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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约之间的政治、文化
两约之间 ─
 介于旧约、新约之间，四百年的发展历史
介于旧约 新约之间 四百年的发展历史
 福音书导读许多历史、文化背景，

与两约之间息息相关
 上帝没有赐下任何的默示、兴起任何先知，
但发生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发生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南国犹大 ─ 上帝的子民
帝 子民

两约之间的政治 ─ 被掳时期
南国首都耶路撒冷被灭、圣殿被毁、犹太人被掳，是因为
南国首都耶路撒冷被
圣殿被毁 犹太人被掳 是因为 ─
犹太人从国王到百姓不仅陷在拜偶像的罪里，
社会 公 义 法治道德沦丧 假先知 处横行
社会不公不义、法治道德沦丧、假先知四处横行。
但二32
上帝施行管教，为要让他的子民能够归回。
 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三次被掳)
 主要仇敌 ─

新巴比伦帝国

新巴比伦帝国
605-539BC

被掳
归回

异邦统治的试炼
复国

但七4

被掳之先，上帝兴起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多方劝导…
纵使子民不听，所有预言都提到上帝记念与子民的约 ─
神一定会做一件新事，让他们经历归回。

两约之间的政治 ─ 归回时期

两约之间的政治 ─ 归回应许之地的试炼生活

犹太人被掳之后，在亡国之恸里开始弃绝偶像崇拜，
犹太
被掳
亡 之恸
弃绝偶像崇拜
 犹太社群归回到应许之地，
虽曾陷在离婚、另娶外邦女子的罪中，
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没有回到偶像崇拜的生活
 希腊时代叙利亚的安提阿古四世欺压 ─
但二32
逼他们吃猪肉、用猪肉献祭、玷污圣殿，
逼迫犹太人向偶像献祭…

但十一3-4

波斯帝国

538-330BC

恩待犹太人

但七5

归回之后，犹太人没有活在拜偶像的罪里。

两约之间的政治 ─ 复国时期
安提 古 世
安提阿古四世非常邪恶
─ 但七8 生出来说狂妄话的小角。
说狂妄话的小角
莫顶老祭司马他提亚为首的哈斯摩尼家族揭竿起义，
 三子犹大带领下，革命成功，摆脱叙利亚的统治
 犹大战死沙场，二哥西门继承
 西元前 142 年脱离叙利亚的异邦统治，

建立主权完全自由的犹太人新国度
 西门的儿子约翰许尔堪一世，
建立哈斯摩尼王朝
哈斯摩

但二32

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
他的国必破裂，…却不归他的后裔。

希腊帝国

亚历山大大帝横扫近东世界，
 当时欧亚非
当时欧亚非三洲已是他的囊中物
洲已是他的囊中物
 32-33 猝死
 四大将军割据四块领域


亚历山大大帝
331-168BC

但七6
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 ─
用严厉的手段管理犹太人 进行希腊化运动；
用严厉的手段管理犹太人，进行希腊化运动；
安提阿古四世 (伊比芬尼)欺压犹太人，污秽圣殿、
禁止行割礼、守安息日，逼他们向偶像献祭…



埃及的多利买王朝彼此相争 善待犹太人

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地，不得安宁，
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地
不得安宁
应验 但十一5-45 南方王、北方王之间的争战



两约之间的政治 ─ 罗马帝国时代
哈斯摩尼王朝建国之后，
哈斯摩
朝
陷入内讧与权力斗争…
 西元前 63 年被罗马大将军庞贝征服，
再次沦为附庸国
 西元前 37 年屋大维谏请罗马元老院，
将巴勒斯坦分封给犹太人的世仇 ─
以东人的后代以土买人大希律
 大希律攻下耶路撒冷，开展邪恶统治

但二33

但七7-8

罗马帝国
168BC 476AD
168BC-476AD

 在此之前，发生凯撒大帝、埃及艳后的故事，
 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大希律时期，

还拥有残存势力
 有一位公主马利安，
嫁给曾想要屠杀伯利恒城婴孩的大希律王

屋大维就是凯撒的养子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
统治的时代

两约之间的政治 ─ 罗马帝国时代
为反应政治议事，有政治党团兴起…
政治议事
政治党
1. 奋锐党 ─ 主张以流血革命夺回国家主权，
热切盼望弥赛亚国度临到
2 希律党 ─ 希律家族的犹太拥护者，
2.
希律家族的犹太拥护者
 透过屋大维所赐统管巴勒斯坦的势力，
以继承方式 统管犹太人
以继承方式，统管犹太人
 是一群见风转舵的政治投机份子，
诳称政治弥赛亚国度已藉由希律王朝临到
 当耶稣出来传道，千方百计想除掉耶稣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
可三6 法利赛人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可八15 耶稣说：「你们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太二二16

两约之间的文化 ─ 语言
耶稣时期的犹太地已有三种语言分布 ─
1. 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拉丁文
2 巴勒斯坦一带犹太人日常使用的
2.
巴勒斯坦 带犹太人日常使用的亚兰文
3. 通行全罗马帝国的通用希腊语
新约时期的圣地居民通常讲亚兰文，
采通用希腊文 ─ 比较白话，作为书写体裁，
区别当时雅典使用的古典希腊文。
今天的希腊话 跟古典 通用希腊语已经不同
今天的希腊话，跟古典、通用希腊语已经不同。
彼拉多把「犹大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写在木牌上、安在十字架，
这三种名号是用拉丁文、希腊文、
希伯来文 ─ 应该是亚兰文所写的。

