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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已经很难查考，
旧约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都是在
写出来不久，被认出是神的启示、默示，
就被诵读、抄写，放在圣殿、会幕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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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相信，伟大的文士以斯拉 457BC 把旧约编辑出来的，
 并不是圣经直接交代的，像玛拉基书还在写作当中
并不是圣经直接交代的 像玛拉基书还在写作当中
 为什么以色列人这样相信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圣经根据…
拉七6、10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

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定志考究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尼八1-3
尼八1
3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如同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给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从清早到晌午，
，
，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
以斯拉有上帝给他特殊的恩赐，
，
有 情 有
不但孰悉圣经，而且有热情、有能力。
以色列人相信以斯拉是旧约的总编辑是很有道理。

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申四2 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旧约是
是一卷一卷这样形成以后，就被当做圣经，
卷 卷这样形成以后，就被当做圣经，
开始在圣殿、会幕、教导的场合被诵读。

第一世纪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提到：
波斯
波斯王亚达薛西执政、也就是以斯拉的时候，
薛 执政 也 是以斯拉的
旧约已经编辑完成，有二十二卷，
现代的圣经学者
经学 E. J. Young 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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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旧约分成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歌，
有很重要福音书的根据 耶稣自己讲的
有很重要福音书的根据，耶稣自己讲的…
路廿四44b 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讲到他自己，

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
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约瑟夫还有一段论到旧约圣经很重要的话：
「虽然从亚达薛西王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历史记录，
「虽然从亚达薛西王到现在 我们有很多历史记录
最熟悉的就是两约之间的次经、旁经、伪经…
但并不像先前祖宗所写的廿二卷那么有权威
但并不像先前祖宗所写的廿二卷那么有权威，
因为从那时起，并没有严谨的先知传承。
所有犹太人从出生就尊重而且持守这些书卷，
所有犹太人从出生就尊重而且持守这些书卷
必要时甚至乐意为它们而死。」
 两约之间的作品跟以斯拉之前的作品，是天壤之别
两约之间的作品跟以斯拉之前的作品 是天壤之别
 明确区分，对旧约的权威跟地位做了很高度的肯定

七十士译本希腊文旧约 (Septuagint, LXX)
250BC 埃及王托勒密二世，

邀集犹太大祭司以利沙，从犹太十二支派中
邀集犹太大祭司以利沙，从犹太十
支派中
各选出六位长老来翻译旧约圣经，
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当时流行的希腊文，
 这些文士年纪都很大，很多人翻译一半就被主接去了，
就由另一些文士接棒
就由另
些文士接棒，前后大约
前后大约一百年之久
百年之久
 大约有七十位的文士合作，把整套的旧约翻译成希腊文
那时犹太人已经亡国、分散各地，
不会希伯来文，翻成当时的文字很有必要，
 让犹太人读得懂旧约
 让非犹太人，他们懂希腊文，
也可以读得懂旧约

传统的、犹太教用的希伯来文旧约，是二十四卷，
跟现在基督教用的三十九卷 排列顺续 太 样
跟现在基督教用的三十九卷，排列顺续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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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约之间，旧约的旁经 apocrypha、次经、伪经 pseudepigrapha
约瑟夫提到：小先知以后上帝不再有任何的默示，
上帝不讲犹太人自己讲，就产生两约之间好些作品 —
完成于 300BC – AD100，约十五卷旁经或次经，
 准确反映两约之间宗教、政治、社会情况，
有不少真实史料、很有价值的教训
 也有真理上的错误，
也有真理上的错误
如准许自杀、为死人祈祷、历史记载的错误
因为不是神所默示 特别保守的
因为不是神所默示、特别保守的，
犹太教、基督教不接受
两约之间的作品是正典。
两约之间的作品是正典
还有一些假冒亚当、以诺、摩西、以斯拉
还有
些假冒 当、以诺、摩 、以斯拉
的名义来写的，被称为「伪经」。

耶稣降生的时候，
希伯来文的旧约三十九卷，
都已经很明确，而且流传好几百年
 希腊文的旧约七十士译本
却不只三十九卷，
包括了十几卷的次经

今天天主教 ─ 罗马公教，旧约有四十六卷，
除了三十九卷、另外还有七卷，就是
十九卷
卷
多俾亚传、友弟德传、马加伯上、
马加伯下、智慧篇、德训篇、巴路克书。



犹太教做了分辨，
 出于先知的旧约、两约之间的次经
是有做分辨的
 次经后来被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错误，
原来天主教的圣经包含很多卷次经，
渐渐把一些次经挪开了

怎么看待两约之间的这些作品？
 次经、旁经意思是一样的
次经 旁经意思是 样的
 伪经是假冒先知名义写的，新约、旧约都有
提到四点关 次经跟基督教会的关系
提到四点关于次经跟基督教会的关系…
一、初期教会的领袖，也就是教父们，
、初期教会的领袖，也就是教父们，
 熟悉两约之间的作品，偶尔会引用
 主耶稣、使徒、其他的新约作者基本上都不引用，
只有少数两、三次，没有违背圣经真理的范围，例如︰
犹9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
犹9a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

这件事情旧约没有记载，是次经的记载，
犹大书竟然有这么一句话，
 次经不是百分之百错误，也有些是对的、被引用
经 是 分
误， 有 是对 、 引
 但是地位不能跟旧约三十九卷相提并论

为什么十几卷七十士译本的次经
为什么十几卷七十士译本的次经，
收留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
却是剩下七卷的旧约次经呢？
卷
 两约间的作品并不是出于上帝的默示、圣灵的保守，
有很多人为的错误，所以不好意思放在圣经里面，
渐渐挪开，到现在剩下这七卷


会被留下来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这七卷有些内容是在支持天主教教义的，
就是
有 内容是在支持天主教教义的，
跟基督教不一样，就是根据这些次经

二、初期教会接纳次经，认为有参考的价值，
会对新约圣经的背景 犹太社会 有更丰富的了解
会对新约圣经的背景、犹太社会，有更丰富的了解。
 犹太教却不接纳，虽然七十士译本有十几卷
两约之间的作品
两约之间的作品，可是并没有把它当做圣经
是并 有
 改教运动之后，改教家跟犹太教标准的旧约，
一致认为次经只是参考书，不是圣经
三、清教徒运动
、清教徒运动 ─ 英国
英国改教运动后所产生第二波的运动，
教
后所产生第 波的运动，
 英国的改教因为不彻底、是出于皇帝，
并不想完全照圣经来改，
清教徒运动继续来洁净教会
也
也一致反对把次经纳入圣经正典，
致反对把次经纳入圣经正典，
例如西敏信条就很清楚的说 ─
两约之间的作品只能当人的作品，
不能当做神的作品

四、近代正统的基督教学者也一致同意，
 次经不能当做圣经、不能纳入圣经正典
经
经
经
 可以当做参考书，因为有很丰富的参考材料，
帮助我们认识圣经的背景、史地的资料，
对于两约之间、第一世纪的情况，
有很丰富的参考价值
正如西敏信条所说 ─ 把它当做人的作品，
把它当做人的作品
 人的作品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求神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
求神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
知道那些比较对、那些可能是写错了
连那 写对的 等级 还没有达到
连那个写对的，等级也还没有达到
超自然启示、神的默示、特殊启示，
旧约那么高的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