以色列人 成了雅威的子民。然而，在

他 到达 块 之地以前，由于 阿



剌伯半 上各种民族的阻 ，使他 在

野中流浪了四十年。在 四十年中，他

经常体 到他 的天主 在于他 中间。 

以色列人民出 埃及的梅瑟，并

有 自 入天主所 的福地，梅瑟死

后，若苏厄 任他 的 袖。大 在公元

前一千二百二十年左右，若苏厄 了色

列子民渡 了 旦河，攻占了耶里哥 城，

在巴勒斯坦的北方地 ，使以色列人民

得了一个立足之地。可是 在巴勒斯坦

地 ， 有其他 多民族 据着， 些民

族和以色列民族之间， 常会引起激烈的

土争 。 

初步 定之后，立刻设法与那些未曾

到埃及的以色列人民联 ，他在舍根召集

了一个会 ，参加的共有十二个家族。若

苏厄把雅威 以色列人民出离埃及的事

情，以及 立盟 的经 向大家 述后，

十二个家族一致决 接受他 祖先的天主

他 所敬奉的唯一真神。因此以色列人

民 得了更 一步的团 和成长，而定下

了以色列民族十二支派的根基。 



三、民长时期 

若苏厄死后，以色列人民 入了一个

所 的“民长 期”。 然以色列十二支派

已在巴勒斯坦定居下 ，但是他 的生存

却常常受到 地和邻近民族的威 ，所以

在以色列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展 了一

个长期的争斗。不 种斗争并不是

不 的，有 和平，有 却十分激烈。 

在和平宁 的 候，以色列十二支派

几乎是各自 政，除了有些周期性的宗教

集会外，并 有真正的政治上的统一。但

是，每 以色列子民遭受攻 ，到了真正

存亡攸 的 候，天主就会在以色列人民

中召叫一位 袖人物， 以色列的子民，

反 他 的共同 人， 些 袖人物被

“民长”。 

一般 ，民长的 任都是短期的，

他 在危机 天主所召叫，克服了

人，完成任务后，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活，

而十二支派的团 也松懈下 。 然在好

几次 大的胜利之后，以色列人民有意拥



护一位民长做他 的国王，然而都 有成

功。在公元前一○三○年左右，以色列民

族大致已 胜了巴勒斯坦地 附近的各民

族，不 沿地中海岸的培肋 特民族的

力却日益强盛， 以色列人民相 大

的威 。他 始意 到，非有一个共同

统一的政治 织，便不能够在强大的 人

前 得胜利。因此，他 就 烈的要求他

的天主， 他 一位国王，并希望在国

王的 下，能够把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统

一起 ，与他 的 人 抗。天主俯听了

他 的祈求，就命撒慕尔先知祝圣了撒

耳 以色列的国王。从此以色列 入了王

国的 期，而撒 耳也成 了以色列民的

第一位君王。 

四、统一王国时期 

撒 耳被祝圣 王以后，立刻 人

采取了 事行动。他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

袖，性格却嫌急躁了些。在未出兵以前，

循例 向天主奉献 牲，因 撒慕尔先知

到，他就自行奉献了全燔祭。 个行



反了天主的 定，此外，他在胜利后

有把 人 ，因此使他在登基之初，就

受到了天主的 。于是天主要另外找

一人取代他 王，在 个人 有登基以

前，仍 撒 耳 以色列人民的 袖。撒

耳 自己的国家有一种 烈的 情，他

号召了百姓起 御 ， 得不少的胜利，

而且在基贝亚建立了他的都城，成立了一

个 模 的王国，因 是国 期，一

切从 ， 量运用全力 付自己民族的

人。 

正在 个 候，撒慕尔奉天主的命令，

以傅油礼祝圣了达味 以色列的新君王。

达味是一位 自巴勒斯坦南部 太地方的

牧者，在他受傅不久后，就被介 到撒

耳的 廷做一位奏 。 

达味也是一位勇敢的 士，在几次打

胜 人后，受到百姓 的 美，因而引起

了撒 耳的嫉妒，同 他也疑惑达味是否

就是自己王位的 承者，于是，他 始

机剌 达味。达味逃离了朝廷，度着流浪



的生活，他经 了几度惊险后， 在培

肋 特人的手下，做一个佣兵团的 袖。 

公元前一○一○年，撒 耳在与培勒

特人的大 中 亡。达味于是 离了培

肋 特，而成 以色列人的国王。他不但

征服了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各个民族，而且

也打 了以色列在海岸上最强大的 人 

— 培肋 特，建立了一个以色列帝国。 

个 候，中东各国和埃及都在衰弱

不振的 期， 使他 无力干涉巴勒斯坦

地方的政治， 以色列帝国造成了一个有

利的形 。 个新兴的帝国，在经济和

事上都一帆风 ， 得非常的繁荣和发达，

达味在国 平定以后，建都于耶路撒冷，

并把 柜也迁往那里。耶路撒冷不但成

政治的中心，也成 全国宗教敬礼的中心。

达味一生都相 地侍奉上主 — 

雅威， 然他也曾多次的失足作 ，但是

位都肯回头改 ，因此在以色列的 史上，



他成 一个理想化国王的典型，而被 作

“达味圣王”。 

达味享受高 ，在公元前九百七十年

去逝， 位 他的儿子 — 撒落 ， 就

是 史上有名的“撒落 王朝”。由于巴勒

斯坦是南北经商的必经孔道， 以色列人

民 了大最的 富，撒落 王在位的

期，更因他的智慧和天才，以及国境的平

安，使以色列的经济 况到达了空前末有

的繁荣地步。撒落 王好大喜功，他不但

在 事上有所成就，并与各地通商，他又

在自己的国 大兴土木，建筑了有名的圣

殿，把 柜供奉在圣殿最神圣的至圣所 ，

也 自己建造了非常华丽的 殿，声名

播。 

撒落 王 了要与邻近各国建立政治

系，收 了 多异族女子 王妃。到了

晚年，他 了 妻妾 的 心，于是敬奉

她 的邪神，背 雅威，雅威因此处 了

他：在他死后，王国立刻分裂 二，形成

南北 峙的 。 



五、南北对峙时期 

在王国分裂以后，南国 太，北

国 以色列。分裂的原因早在王国初期

已经种下： 以色列十二支派在巴勒斯坦

定居 ， 太和西默盎两支派居住的南方

比 瘠；富 的北部 由其他十支派居

住。最先受傅的撒 耳王是 自北部的本

雅明文派，而承 他王位的，却是 自

大的达味，达味 位之初，并 有统治整

个的十二支派，而偏居在 太地 ，后

才乘北部的混 ，统一了十二支派，建立

帝国。由于他擅长政治， 于北方的人民

并未 份苛待，因此得以 持合一的局面。

可是，到了撒落 王 期，由于大兴土木，

奴役北方人民，引起了抱怨不 。他的

位者勒哈贝罕，更是昏庸无才，他 莽无

能， 人民采取高 政策， 于引起了北

部人民的反抗而使王国遭到分裂 二的命

运。 

北方的新王 — 雅洛贝罕， 了保持

政治上的 立， 然无法允 以色列人民



到南方 太的国都耶路撒冷去参加宗教庆

典，于是 了两只金牛，一只放在丹，一

只放置在贝特耳，他 人民 ：“金牛 — 

代表雅威 — 他就是曾 你 出离埃及的

神。”南北的宗教既引起了分裂，接着而

的 然是两国宗教的混 。 

南北两国 然在政治上完全 立，但

却非常常 的，有 因 外力所迫，彼

此也同盟修好一个 期，有 也互相 斗。

一般 ，北国地广物丰，国 自 强，

然而政治却十分不 定，凶 、纂位、政

变的事情， 出不 。 

公元前八世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亚述人统治。 在南方的埃及，也逐

恢复其强盛的国 。中东各小国，必

在二大国中 一个 侍奉。以色列国遂

成 亚述的属国，但因亚述所征的 太

重，引起以色列 人之不 而起 反抗，

并要求 太也参加反亚述的 。 太不

肯，遂遭以 攻 。 太在不得已下向亚

述求援，在公元前七二一年，以色列王国

被亚述吞 ， 束了两国 峙的 期。 



此后，中东和埃及 力，不 在巴勒

斯坦地 争斗， 太遂成 些斗争的

牲品。 

六、犹太国的灭亡 

公元前七○二年，亚述 攻耶路撒冷，

幸 埃及出兵相援，始免亡国。然而有

了 好强国，不但在政治上做他 的附

庸，在宗教上也 而敬拜他 的神。公元

前六八七年 位的默 端 最 极端，他

了 好亚述， 各种邪神的崇拜，使

雅威的敬礼几乎完全在民间消失。 

他去逝后两年，长 熹雅即位，

始改革宗教。他恢复雅威的敬礼，把自撒

落 代 的偶像一 而空，使耶路撒

冷圣殿又成 以色列人民宗教敬礼的中心。

他在位卅年，国 平安，可是公元前六○

九年 ，因 拒 埃及人借道的要求，而

在 上殉国了。 

正 此 ，亚述帝国迅速崩 ，代之

而起的是巴比 帝国，构成了新的威 ，



太帝国在两大国间左右 。政治上的

不安，影向人民 雅威的信心，大家以病

急 投医的心理，敬拜一切外邦人的邪神

偶像，重演了宗教上的 落。 

公元前五九八年，巴比 的拿步高大

帝率 攻耶路撒冷。三月之后，

于迫使 太人投降。拿步高 全部的皇族、

官吏及技 人 流徙巴比 ，另立皇叔漆