约十九20

两约之间的文化 ─ 语言
1. 亚兰文
兰文 ─ 米索不达米亚肥沃月弯 (两河流域)的语言，
语言，
 又称叙利亚文或迦勒底文，跟希伯来文相近
 被掳后，犹太人在异乡开始受到亚兰文教育陶冶，
在母语希伯来文之外，通晓亚兰文
 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采亚兰文，记述巴比伦宫廷的故事
2 希腊文 ─ 新约就是用希腊文写的，
2.
新约就是用希腊文写的
亚历山大征服中东后，在各地推行希腊化运动，
成为巴勒斯坦地使用语言之
成为巴勒斯坦地使用语言之一
3. 拉丁文 ─ 在耶稣时期，罗马帝国
征服欧亚非三大洲，推广到所统治的地区
 普遍性在巴勒斯坦地区，不及亚兰文、希腊文
普遍性在巴勒斯坦地区 不及亚兰文、希腊文
 马可福音中用了几次拉丁文的词汇

两约之间的文学 ─ 旧约圣经的集成
可能是被掳归回期间 由文士以斯拉集成完毕
可能是被掳归回期间，由文士以斯拉集成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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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八5a 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
拉七6

与耶稣同时期犹太古史历史学家约瑟夫说：参陈润棠《新约背景》
我们犹太人只有廿二卷书含有各时代的历史，我们相信是从上帝而来，
 其中五卷是摩西所写，内含摩西律法、人类起源与后代历史，
直到摩西死时为止
 摩西以后的先知们，相继写下摩西至亚达薛西王之间的历史，
摩西以后的先知们 相继写 摩西至 达薛西 之间的历史
(亚达薛西是波斯君王) 各记自己时代的事迹，共有十三卷
 其余四卷，含有对神的赞美诗与道德训示
 自亚达薛西王至今的历史 (次经) 也被记下来，但是这些记载
不足以跟上述各卷书相比，因为上述那种先知已经不再出现
我们对经书的态度 可用下述事实说明 自 达薛西王至今
我们对经书的态度，可用下述事实说明：自亚达薛西王至今，

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人敢任意加添或减少里面的音节。

两约之间的文学 ─ 希伯来文圣经的分类
用希伯来文所写下，我们称之为旧约圣经…

律法书
书
摩西五经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先知书
前先知书
约书亚记
士师记
撒母耳记
列王记
后先知书
赛、耶、结、
何、珥、摩、
俄、拿、弥、
鸿、哈、番、
该 亚 玛
该、亚、玛。

两约之间的文学 ─ 希腊文版本的七十士译本

圣卷
著作
约伯记
诗篇
箴言
传道书
雅歌
耶利米哀歌
但以理书
历代志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两约之间的文学 ─ 次经 Secondary scripture
 时间：西元前200年到西元100年之间
时间 西元前200年到西元100年之间
 作者：无从考查，有些作者假托古代圣贤之名撰述
 共有十四卷，又称作「
共有十四卷 又称作「旁经」，意思是「隐藏」，
」 意思是「隐藏」

主要记载两约之间与耶稣时期的故事
 内容：
内容 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多比传、犹滴传、便西拉智训、
所罗门智训、以斯得拉一书、以斯得拉二书、巴录书、耶利米书信、
玛拿西祷文 三童子之歌 苏撒拿传 彼勒与大龙 以斯帖补篇
玛拿西祷文、三童子之歌、苏撒拿传、彼勒与大龙、以斯帖补篇

 文学性质多元，包含传奇人物刻划、希腊哲学思想、

启示文学，可以
启示文学
可以一窥两约之间历史背景
窥两约之间历史背景、信仰光景
信仰光景
 希伯来旧约圣经 把次经摒除在正典之外
 七十士译本 把次经列为旧约圣经的附录
 天主教圣经 把部份次经列入，
有炼狱 为死人祷告 向圣人祈祷等说法
有炼狱、为死人祷告、向圣人祈祷等说法
 新教徒 次经摒弃于正典之外，可以做资料参考

试炼时期，南方王朝、北方王朝之间的相争…
西元前三世纪南方埃及多利买王朝
多利买二世在位时，
号召一群人翻译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
到西元前 150 年，完成所有经卷的翻译。

七十士译本 ─
 源自古老传说，相传是由七十二位犹太专家，

在七十二天之内翻译完整本旧约圣经
在七十二天之内翻译完整本旧约圣经…
把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希腊文圣经应是可信，
这本希腊文圣经简称为七十士译本 LXX
 成为耶稣时期通用犹太社区的版本，
包括路加 希伯来书作者 都采用七十士译本
包括路加、希伯来书作者，都采用七十士译本，
作为引述旧约经典的版本

两约之间的文化 ─ 他勒目 Talmud
犹太口传律法，也就是拉比们对摩西律法的解释。
圣殿被毁后，犹太人崇拜中心从圣殿转向会堂，
被毁后，
中
转向会 ，
 圣殿被拆、被毁…
 聚会、信仰的核心，已经转移到 ─
在会堂里传讲、解释上帝的律法
当一些犹太人归回后，
文士以斯拉向他们讲解神的律法，
 后代文士又再细分成 613 条诫命，
这些解释的内容就形成了《他勒目》
 亦即犹太人在耶稣时期
奉守的「古人遗传」之
奉守的「古人遗传」之一

两约之间的文学 ─ 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二十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
1947 年春天，一位阿拉伯牧羊人在寻找失羊时，
无意中在死海西北边的山谷发现了昆兰洞穴，
放了珍藏二千多年的古瓮，里头藏着
珍
─
除了《以斯帖记》外，旧约圣经手抄本，
尤以《以赛亚书》最 完整，
尤以《以赛亚书》最为完整，
称为「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没有被发现前，最古老的旧约圣经抄本 ─
西元九百年的马索拉抄本，
二者相距一千一百多年。
二个抄本相互比对，误差竟微乎其微，
可见古人抄写圣经的严谨跟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