德克雅 太王。但是漆德克雅不自量力，

又去参加埃及所 织的反巴比 联盟。在

公元前是五八七年，耶路撒冷重被攻陷，

一月以后，巴比 的 袖毁坏了 殿和城

市，展 一次大 模的流徙行动。后 巴

比 了制止可能的叛变，又 行第三次

的流徙，使无 天主的 民在异邦 俘

， 太帝国也从此宣告寿 正 。 

七、波斯帝国时期与犹太复国 

公元前六世 中叶，波斯人崛起，在

英明的居 士大帝 之下，于公元前五

三九年征服巴比 。次年发表了有名的居



士 ， 于被征服国家一律采取 大

的政策， 所有流徙的人民和他 的神像，

能够被运同各国受永 的供奉。 太人民

也在大赦之列，故得以重新返回故土。 

在公元前五三八年秋，耶路撒冷恢复

了 雅威的全燔祭，次年的春天 始 极

建造第二座圣殿。第五世 的中叶，厄斯

德拉和乃赫米雅两人先后返国，重建了耶

路撒冷的城垣，也重振了 雅威的敬礼和

太的法律。 

到公元前三五○年左右，波斯国

衰而放松 外控制， 太地 又变成一个

由司祭 统治的神 政府。好景不常，未

几西方的希腊又兴。亚 山大大帝以雷霆

万 之 席卷了整个的中东、埃及和印度，

建立空前未有， 跨 、亚、非三洲的大

帝国。公元前三二二年，巴勒斯坦地 再

次屈服于希腊人的铁 下，成 希腊疆土

的一角。 



八、希腊时期 

希腊帝国不 是一种 事上的统治，

也 了文化侵略。 一点在宗教方面也

受到影响。亚 山大死后，希腊帝国分裂

二，巴勒斯坦划 于托勒密 属下而

成了埃及的附庸。在 种情形下，共经

了一百二十三年。 期间，国泰民安，宗

教也未受干扰。 然在文字上、思想上，

已受到希腊文化的 透，但在宗教上仍然

保有相 的自由和 真。 

公元前二二三年，安提俄克斯即位

叙利亚的国王，与埃及争雄。二○一年，

他征服了巴勒斯坦，交 塞琉卡管 。在

政治的 力下，希腊化运动在 太地方大

盛行，由于安提俄克斯大帝的批准，使

太国家恢复了一种神 统治的制度。公

元前一七五年，安提俄克斯四世 位，他

在 埃及的 途中，掠 耶路撒冷圣殿

的一切 宝，毁坏乃赫米亚重建的城垣，

甚至在圣殿旁筑起希腊式的堡 ，派重兵

守。一六七年，他在耶路撒冷实行大屠



， 极迫害宗教；并在耶城圣殿中立起

了奥林匹亚 神的偶像。 种 酷的破坏，

激起 太人民 怒的反抗；他 的 袖是

马塔提雅一家人（马氏的儿子就是著名的

马加伯）于公元前一六四年 起义。由

于他 的勇敢，重新清除了圣殿，恢复了

雅威的祭典。 个运动经 长期的 斗，

于在一四二年 得了 立，以一位名叫

西 的大司祭 太的 袖。 

公元前一三四年，西 死后，国

强，但是 族党派争 利。 ， 马

帝国的 力又逐 ，又 成 太的

新主人。 

九、罗马帝国和黑落德王朝的统治 

公元前六十三年的下半年， 马大

培占 耶路撒冷， 太人再度 入异族

的统治。后 依都美人安底巴德之子黑落

德，被立 太王。他是一位 凶 极的

国君， 忍暴虐， 于 太人采取高 政

策，使每一次叛变总是血流成渠。 



黑落德 太人的惟一 献，可 就

是重修圣殿，圣殿的 模 量仿照撒落

代的式样，其他的建筑也都特 加大，

很是雄 。 

位暴虐的黑落德王，在公元前四年

死于 疾。大 在他死前的两年，救主耶

基督就 生在 太的白冷，于是

代告一 束而新 代 始。 

以上所 的就是以色列人 期的

明 史， 些 史 述只是按照人的眼

光去看在 太 史上所发生的比 重要的

事，但是就是在 种变化多端，苦 重重

的情形下，以色列人的天主 入了他 的

史，不 的向他 召叫，并 次派遣先

知教 他 ，提高他 的信仰，振 他

的宗教精神， 化他 的 理道德，使以

色列人的 史成 一个不折不扣的救恩史，

圣经就是 个救恩史最好的 ，但是

我 期的 史有了比 有系统、

有次序的 之后，使我 在 圣经 ，

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也就是 一

所特 愿意达到的目 。 者 然不



能 住每一个 史上的 ，但至少 以

色列人 史上的几件大事 有一个活

的 ， 样 圣经是非常有帮助的。

此外，如果 者 以色列人 史有

更 一步的研究兴趣，我 同他推荐光启

出版社出的“ 以色列民族史”，在那里

有更 ，更系统化的叙述。 



第七讲 旧约形成的过程 

一、口传传统与圣经的形成 

的 者： 

有 侯我 会想：圣经 成的经 与

我 今天一本 成的经 有什么 。

实际上， 是由于我 于按照我

在的生活经 ，去判 其他 代的事情，

而形成的一种 解。无 在 或新 形

成的 期，不但印刷 有发达，更 不

上各种大众 播的工具，即使是基本的

字工具也很 陋。 ，不但 起 相

困 ，保存起 也不容易，所以 最

重要的 播工具就是口 。我 在所

到的 各 ，大都先经 了一段相 长

的口 期，才慢慢 成的。 

以色列的族长 ，亚巴郎、依撒格、

和雅各伯，生活在公元前十八世 到十七

世 ，他 度着一种半游牧式的生活。

然那 候已经有文字和羊皮 ，但由于

的技巧非常困 ，保存 好的羊皮 卷



度半游牧生活的人 ，实在是一个很

大的累 ，所以他 的故事，大半都是用

口 留下 的。 

由于他 生活的 境非常 ，

与我 在大不相同，他 有任何大众

播工具、 籍、 本的 扰。所以他

的 比我 而清晰，很自然的把生

活中重要而有趣味的事迹 下 ，并用

适 的文 成 歌或故事的形式，一代

代的 下去。 

以色列人在埃及 奴的 候，以及

他 逃出埃及后在 野流浪的 期，生

活情形是相 苦的。因此， 不上文字

的 ，就是 他 逃出埃及 件大事，

也是等到他 在巴勒斯坦定居后，才逐

用文字 下 的。 

口 的 统并不是信口胡 或随意捏

造的，它有一定的方式和 。口 于

料方面有高度 性， 有意义的事情

很快就会被淘汰；保存下 的是有意义且

重要的事件的中心。但是 了使 个中心



事件的意义更加明确、清楚，在留 的

程中，不 会有人加上一些 的描述或

反省，使人能够 事件的中心有更清楚

的 。 

就以出埃及 件事情 例，最重要的

中心事件就是雅威 — 以色列人的神，以

祂大能的手臂把他 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解

救出 。天主 可能借着梅瑟行了一些

奇异的事，但是在口 的 程中，以色列

人民 了表 天主的全能，就把 多发

奇迹的 加以夸大，使它 更 得神乎

奇神。但 些描述主要是在于 示出他

的天主 大无比，所以不能逐字逐句去按

字面死板的了解。 

由此可知，口 统注重的目 是

史事件的中心意义，其他 可稍加变

化，然而也不会 于离 。 

等到以色列人民 入巴勒斯坦以后，

的文件逐 普遍起 ，它把口 统

加以定型。 种定型并非是决定性的，在

史的 程中，它和口 统交互影响看，



使文件 增减改 。直到以色列人民把

某些文件视 天主神圣的 后， 方

式才取得了一种 威的不变性。 

口 统的范 、与整个文化的范

几乎相等，无 民族史、家族史、个人的

史、 争史、神 、 奇、情歌、

和宗教礼仪、法律的条文和判例，智慧的

言和生活经 的 晶，真可 是包 万

象，无所逃漏。至于它的文学类型，有史

、有故事、有短歌、有民 、有格言等

等，修 整齐，叙述美妙。一般人的 念，

总是以 口 的作品，必定缺乏文学的价

值， 实在是大 特 ，因 代代相 ，

故事一定愈 成熟，再加上文人的 色，

使它更容易保存，也更有保存下去的价值

了。 

总而言之，在 的形成 程中，口

与 作是并存的两种方式，他 之间也

相互影响着， 些 的文件在 史的

程中，仍然经 多次的修改和 ， 些

工作，无 直接或是间接的，都受到口

统深刻的影响；而口 统也得以借著



文字的 而永 流 下 ，不致于失落。

二、梅瑟五书形成的经过 

梅瑟五 就 容 ，原是一部大 ，

可是因 古 用羊皮 卷 ，一个

卷容 不下 么多材料，才分成五个 卷

抄 ，故 五 。 五 材料的 源和

容，都和梅瑟一生有密切的 系，并且到

了公元前末期，人 把它看做是梅瑟

所 的，所以也被 “梅瑟五 ”， 多

以色列人 它 Torah， 字的原义是“法

律”，因 五部 中 了 多天主

以色列人民所定的法律，以及各式各种的

其它 ，成 以色列人宗教和生活的

范，它是以色列入宗教典籍中最重要的一

部分，也是被列 宗教圣 最早的一本。

梅瑟五 的希腊 本，按照每一部 的

容 它取了一个名 ，就是我 在所

的： 世 、出谷 、肋末 、户籍 和

申命 。 



梅瑟五 的形成史，可 是 中最

复 的一部份，按照今日文学分析的 果：

最后的 者把它 成 在的形式 ，至少

利用了四种 的 料（或源流），那就

是雅威典、厄 亨典、申命 本和司祭本。

雅威典 成的日期最早，大 在公元前十

世 成于 大国；厄 亨典 大 在公

元前八世 成于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国

亡后， 个文件被 到 大国，和雅威

典合并。第三个文件是申命 本，它的真

正 作 间，今日无法精确 出，但它的

主要 料 源，是在公元前六二二年 ，

熹雅 大王实行宗教改革中，在重修

圣殿 于 墙壁中研发 的一 盟 文。

司祭本 是以色列人民在被放逐巴比 ，

司祭 把 多有 宗教祭典，和各种宗教

生活、法 条文 而成。 四 文件，

在以色列人民被放逐到巴比 的 期，

的 成 在的形式。 

所 的 工作，并非是机械式的剪

。 在所存的梅瑟五 ，有些部份可以

自其文学和神学的特征中，看出它是属于



那个文件的，例如 世 的一章至十一章 

— 人类上古史，它的主要 源可 是完

全出自雅威典和司祭本；十二章至五十章

的族长史， 自雅威典、司祭本和厄

亨典。但是其中的十四章，却 自一个特

的 源， 在仍无法确定他的出处。出

谷 了以色列入逃离埃及的经 ，它

的 料 自雅威典，厄 亨典和司祭本，

有少 十二章和十三章的一 ，是取材

自申命 本。肋末 的形成最 ，它

的全部 料都是渊源于司祭本。户籍 的

料是 自雅威典，厄 亨兴以及司祭本。

申命 ，主要的 料是申命 本，但也有

极少 的章 是 用其他三 文件的。梅

瑟五 中有 多章 ，我 可以确定 自

那一文件，然而也有不少的部份，是由几

种文件混合而成，失去其本 面目而 以

分的。 

梅瑟五 大 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已经被 太人视 是天主的圣言而形成圣

经最 始的一部分。 



三、历史书的形成经过 

在 中被 史 的，共有十六

部（ 参看第五 ）。在 十六部 中，

又划分 几类不同的部份：若苏厄 、民

长 、撒慕尔 上下、列王 上下， 六

部 原 被 “早期的先知 ”，它 也

被圣经学家 “申命 统的 史 ”，

就是 ， 几部 都是经 申命 派的学

者加以整 的。 六部 的 源相 复

：若苏厄 三章到九章，可能是 自

本雅明支派的 统；十章、十一章 自

王国初期的 统；十三章 自勒马本和

默 、加得支派；十四章到十九章，是

自一些在王国成立前，各支派划分土地

的情形；二十章 自以色列人民 入巴勒

斯坦的初期；廿一章，大 自达味和撒

王的 期；二二章的 料 源，

期无法确定；廿四章 是有 各支派在舍

根建立神圣同盟的古老 。 

民长 的 统，大半 自于各种不同

的民间故事，它的主要 源是丹支派。撒



慕尔 是 自王国初期各种的 统混合

而成。列王 的 料，有的 自达味家族

的 ，例如有 撒 王的成就；有的

自以色列国和 大国的 廷 。 

以上六本 之所以被 “申命 派的

史”，是因 它 的最后 工作，皆

由申命 学派完成的，申命 派的学者，

利用了以前流 的史料，按照他 的神学

点 排：就是天主 善 ，并且

些 在 世立刻实 。在 六部 中，

我 可以看出 道理被反覆强 与发，

也使整个的以色列人的 史，由于他

天主的不忠，而在被充 到巴比 后告一

段落。此外，列王 一 ，在充 也可

能受到了司祭 的重新 。 

参插在申命 学派 史中，有一部小

，就是 德 ， 是有 达味曾祖母的

故事。 本 的 源和 成的日期都无法

确知，但由其中的某些 和风格 察，

可能在充 以前即已 成。 



列王 的 史，在充 中 束，在充

期以色列入 自己的 史，怀着凄惨

而悲 的看法，天主的救援 如何在 史

中实 ，可是， 太人从充 之地返回

巴勒斯坦的 候，重修圣殿，一切好似又

有可 。 年 的作者，收集了以色

列人从古到今的 史 料，从亚 、厄娃

起，直到充 止，重新 整个天主的救

恩史和以色列的民族史，做了一个深刻的

反省，并且指出以色列的希望在于 天主

的忠信，如此使以色列人的 史更有价值。

年 的作者，很可能是位司祭或肋

末人。因 在 中曾 肋未人大加 ，

也 各种宗教典制有比 的 。厄

斯德拉土、下是 以色列入从巴比 充

回国后，在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两位经

的 下，重建了耶路撒冷圣殿，以及

所做各种宗教、社会复兴的 。 本

成的最晚年代，大 是公元前四世 到

三世 之间。作者利用了几十年前 下

的史料 ，但却 有完全依看 史的



序去安排，因 他主要的目的不在 作一

本有秩序的 史 ，而在加强以色列人民

天主救援的信 ，和宗教的 忱，故而

有些事情的先后亦 分辨。 

多俾亚 、友弟德 和艾斯德尔

三本 ， 格的 ，并非客 的 史，

只能 是三个具有 史型式的模范故事，

他 都是本着以色列人信仰的精神，用

史故事的 作方式，描述某一个人依靠天

主的德能所完成的事迹，而 个人足堪

以色列人信仰的模范。多俾亚 大概在公

元前五世 到四世 年间，由一位居住在

埃及的 太人 成的。友弟德 成于

巴勒斯坦， 间是在公元前第二世 末叶

或一世 初叶。至于艾斯德尔 ，可能是

在波斯统治的末期，或者希腊统治的初期

所完成的。 

最后两本 史 是 加伯上、下。他

是 加伯一家人 太人，起

反抗希腊化运动 争的经 。 两本 并

不是 的 史，而是平行性的，主要的

作目的也不在制作一本精确的 史，它



仍然在强 天主的信仰。 加伯上

的 期，是公元前一七五年到一三四年间

的事，而 本 在公元前六十三年 成于

巴勒斯坦。 加伯下 的 史比 加伯

上略早几年，但它一共只 了十五年间所

发生的事。 两本 是由一位受希腊化影

响的 太人 成，所以它的原文是希腊文，

初稿完成后，又受到后人的整理、 。

本 是公元前一二四年后完成的，然而

的 间今日已无法推 。 

从以上所述的 史形成经 看 ，

中的 史 ，并 有 以色列入全部

的 史经 做一个 而有系统的 。

作者 的重点都放在：天主怎样在以色列

人的 史中与他 往，而且实行他 以

色列人祖先所做 的救恩的 ，所以我

可以 ， 些 史全是 天主 以色

列人的救恩史。 



四、先知书的形成经过 

在人类的各种宗教中，都有所 的先

知，因 宗教是人与神的交往，而先知即

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二者的桥梁： 在

以色列人的宗教中，也不例外。但是，以

色列人的先知 象，却是人类宗教史中

无 有的。 

的先知 共有十八本，六本属于

大先知 ，其他十二本 十二小先知 。

在以色列的宗教中，真正的先知都必 有

一种蒙召的经 ，就是雅威以特殊的方式

示 些先知，并要求先知代表祂去同

以色列人民 。先知在接受召叫以后，

常常会很清楚的意 到天主要他 什么，

而使他 心有一种无法阻止的冲动，要把

天主愿意他 的 发表出 。所以在先知

的文学中，常有“上主的 ” 样的 出

，表示 些 不是他自己的而是 自天

主的。 

大多 蒙召的先知都有一群弟子跟随

他，帮他 行先知的任务。 些蒙召的先



知，最初大半是用口 宣 ，但是因 他

宣 的 息和警告，常常不 以色列人

民所接受，所以有些先知 了表示气 ，

把天主要他 的 用文字 下 ，作

后世反 以色列人民的 据。 然如此，

多先知在他 有生之日都 有从事 作

的工作，他 所 出 先知的 ，大半是

他 的弟子在他 死后，慢慢 成 的，

因是之故， 多的先知 并未重视到 史

次序，只是把先知生前所 的各种

在一起。 

先知 中的各位先知，最早出

的要算是亚毛斯了。他大 在公元前七五

○年蒙天主召叫，在北国以色列 行先知

的任务。五年以后， 瑟亚先知也同样的

在北国蒙召 先知， 是北国 亡前 有

的两位先知。依撒意亚先知，在公元前七

四二年在南国蒙召 先知，他 行先知任

务的 期最长，前后达四十二年。充 之

前，在南国做先知的尚有米 亚、索福尼

亚和耶肋米亚，耶肋米亚一直到第二次充

前才去逝。充 期 先知的，有厄



克耳和第二依撒意亚（我 以后要仔 解

）。充 之后 行先知任务 有：哈盖、

匝加利亚以及 拉基亚， 拉基亚先知

可能是一位无名氏之作，因 拉基亚的

意思是：“我的送信人”。 

以上所 的只是他 行先知任务的

期，至于 在圣经中先知 的 成 期，

无法一一 考，有些在先知死后不久，

就已萃集成 ；有些在先知去世后多年才

得完成，最特殊的例子，莫 于依撒意亚

先知 了。依撒意亚本人是生存在放逐以

前，他的弟子在他死后并 有解散，有些

人在放逐期间，发 了他的精神，向那群

落在巴比 的以色列人，重新宣 救恩

的 息，于是形成今日的依撒意亚先知  

— 是 第二依据意亚，有些圣经学者

有第三依撒意亚， 个 在此无法

。 

耶肋米亚哀歌，大 是在五六七年（充

以后） 成于耶路撒冷的，于耶路撒冷

哀悼圣殿的礼仪中使用。巴路克先知 的

前言，表示出此 是于充 期间，在巴比



成的，然后送到耶路撒冷去宣 。达

尼尔先知 出 得非常之晚，它的 言的

性 ，与其他的先知 大不相同，人 推

它完成的年代， 是第二世 的中叶。

在小先知 中的 先知 所 的 言，

是在公元前六一二年，尼尼微城陷落前不

久所 的 。岳尼尔先知 ，我 无法得

知 位先知生存的正确日期，他大 是在

公元前五世 与四世 交接之间 成；

亚北底亚先知 ，也有同样的困 ，它

大 着成于第五世 的末期。 先知

与其他的先知 有很大的差 ，它主要不

是在 言，而在于教 和 ，它的出

期也是非常的晚。 

从以上的情形看 ，真正的先知运动，

始于公元前八世 中叶，到五世 中叶而

告一段落，前后 二百余年。先知不但

指 以色列 总总 的宗教和 理行

，一面也 化了 雅威的信仰，提高了

他 的精神生活，而且 言未 的灾 ，

使人心生警惕，在充 期，他 更安慰

了备受 苦的人民， 言默西亚救恩的



。 些先知著作，曾经在新 和福音中

次被引用，他 了解默西亚救恩的性

，耶 的使命，以及天主整个救恩的

划，是非常重要的。 

五、训诲文学的形成经过 

中共有七本 被列在 文学的

范 ，然而 七本 无 在 容、形式

和形成的 程上，都有极大的差异。 伯

、箴言、 道篇、智慧 和德 篇，可

算是一种智慧文学，智慧文学在整个的近

东地 ，包括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都很流行。它是从生活的经 中，所体会

出 生命意义的 晶，教 人如何度一个

丰富而成功的生活，按以色列人民的信仰，

予它的智慧文学一种特殊的信仰因素。 

伯 的 始与末了都是一个古老的

寓言，其中含有极 格天主“ 善 ”的

教 ，但是 伯 的作者，却向 统 痛

苦的看法提出了抗 ；于是 了长长一段

好人受苦 的反省。但是并 有得到



明确的答案，因此只好仍然保持了寓言原

有的 尾。 本 中并未出 死人复活的

思想，所以他提出的 并 有得到解答，

因此，我 可以肯定它 在希腊化 代以

前；另一方面，他 个人命运的注意，又

表示它是 在充 以后，所以推算它大概

成的日子是在公元前五世 初。 

箴言，是由好几个智慧言 集整合而

成，其中最主要的是十章到廿二章16 ；

所 门的箴言，以及廿五章到廿九章，由

希 克雅所收集的所 门箴言，此外尚包

含几个比 小的智慧 。希 克雅所收

集的箴言，大 在公元前七百年左右 成，

最晚形成的部份，是第一章至第九章的长

长的序言，大 成在充 以后的第五世

，全 也可能在那 完成，箴言也是一

部网 了 百年的 晶作品之一。 

道篇 然有 一的主 ，但是它的

表达方式和思想，变化却很多。以前有

多圣经学家 它是由不同的人所 的；

近 也有不少人主 是由一位作者所完成，

其中的变化，大概是由于心情与感想



的不同。从它的文章、风格、字 和道理

看 ，不可能 在充 以前，然而确真的

日期却无法所定，大 是在公元前三世

以后，并且年代在马加伯以前。 

智慧篇 然 明是所 门所作，事实

却非如此，依据今日的分析，它是由散居

在希腊世界的 太人所作，它所引 的圣

经，大半出自七十 士的希腊 本，并且

可能在公元前五十年左右完成。它是 太

统的智慧与希腊哲学相遇的 果，作者

熟知希腊世界中的各种思想、宗教、文化；

另一方面，他 太的 统也有深切的

，具有 两方面的经 而 了 本 ，

他的宗旨是： 了使 生活在希腊世界

的 太人，不要受到希腊文化 的影响，

而能保持真正的智慧，按照以色列人的信

仰 生活。最后一篇智慧文学是德 篇，

从经文中可以得知，它是由一位名叫息辣

之子耶 所作。推算它的 作年代，大

在公元前一百九十年左右完成。它是 自

一个人和有系统的作品，也是以色列 统

的民族智慧集大成之作， 容非常广泛而



丰富，涉及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是个很有

价值的作品。 

除了五篇智慧文学之外， 文学尚

包括了两篇 歌集。一篇是圣咏集，是宗

教的 歌；一篇是雅歌，是情歌的 集。

圣咏共 一百五十首，它最古老的作品，

可溯源自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初期，之后

在各个宗教圣地的礼仪中所用的宗教 歌，

以及国王登基 所用的 歌。在圣殿建成

后，宗教礼仪中所有的各种 、 史

歌、个人的和团体的哀 等等，均是圣

咏收集的 容。 然有 多的 歌上都

着是达味王所作，实际上，经 仔 的研

究后，真正 达味王所作的 并不多，

多都是后人借他的名字而作的。 个圣

咏集，我 不知它在何 定型，总之在充

以后，重建圣殿的 候，已经有今日的

型出 ，所以它可 是以色列民族八、

九百年的宗教 歌的 晶。 

最后要 到的是雅歌，雅歌是由 首

情歌 而成。 一点可由它的表达方式

不同中看出 ：有些是田野牧人的情歌、



有些是小城居民的 唱。但是它 都有同

样的主  — 就是男女之间的 情。其中

有些情歌的 源非常古老，但是也有后人

所抒 的情歌。它并非在描 一个完整的

情故事，而是在呈 出 情的意义和感

受。从它的字 和文体看 ，成 今日的

型式，大概是在充 束之后逐 的形成

的。雅歌，可以 是圣经中最美丽的作品

之一。 

六、结 语 

从以上 各 的形成史看 ，

作的 程很是复 ，除了极少 的 外，

大部份的 都是经 口 、初步 作、修

改、 或再修改的 多步 。我 可以

，在以色列 史上， 有一个 期不

在 的形成有所 献，所以它是以色

列民族，在 史中与他 所信仰的天主相

遇而得的宗教经 的光 物。圣经的每

一本 都是在以色列的 史中逐 型的，

由此可见，圣经实在是一位生活的天主，

召 了以色列民族做祂的 民，并且在他



史上的每一个 段，不 地与他 往

，同他 启示了自己的救恩 划，而且

以 的灵感，感动其中的某些人，把

天主的启示 下 ，成 天主的圣言的。

也 在明了了 成的 程以后，我

可以更深的体会到：圣经实在是生活的天

主不朽的言 。 



第八讲 新约的历史背景 

一、罗马帝国的情形 

你看完了 复 而漫长的 史背

景后，也 会想新 的 史背景跟 相

类似吧！其实不然，因 一 新 的

期比 短，可 是公元前六、七年到公元

后一百廿五年左右；再者它的政治背景也

得比 ，因 地中海的沿岸，

包括埃及在 ，大部份都在 马帝国的统

治之下。 马帝国不但是国 强盛，而且

由于治理得法，整个 持得相 太平，

造成了 史上著名的“ 马和平”景象。

马帝国 也因政治的安定， 了经济的

繁荣，人民和 物交往 繁，因此 多的

交通要道都修建得很完善。“条条大路通

马”的著名 便是 样得 的。 

马政府 然是 制的君王政体，但

是也有 会的存在。在统治占 地 的方

式上，也 比古 的亚述和巴比 得合

情合理，有 他会派一位总督直接治理所



占 的国土，有 他会指派 地的人 国

王，只要他 从 马帝国的主要指示，他

就可在处理 地的事务上 有相 的自由。

于宗教方面， 马 然有自己的国

教，却不强制把国教推行于被他占 的各

国 ，他 各国的人民信奉自己原 的宗

教，只要他 不利用宗教 造成政治上的

就不加干扰了。因此，在 马帝国 ，

各种学 ，各种宗教都并行不悖，在希腊

和小亚 亚的各个 大的港口也可看见各

式不同宗教的庙宇，以及 多的奇风异俗，

他 能够彼此相安容忍，政府也就不多管

制、长久以往，慢慢的形成了所 “兼容

并蓄”的 马灿 文化。 

在经济方面， 马在所属的国家 聘

用 地的人民代 收 ，然 于 马帝国

可以 的 然很多，然而，由于它 跟

新 有直接的 系，我 只好到此 止。

下面我 要 门 一下巴勒斯坦的情形。



二、巴勒斯坦的情形 

在第六 ， 的 史背景中，最后

一段我 曾提到，公元前六十三年以后，

马占 了巴勒斯坦，并立安提帕德之子

黑落德 大王。 位黑落德我 确知他

死于公元第四年，而耶 基督大 在他死

前 二至三年就 生了。我 做 样的推

，是依据路加福音上所 “黑落德 害

孩”的那件事， 黑落德 了惧怕新

太王的 生，派遣了兵士把白冷城附近

两 以下的 孩全部 死，可见在黑落德

死前，耶 至少已有两 到三 了。在大

黑落德王死了以后， 撒奥古斯督批准了

他的 ， 他的三个儿子分 统治了原

属于他的那块土地。长子阿尔赫 统治

了依都美亚， 大和撒马黎雅的地 ，但

是由于他凶 暴虐，到公元后六年， 马

除了他的王位并把他充 ，另外派遣了

一位总督 直接治理他的 土。大黑落德

的第二个儿子黑落德安提巴，统治加里肋

亚和外 旦的贝勒亚。他在外表上遵守

太人的风俗，并在主要的 日到耶路撒冷



去 ，他就是曾 判耶 的黑落德（路

廿三章七 ）。他在有一次去 马的 候，

取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黑落穗裴理伯的

妻子黑落狄雅， 位黑落狄雅就是后

害若翰洗者的人（ 十四：1∼12），后

黑落狄雅的兄弟向 马控告他有 立

王的野心，于是 马皇帝在公元三十九年，

把黑落德和黑落狄雅充 到法国。 

黑落德的第三个儿子是斐理伯，他是

在 旦北部，及加黎利湖东部地方的统治

者。 块地方很少有 太人居住， 撒利

亚斐理伯就是他的首都， 是伯多 耶

默西亚的地方。 

我 所知道的最有名的 马总督要算

是班雀比拉多了，他在公元廿六年到卅六

年担任 个 务，是他判决了耶 受十

字架的苦刑。卅六年的 候，因 他 害

撒马利亚人而被充 到法国去，在他之后

有两任 马总督，直到另外一位黑落德

阿格黎帕 的统治巴勒斯坦，他曾 基

督徒大加迫害（宗十二：1），他在公元

后四十四年逝世。从四十四年到六十六年



又有一 串的 马总督上任，其中第四位

是安东尼斐理斯，他是黑落德阿格黎帕的

女婿，而他的 承人是斐斯托， 两位总

督在保 于六十年被捕 都督 判 保

（宗廿三：24，廿四、廿五、廿六章）。 

斐斯托的 承人都用高 手段 镇

太人，以致引起 太人极大的反感，到

了公元六十六年，因 总督要求 得圣殿

的一部份 宝而引起了革命与大屠 ，

太人中的 派遂起 反抗，宣布 立。

公元六十七年， 马皇帝尼 派他最著名

的大 威斯巴仙 入叙利亚，并占 巴勒

斯坦、 大以外的地方，但是因 威斯巴

仙回到 马争 王位，所以 个 攻停止

了一年，到公元六十九年，威斯巴仙的儿

子提托又重新 兵回到巴勒斯坦，第二年

春天 始 攻耶路撒冷，一直到八月耶路

撒冷城 陷，遭到了彻底的屠 和毁 ，

使巴勒斯坦一 的地 划成 马的一省，

太国完全的 亡了。以后 然 有 太

人起义复国，但从未成功。公元一三二年

后的一次反抗后， 马皇帝遂重建耶路撒



冷，并且把大批的非 太人迁往那里，使

耶路撒冷成 外教人的都市，几乎不 可

大人再去 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太人所居的巴

勒斯坦地 ，共分 三部份：北方的加里

肋亚，是耶 生长的地方 — 匝肋城的

所在地；中部的撒马利亚以及南部的 大，

其中有 太人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城。在

信仰方面，加里肋亚人和 大地 的 太

人大致保持 正的 太 统信仰，并以耶

路撒冷的圣殿 他 朝拜的中心，只有撒

马利亚人，由于 史上的某些因素，使得

他 与加里肋亚及 太人在信仰上有 多

分裂， 值得更 的解 。 

自从撒 去世以后， 达味的帝

国分裂 二，北面是以色列国，南面是

大国。以色列国包括 在的撒 利亚地 ，

的以色列君王 了防止自己的人民到

耶路撒冷去朝拜天主，因此造了两个金牛

偶像，一只放在贝特耳，一只放在丹，并

以色列人民 就是 他 出离埃及的

神。以后撒马利亚地 在亚述人和波斯人



统治的 候，都有 多的外邦人移民 去，

使宗教信仰的情形更 混 。所以到了新

期，正统的 太人竟把撒马利亚人视

外邦人 待，甚至不与他 往 ，逐

的造成撒马利亚人与 太人之间很深的

意。 住在撒马利亚的 太人仍然信奉

梅瑟五 他 的圣经，但是除此之外的

各 ，他 都不相信，并且他 也期待默

西亚的 ，但 于默西亚的性 和使命

却 有清楚的 ，耶 在自己的有生之

日，曾经在撒马利亚旅行 ，他受到不少

的 视，也受到某些人的接受和招待。在

耶 死亡复活升天后，不久耶路撒冷的教

会遭受迫害， 事斐理伯逃到撒马利亚。

他向撒马利亚人宣 福音，得到良好的反

，因此耶路撒冷的宗徒曾派遣伯多 和

若望去视察 地的教会，并使他 受圣

神。撒马利亚在公元七十年后，也与 大

地 同样的成 马的一省。 些就是在

新 期，巴勒斯坦的主要变化情形。 



三、犹太人中的各种人物 

你翻 福音 ，你曾发 在 的

太社会有形形色色的各样人物，除了一

股的小老百姓之外， 有几种地位比 特

殊的人物， 就是我 在愿意加以介

的。 

（一）法利塞人： 

首先我 介 法利塞人，在新 中我

常常看到法利塞人与耶 强烈 的描

。但是我 法利塞人的实际情形，知

道的并不很多，只有从新 ， 瑟夫的著

作以及塔尔慕经 等少 地方找到有 他

的 。他 自 是厄斯德拉先知的

承人，在宗教的信仰上，他 是一种 格

的法律主义，那就是 ，他 的宗教是以

奉行梅瑟的法律 中心，并用极 格的方

式去解 遵守法律的义务。在他 看 ，

如果以色列人遵守法律，那么统治以色列

人的 是天主，所以他 不干涉政治。

他 之所以反 哈斯摩乃王朝和黑落德，



是因 些人不遵守法律，他 既 有所

默西亚的期望，又不 那些反抗 马的

强烈民族主义者表示同情，但是由于他

格的遵守法令字面的意义，造成了相

的形式主义和 的外表的流弊，因此在

福音中遭到耶 的斥 。 

（二）撒杜塞人： 

其次我 可以看到在福音中比 活跃

的撒杜塞人，他 是一些司祭家族的 族，

或是 些 族的支持者。他 的团体是完

全宗教性而非政治性的，在信仰上他 与

法利塞人有相 的差异：他 不相信死者

的复活与天使的存在，在法律上他 也只

承 梅瑟五 而不承 后 经 的教。

个团体的 源，可能源自波斯人统治巴

勒斯坦的 候，他 大司祭是人民的

代表，于是 了司祭 的家族某种声望和

政治上的 利，后 到了哈所摩乃王朝 ，

撒杜塞人曾 统治 段，但却不能算是一

个政党。在 马帝国统治下，他 了

护自己的 利，始 与 马政府相 合作，



并且和极端民族主义的 忱者相 。

公元七十年以后， 个团体被解散了。 

（三）经师： 

在新 中的另一种重要人物是经 。

原 “经 ” 个字的本义是 的人，因

的用具很少，而且 的方法

也需要很好的技巧，所以有一种 门

的人 运而生。由于 业的 系，他 大

半都受 了比 好的教育，在新 代，

的学者和知 被 做“拉比”，

亦即是“老 ”的意思。他 的知 容主

要是法律，他 一直 法律是智慧的

晶，也因 如此，他 的法律知 使他

成 太人的 者。经 本 不一定属

于法利塞人或撒杜塞人的团体，但是在新

代大部份都是法利塞人任之。他 用

一种 格的方式 解 法律而不 人情，

因此不能合于耶 的言行， 些争 在福

音中 见不 ，我 不必一一述 ， 者

自一已去发掘吧！以上所 的几种人物

都是与耶 的，至于耶 自己的朋友，



有十二位宗徒， 于他 的事情，除了

福音以外几乎找不到什么特 的 料，所

以在此地也就不 的介 了。而保 宗

徒在新 的 程一 中 会有所介，

故 里也不 述了。 

去，我 却 有 到新 的

最重要人物耶 基督。然而整个的新 都

是 耶 而 成的， 示出 个人和他

的教 。如果要用短短的一些 形容他，

实在是力不从心；而 得 长又不适合本

的主旨，所以， 是 者在 他的

陪 人物之后， 自到福音和 信中去

找耶 基督吧！ 



第九讲 新约的形成经过 

一、对观福音的写作经过 

你翻 新 ， 始的二本

就是 、马尔谷和路加福音。 三部福

音由于 容上非常的相似，以及地理 构

的相同（就是耶 自 受了若翰洗礼以后，

从加里肋亚 始 教，然后南下往耶路撒

冷，在耶路撒冷被捕，受 、死亡、埋葬、

复活而升天），所以被圣经学家 “

福音”，因 他 可以互相 照、参 。

福音之间有很密切的 系， 了

解决 个密切的 系，近代的圣经学家曾

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但是在知道三个

福音的 作经 以前，必 先 福音形成

的三个 段有些概括的 。 

耶 自己并 有 下什么字句，他在

教 ，常常是凭着口头的宣 ， 不同

的人 不同的道理，但有 也按照听众的

需要，把相同的道理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



。他也行了各式各样的奇迹以 示他自

己默西亚的身份。他在 教生活的 始就

召叫了十二个宗徒跟随他， 了使他 成

他生活的见 ； 耶 从死者中复活以

后，也特 些宗徒，使他 成

他复活的见 人。 

耶 升天以后，宗徒 受了圣神

便到各地去 教。他 大半是 有

也不会 的 夫，只按照自己 所及

宣 耶 基督的福音， 耶 基督的言

行及他的死亡复活作 。在初期教会里由

于宗徒 特殊 人的地位，他 受到了所

有的人尊敬，但是因 那 候的教会 限

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所以每 新成立

一个教会 ，耶路撒冷城常派完徒去视察

地的教会， 予他 威的教 。后

教会愈 愈广，宗徒 无法 自到每一个

地方 道或视察，也就在 个期间，某些

片段性 宗徒 道的 逐 形成，之后，

也有所 耶 的言 集、耶 奇迹故事的

小 ，或是 耶 苦 和死亡复活经

的 始流 。 



料日益增多，而人 也 始愿意知

道更多更有系统的耶 基督的言行和经，

了民众的需要，因此才有人一面根据口

的 料，一面加上 下 的片 ，

成 今日的福音。 

在我 知道福音形成的三个大概步

之后，我 就要分析每一部福音是如何形

成的。 

第一部 成 在的形式的福音是马尔

谷福音，马尔谷曾经是保 的 教伙伴，

但后 因事和保 分手，相 他曾经是伯

多 的秘 。据 他是一位在希腊地 生

长的 太人，所以他懂希腊文， 伯多

在 马 教 ，他曾任他的 和翻 。

按照教会古老的 统， 马尔谷在 马的

期， 了听众的需要而把伯多 所 授

的道理， 集成一本 ，即是今日的“马

尔谷福音”。所以马尔谷福音主要是根据

伯多 的宣 、作 而 ，常常具有某些

目 人的 微小 ，使整个故事生动自

然， 是它的特点。但由 容 ，马尔

谷福音是最短的一部，只有六百六十 。 



至于 福音，按照 在的推 ，它

实在并非 宗徒所 ，自从教会第二世

以 ，就相 宗徒曾用阿辣美文

了一本“耶 言 集”。但是 在 部

福音却非那本阿辣美文福音的翻 本，很

可能 本用阿辣美文 成的耶 言 集被

成了各种不同型式的希腊文，而 福

音的 者也采用其中的 料， 个推

是相 可能的。 福音 有五百五十

到六百 左右，是与马尔谷福音相同的。

所以我 可推 ， 福音的作者在

作 一定参照了马尔谷福音。在 的廿

四童中曾 了耶 的末世言 ，从 些

中，似乎作者已经知道了耶路撒冷在七

十年被毁 之事，所以依照 在的推 ，

福音大 成在公元七十五年左右，

成的地点大概是巴勒斯坦北面的安提

基雅，那是一个外邦人和 太人 处的教

会。 福音的作者，一面引 明

耶 是 整个的 全，而 太民族是真

正恩 的接受人，救恩是 自 太人的；

但同 他也 有忽略耶 的救恩是 普世，



因此使 太人和外邦人在信仰上 得了平

等，和 的地位，而不会彼此争 不休。 

第三部福音，作者是一位医生，他受

高等教育，希腊文 得极 优美和流利，

他也是新 各 作者中惟一的外邦人。他

在皈依以后，曾在保 第二次 教旅行的

候陪伴他，在保 于 撒勒雅和 马坐

的 候，他也跟在身旁。他与保 的密

切 系，使得他与教会初期的各个宗徒和

重要人物 有往 ；并且相 保 逝世

后，他又在若望宗徒门下受教。他一共

了两部 ：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 。实际

上， 两部 可 是一部 的上、下两集。

第一部 是 耶 基督把福音从加里肋

亚 到耶路撒冷，并完成他的救恩的经 。

第二部 是 初期教会 ，福音怎样

始从耶路撒冷 到 世界的中心 马

止。 两部 据序言上所 ，都是路加精

心采 ， 成 ，并且都是献 一位名

叫德敖斐 的希腊人，可见得他的主要

象是 外邦人而 的。 



路加福音主要的 构是根据马尔谷福

音而 。马尔谷和路加同样的以四百 左

右 束， 见路加在 作福音 ，一定把

马尔谷福音放在眼前。路加和 也有不

少相同的 料，大 有二百三十 左右，

不 由于材料的安排次序和处理方法与

大 不同，所以圣经学家判 路加并未

直接参考 福音，而是采取了和 福

音相同的 料而已。路加和初期教会的宗

徒和重要人物 往， 他 添了不少的

特 料。其中最特 的要算路加福音第一

章和第二章耶 的童年史，供 了我

多 于圣 和耶 早期生活的重要史料。

路加是一位心地良善的人，更因 医生的

身份使他懂得如何同情人世的一切痛苦，

所以 天主的仁慈和耶 弱小人的同情

心描 得甚 ，可 是一部宣 天主

“仁慈的福音”。 

“宗徒大事 ”实际上只 了两位主

要宗徒的重要行事；前半部他 初期教

会往圣神降 之后，在耶路撒冷以及撒

利亚发展的情形，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伯



多 ，他和其他的宗徒在圣神的 下，

逐 在耶路撒冷把教会建立起 ，然后

到撒 利亚和 太境外的地方，并且打破

了 太人的 隘民族主义，把福音 到

外邦人中间。后半部的大部份都是 保

宗徒 三次 教旅行经 ，最后保 到

达 马，在那里一面坐 一面宣 福音

止。 然它不是一部完整的 史 ，但

却 献 我 多初期教会发展的 料，

是很宝 的一部 。由于在 史的次序中，

它是 接着福音中研 的事实而后发生

的，所以教会把它放置在四部福音之后。 

二、保禄书信的写作经过 

你看完了四部福音和宗徒大事 之

后，你会发 一 串的致各种不同人物的

信，它 安排 次序并非是按照年代而

是按照长短而安排的。 多信函中，按

教会的 一共有十三封信 于保 名

下，另有一封希伯 也与保 有密切的

系。我 要了解 些 信，必 保

的生平有个概括的了解。 



保 大 生在公元五至十年之间，在

希腊地 的塔尔索地方长大，年 很 的

候就被父母送到耶路撒冷的加 里耳经

门下受教，成 一个正统的法利塞人。

他在公元三十三年前后曾极力迫害教会，

后 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耶 自

使他皈依了基督，此后，他便在大马士

革及阿拉伯地方 居了三年。 

公元十年左右他 了耶路撒冷，在

曾见到伯多 宗徒。公元四十年到四

十四年左右，他回到自己的故 塔尔索定

居，公元四十四年，由于宗徒巴尔 伯的

邀 ， 他到安提 基亚， 是向外

邦人 教的一个中心，他在那里工作了两

年，到公元四十六年， 了 耶路撒冷送

济灾荒的捐款又 了耶路撒冷。 

之后，他 始了第一次到外邦人地

中的 教旅行，他从安提 基雅出发，经

色 基雅，然后到塞庸路斯 的撒拉米

和帕佛，再登上小亚 亚的大 ，就是

在土耳其所在的地方， 了贝尔德及迦

拉达地 的各城市，如 斯特辣、革尔培、



依科尼雍，然后他又回到叙利亚的安提

基雅，四十九年 他到耶路撒冷参加所

的第一次耶路撒冷大公会 ，商量决定

外邦人 教的准 ，和他 所 遵守的

矩。会 束后，他又同到叙利亚的安

提 基雅。 

四十九年冬天他又 始第二次的 教

旅行，由安提 基雅经 叙利亚到基理基

雅以及迦拉达地 的南方， 他从前建

立的 多教会，然后经 米息雅地 到特

洛阿城，在 里，路加 始加入与他 伴。

从特洛阿他第一次跨越了 琴海，到达了

洲的马其 地 ， 了乃阿 里、斐

理伯、得撒洛尼、贝洛雅、雅典而 到了

格林多，那 正是公元五十一年的 始。

在格林多他住了两年，在 儿 下了得撒

洛尼前、后 ，此后他又经 厄弗所到

撒利亚，回到安提 基雅，在那里停留了

一年半。 

从五十四年的春天，又 始了第三次

的 教旅行，他经 迦拉达地 的北面，

及夫黎基雅地 到达厄弗所，在厄弗所 ，



他 了迦拉达 ，停留于此 两年中，他

可能坐 牢，而在 中完成了斐理伯 。

在五十七年春，又 了格林多前 ，然后

从厄弗所动身到马其 地 ，并匆匆的到

格林多城作了一次短 的 后，回到了

厄弗所。但是由于某些事而被放逐回马其

地 ， 他又 了一封致格林多后 ，

自己在五十七年的冬天到达了格林多，在

停留 三个月期间 了致 马人 。从格

林多城他动身前往斐理伯，经 特洛阿、

小亚 亚、洛多、帕塔辣城回到巴勒斯坦

的提洛城，然后经 撒里亚抵达耶路撒

冷，不入后就被逮捕。 

公元五十八年到六十年，在 撒里雅

坐 入 ，六十一年春天被解送再度前往

马，途中遇到不少风险，到 马后又入

两年。 两年中曾 了哥 森 、厄弗

所 和 肋孟 ，从此以后就再也 有

于保 的正式 了，依教会中的 ，

保 在 马被 后，曾到西班牙去 教，

然后又折回东部，但只短短一停而已，可



能他在马其 地方 了弟 和弟茂德前

。 

公元六十五年左右，在特洛阿被捕而

送回 马，在 马 中 了弟茂德后 ，

最后在公元六十七年至六十八年间，

马皇帝尼 所处死。 

在保 所 的十三封 信中，得撒洛

尼前后 、迦拉达 、斐理伯 、格林多

前后 、哥 森 及厄弗所 等八封，是

他所建立的教会的 信，大半的背景

部是由于 教会有一些困 的 发生，

保 就致 地的教会予以指 。保

的 信大多分 两部份：前半部是道理的

善 ，主要是发 耶 基督所 人 救

恩的意义；而后半部多是 教会所

发生的 理 ， 予指 和教 。他并

且在 信的 始，依照 的 加上了

致侯 和 ，在 信末尾也做了一个

短的 束。 

在保 信中， 马 是一封相 特

的 信，因 封信不是 他自己建



立的教会的，而是在 备到 马 ，

先 了 封 信以 得 马信友 他的善

意。在 封信中，他长篇大 的探 天主

整个的救恩 划，实施的方式以及梅瑟法

律、信仰在救恩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可 是保 所 福音中的“大宪章”。其次

肋孟 ，是 私人的信件，提到有

蓄奴的社会 ，极富有人情味，也 初

期教会保留下 ，列 圣经。 

保 最后 的三封 信，就是弟

及弟茂德前后 。 是 他的弟子。指

他 如何管理教会，所以被 “牧函”。

些 信 我 多初期教会在 构上的

料，十分的宝 。 

保 的 些 信 然都 在福音以前，

但是由于其中很少提到耶 具体的言行，

都是在发 耶 救恩 人的意义和耶 基

督自己的使命、品位，所以可 是一种

耶 的言行与救恩的神学反省。初期教会

把它 排列在宗徒大事 之后，是非常恰

的。 



希伯 ，在字 和 作的风格上，

与其他的保 信完全不同，但是由于它

在思想上， 然的是受了保 的影响，所

以今日的学者大半以 它不是保 所 ，

而是保 的弟子 的。它的形式很像一篇

道 ， 耶 的品位和他司祭的 务，

与 的司祭相 比， 明耶 的司祭

和他所 的救恩， 超越了 ，而

且是 言的完 。 信可能是作者原

先准备宣 的道理，因 无法 自到那里

去，遂 了 篇 道 ，供人宣 ，但是

在 道的末尾也加上了 信式的 构和

候等等。至于它 作的年代和地 ，有不

少的推 ，大 是 在公元六十年到八十

年之间，收信人大概是一群曾皈依基督的

太人。至于其他方面 所知甚少。 

三、若望著作汇编写成的经过 

在新 中，有五本 是与若望宗徒有

系的：那就是若望福音、若望一、二、

三 及默示 。 



若望宗徒是耶 的弟子中最年 的一

位，在宗徒大事 里 他常常和伯多

到各地的教会视察。后 他似乎定居在小

亚 亚，曾被逮捕迫害，但未至于死地，

直到老年他和他的弟子不 的在厄弗所

布福音，得享高年而 。 

若望的三封 信，从字 和思想上

看，都 在若望福音以前。若望福音 是

若望宗徒 耶 言行的 身见 和宣 的

果。在若望福音 成以前，大 先有很

长的一段口 宣 期，在 宣 中，若

望和他的门徒不 耶 ．言行加以反省

和整理，因此若望福音的字 意义深刻，

它的 构相 的 凑而丰富。 若望福音

初稿完成后，若望宗徒就去世了，他的门

徒 搜集了 多未列入福音的 料，加上

若望的原著，改 成 在所有的福音。所

以在若望福音 密的 构中，或 你曾发

一些剪接的痕迹；其次，若望福音的第

二十一章 然是一篇后加的附 。若望福

音形成最后型式的 间，大概是在公元九

十五年到一百年左右。 



默示 ，是新 中唯一以默示 文体

所 成的一本 。所 默示 文体，就是

用不同的神视方式和各种象征的描

明天主在 史中的 划和末日的景象。实

际上，在默示 中所用的 多象征性的

字和野 等等，都是 的 实而

的。它主要是安慰那些正在受迫害的教会，

告他 ： 耶 基督和祂的教会，一

定会在迫害中 得胜利。但是它也 我

示了 在天堂上 罪羔羊和永生的胜

利， 是新 中很奇特的一本 ，有些地

方很不容易解 得清楚。按照教会的 统，

它与若望宗徒有 ，但是否由若望 自

述或由他的门徒 成， 相 的 了。 

四、其它书信的写作经过 

除了以上所 的新 各 之外，

有雅各伯 、伯多 前后 和 达 四篇，

由于 些 是 教会的公 信函，所以

从教会初期以 就被 “公函”。它 大

半都是 教会 情形：提出教理方面

的指 和 理方面的 勉。 



伯多 一 大 是伯多 的 的，

作的年代 在六十四年左右，可能发自

马，是 散居各处的基督信文的一封

信。 

然按 统 ，雅各伯 的作者就

是主的弟兄和耶路撒冷的主教，次雅各伯

宗徒，但是 在的学者大都 种 法发

生疑 。 封 信，在型式上很像一篇

道 ，主要是 巴勒斯坦以外，皈依的

太基督信徒团体。如果作者真是耶路撒

冷主教次雅各伯宗徒的 ，那么， 封信

在公元六十二年以前 成，并发自耶

路撒冷城。然而由于第二章14 至26 可

能暗示到保 的教 被人歪曲嘲笑的事，

不免使人怀疑此 实非雅各伯宗徒所 。

如此，它 在一世 的末叶或是二世

的初叶完成，可能的发信地点是加里肋亚

和叙利亚，但 些学 上的争 并不能影

响到教 本身的价值。 

教会 统的 法是 达宗徒 了 达

。可是最近的学者都以 ，它的17 提

到宗徒 用了一个 去式，所以大家怀



疑它是否 大宗徒 的。由于它的希腊文

极 流利，可见它大概是 外邦人的

信，按照今日学者 的推 ， 达 大

是在公元九十年左右 成。发信地点无法

确定，可能是在巴勒斯坦或者叙利亚。 

新 中的最后一部著作，要算是伯多

后 了，由于伯多 后 中所 斥的种

种 思想的发生 间，是在公元二世

的初叶，所以 代的学者大半都 个信

函 非伯多 宗徒所 ，而是后人托名

作的。但 一点却 毫不影响教会承 它

是 自天主，并在天主的灵感下 成的。

信中特 提醒基督信友 所拥有的高超卓

越的圣召，并 勉他 配合他 的圣召去

一个相 的生活，期待着天主国度的

。按照 在的研究，它可能 在公元一

百四十年左右，但也可能 在第一世 的

末期或第二世 的早期，学者 在 方面

很多的争 ，不能够精确的决定。 

在看完了新 的 成经 以后，

然，你会 得它 有 成经 那么

复 ，但其中也 有不少的曲折。天主以



灵感感动了新 期的初期教会，不但把

耶 的重要言行和意义用福音的方式

下 ，祂也使保 宗徒和其他新 的作者

把耶 的使命、品位、救恩及 每一位基

督信友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借着不同的

机会发 出 。 些 信著作 初期

教会所收集，奉 圣经，并形成教会日后

信仰的准 和天主启示的宝藏。 实在是

自天主莫大的恩 ，它使我 得以在日

常生活中，信仰生活中有一个确定的 范

可以遵循，也使我 日后生活的教友，可

耶 基督的言行和教 ，有一个正确的

。所以新 一位有真实信仰的人

，是 常 念，而且按它的教 在

生活中实行出 的。 



第十讲 释经学简介 

一、什么是“释经学”？ 

您知道“ 经学”是什么 ？它是一门

研究如何解 圣经中的意义的学 。 

就“ 经学” 研究圣经意义的一门科

学而言，圣经的手抄本 常把它分 三个

部门：第一， 述圣经中的不同意义；第

二， 明如何去 找一段圣经的真正意义；

第三， 出怎样才可向人 解 一段圣

经中研含的意义， 言之，亦即是向人

达圣经 息的方法。在 三个部门中，第

一和第二就是我 所要 述的：圣经各种

不同的意义，以及 经上的原 ；至于第

三个部门 涉及 代学者的意见交流和圣

经的宣 ，稍后我 略 解 。 

一般而言，若要 定一本著作的意义，

必 先明了作者在 作 的意向，即作者

愿意表达些什么。可是，圣经的作者，不

其所处的 代、表达方式、或者是思想

形 均与我 相距很 ，甚至 作者本身



的定义，以及 是作者等等亦与我 的想

法很有差异，古代 作者的 念此我

在广泛得多，不但只是 笔 的人可

作者，甚至，从未提笔 作的人也可把

著作 在他的名下。在圣经中 样的情形

见不 ，例如梅瑟五 ，今天学者 一

般的意见都 五 不是由梅瑟所 成；

又例如先知 ，其中有很多是先知的弟子

下 的。由此，我 要在圣经中查出

作者的意愿不是 的事。此外，圣经

籍的 著有些曾经 两个世 之久，一如

依撒意亚先知 ，其中不 在先知死后有

加插的篇幅，同 ，后 的 者亦有因着

某种目的和需要而修改原文，改变了作者

原意的，在此情况下， 确定作者的意向

就更 困 了。或 ，更复 困 的仍不

是上述的 ，而是在于圣经本身的特殊

形  — 它有两个作者：天主和人；要明

了作者的意向不能不追 天主 个作者愿

意表达些什么？祂的意愿是否超 圣经作

者所愿意表达的？ 此我 要研究圣经

中各种不同的意义。同 ，因 圣经是人



的 ，也是天主的 ，所以，在 经 便

要注意到一些文学上的原 ，以及神学上

的原 。 

二、释经上的几个原则 

（一）文学上的原则： 

因 圣经是人的作品，因此，在 经

上 遵守一般文学作品 意的原 ： 

1. 文法：我 留意圣经每句 的文

法 构；自然， 是指圣经原文（即

希伯 文、希腊文及阿辣美文）而

言，但 于 文中的文法亦不可忽

略。此外， 注意到句子中每个

字的 源，即所 的“ 源学”；以及

“字 学”— 即名 、形容 和代名

⋯⋯⋯等各种 类的变化。每种

言都有它特有的风格，就如中东

的 言，它常喜 用具体的事物

描 ，而忌用抽象的哲学名 。 



2. 上下文：如果我 要知道一句 的

正确意义，我 必 研究它的上下

文，即研究 句 与前后句子的

系和 构；甚至 看 句 在整

段圣经中有何意义，决不可 章取

义的 解 。在圣经中有 会发

一些字句意思不大清楚，那 我

就 参考圣经中 处相 的字句。

例如要清楚（ 十一：18）的意思，

参照（ 三：4）以及（路七：

33）。 

3. 用的成 和修 学：研究圣经千

万不可强解经意， 明白圣经所用

的古代 和成 ，并且 有一般

修 学的知 ，知道什么是反 法、

喻意法、夸大法、 法等。有

是 同一句 ，但如果用喻意

法 表达就和用反 法 表达的意

思完全不相同了。 



4. 思想形 与文学类型：我 知道

作者 某个 的 念和看法，

尤其是 注意到同一的作者在不同

的作品上所表达的一 思想，譬如：

若要明白默示 中“婚筵”的意义，先

明白若望福音中的“婚筵”；或者，

若要了解若望福音中“婚筵”的意义，

必 明了作者 古经中“婚筵”的看

法。其次，圣经的每位作者，都是

用了 地通用的 作形式

表达， 此，圣经 部巨著便包合

了各式各样的文学类型，有通俗的。

亦有特殊的。要了解作者所 达的

信息，必 研究作者借以表达信息

的媒介 — 文学类型。 

5. 有助于 找圣经意义的各门学 ：

最后，我 借助于 史学、考

古学、地理学和心理学。因 ，

史学能帮助我 了解圣经的政治和

事等 ；考古学能助人明白每

个 代的家庭、社会和各宗教的背



景与 ； 及地理学，它帮助我

了解圣经所述各地的交通、气候、

地 、以及出 等；心理学本 就

是研究人的学 ，它能帮助我 了

解作者的见解、经 、思想和感情，

也能帮助我 明白犯罪、悔 等心

理 程。 

（二）神学上的原则： 

圣经既是天主的启示，我 便 遵守

一些神学上的原 ： 

1. 以经 经：首先， 在新 的

光照下 解 ， 表新 ，而

新 是 的 。 懂得天主在

中所行的一切，必 在新 耶

基督身上去了解， 样，我 才

能在 多的 史事件上发掘出救恩

的意义。其次，在解 圣经 ，

量用圣经 解 圣经，例如用保

解 保 ；就是 我

保 的整个思想及其神学。 



2. 圣 和教父 一致的解 ：在解

圣经 ， 注意到教会一 的信仰，

即所 的“ 承”我 不但不可相反圣

经明文 的道理，同 ，也不可

以 反 承，因 ，圣 和圣经都

是 自同一天主的启示。其次，

教父 在信德和 理方面 某经句

的一致解 ，我 亦 接 ，因

教父是圣 的 递人。 

3. 教会的 ：圣经由天主委托

教会保管和解 ，因此，只有教会

才有 解 圣经，我 信友 服从

教会的指示。那么，我 如何才可

得知教会 圣经的意见呢？通常可

从三个方式知道：第一，教会在大

公会 中的 极肯定，就是：教会

明白地 某句圣经 如此如此解

；比方特利 大公会 （一五四

五∼一五六三。正式 明了若望福

音三章五 的意义： 洗的材料

是水；用 廿六章廿六 明



耶 真实 在于圣体 ；又用雅各

伯 五章十四 明了耶 建立病

人傅油圣事。第二，教会在消极方

面的否定：就是 教会宣布某句圣

经不含 个或那个意义；例如特利

大公会 若望福音六章五十四

不含有 圣体圣血的命令。不 ，

教会用上述的方式 决定经句意义

的次 并不多。第三，宗座圣经委

会：教会于一九二○年成立了一

个宗座圣经委 会， 个委 会的

定 并非是不能 的，但它委真是

圣经研究的指南和灯塔，我 信友

有义务服从它的 示。 

4. 信仰上的类比（或类推）：如果

某一经句有疑 ，可看教会 一般

信德道理的 法，因 圣经上的真

理和教会 的信道都 源于同一的

天主，所以在真理与真理之间不会

互相矛盾。 



三、圣经中各种不同的意义 

天主愿意表达些什么？祂的意向是否

超 人的意向？ 解答 个 ，我 必

走 圣经中看看它各种不同的意义。在

任何的 籍中，每一句 都有它一定的意

义，但圣经的作者既是天主，所以圣经中

除了圣经作者所 意表达的思想即“字意”

以外， 有一些更深的意义，即 意义

和 象意义， 些意义唯有圣经才有，

于圣经的意义大概可分 （一）字面意义，

（二）借用意义，（三） 意义，（四）

象意义。 

（一）字面意义： 

字面意义 之 “字意”，就是每个

字在字典上所有的意义。例如耶 ：“我

的肉是真实的食品”，照字意 看，耶

真的叫人吃祂的肉。字意可分 “本意”和“非

本意”两种：本意是 ， 怎样 便怎样

懂；非本意是 接字意 懂 的意义；例



如“手臂”，在古经中是指天主的能力。非

本意包括： 

1.“ 喻”— 如翅膀是保护之意。 

2.“比喻”— 用一种故事的体裁 明一

端真理，如善心的撒 黎雅人；比喻可

能是 造的，亦可能是一件事实。 

3.“寓言”— 粹是 造的故事；例如把

动物或植物 作会 的人。 

4.“象征意义”亦是非本意的一种，它借

行动或事物 表达一个思想，例如耶

：“你 去告 只狐狸”（路十三：

32），在 里耶 明明用狐狸 指黑落

德王，而非指一只四足 的狐狸；又例

如阿希雅先知把新衣撕作十二份，象征

南北国的分裂（列上十一：30∼32），

此外，圣经中的某些 目字往往亦含有

象征的意义，譬如七和十是象征完 之

意。 



（二）借用意义： 

所 借用意义，即在某种情况下，有

人借用了圣经的 表达一个思想，而

个思想与圣经作者原 所要表达的不同，

“不同”不在 的本身，而是在于借用

句 的人有 的意向，以及在 者的解

上。 

在圣人 用弥撒经文中可找到很多借

用意义的例子，例如圣 用弥撒经文，

其 台咏的 端是：“（天主）在集会中，

使他（本瞻礼日的圣人） 口发言，”

句 本 是德 篇十五章五 的“在集会

中，（智慧）使他 口发言。” 

又例如在圣女小德肋撒瞻礼日的弥撒

经文中，其 主咏 ：“天主引 她和教

她，保护她如同保护眼中的瞳孔，又如

同老 伸展祂的翅膀，收容她在祂的翼下，

祂把她背在自己的翼上，唯 天主 自

了她。” 段取自申命 卅二章十至十

一 的 ，本 是描 雅威在 野中 以

色列民的照 的，但在礼仪中却被巧妙地



借用在圣女小德肋撒身上。借用意义 非

圣经的意义，但如果 用得好也很有价值。

（三）圆满意义： 

所 意义，是指在字义下更深一

的意义， 意义在天主以灵感推动作者

圣经 已包含在经句 ，它超 作者的

理智，是作者在 作 未曾意 到或想到

的。 意义 要在圣经的整体中 了解，

部份且 要有新的启示才可懂得，例如依

撒意亚先知 所描述的“上主的仆人”，作

者在 作 也不知道 个“仆人”就是指新

中的耶 基督，后 ，启示一步一步的

发展，到了初期教会才明确地看出 上主

仆人乃指耶 基督。又例如 世 天主

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作者 样 可能是

人有灵性，但在新 启示下的我 知

道 句 的 意义是 人因着 而得

以成 天主完美的肖像。 

（四）预象意义： 



象意义是指圣经中所 的某些人、

事物、行动等除了它本身原有的字意以外，

指向另一个更高的事实；而 些人、事

物、行动必 与 更高的事实之间有“相

似”的 系。例如在“出谷 ”中，“ ”是

以色列民的一种天降食粮，到了若望福音

第六章， 便成 了圣体的 象；又例

如洪水是圣洗的 象；亚 是耶 的 象；

默基瑟德是耶 大司祭的 象⋯⋯等。无

如何， 象意义必然是因着两个事实之

间的相同与相似而 生的，而且也只有圣

经才有 象的意义。 象意义是真正的圣

经意义，并非由人所 造，我 之所以知

道 或新 中某经句有 象意义是 自

耶 、宗徒、教父以及教会 的 果，

非由人推理得 。 

四、如何向人讲解圣经 

在此我 亦稍 一些有 向人解

圣经意义或宣 圣经的原 ： 



在 人 解圣经 ， 解的人首先

把握住一段或一句圣经的“字意”，明了

段圣经的思想，它成 的背景等。由此，

它要求解经的人具有一些 门的背景知，

譬如他 知道哪一段圣经有原文的 ，

哪一句圣经的思想与 的圣经章 相同；

如果在解 一段圣经 ，能指出经上所

的事情的 史背景和地理 境， 更能

帮助听众了解 段圣经的意义。 

例如在 解若望福音第四章 ，若不

出撒 黎雅人的 史背景和雅各伯井的

源，听众很 明白耶 与撒 黎雅 人

的 ；又如果人 想了解格林多 信中

保 的思想，他必 格林多教会的

有一点了解。 

最后， 解圣经的人 按经句的字意

把解 配合到人的生活上，使听众感到圣

经的 与他 有切身的 系，不 ，

小心，不可把一段圣经 于主 地发 ，

以致使人感到你不是在 解圣经，而是在

宣 个人的意见。 



其实，圣经的 本身就富有生命和动

力，在人心中，圣经的 有如种籽，若人

努力 找它的意义，有一天它必要发芽滋

长。 

于学者 的意见及他 研究的 果，

我 明智地予以采 或摒 ，注意教会

各种意见的反 和 度，但 避免 尤

与不及； 尤就是不管教会的 示（自然，

些 示不是用不 宣布的）凡新学

皆接受；不及就是故步自封，把一切合理

的、有建设性的理 都摒 于外。 

其实，圣经中的 甚多，有待学者

的努力研究，以求解决，只要研究出

的 果并不 反教会的信仰，他 的 献

常有 极的价值。 

一九六四年四月廿一日宗座圣经委

会 发了一个名 “福音的 史真理” ，

是 代研究圣经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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