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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福音書時代背景、歷史文化、政治情勢

解析不同作者的寫作風格、文學特徵、神學主題

歸納出屬靈涵意，帶出聖經真理的教導

兩約之間的政治、文化兩約之間的政治、文化

兩約之間 ─

介於舊約、新約之間，四百年的發展歷史

福音書導讀許多歷史、文化背景，

與兩約之間息息相關

上帝沒有賜下任何的默示、興起任何先知，

但發生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

南國猶大 ─ 上帝的子民
被擄

歸回

異邦統治的試煉

復國

兩約之間的政治 ─ 被擄時期

南國首都耶路撒冷被滅、聖殿被毀、猶太人被擄，是因為 ─

猶太人從國王到百姓不僅陷在拜偶像的罪裡，

社會不公不義、法治道德淪喪、假先知四處橫行。

上帝施行管教，為要讓祂的子民能夠歸回。

主要經歷三個階段 (三次被擄)
主要仇敵 ─ 新巴比倫帝國

被擄之先，上帝興起先知以賽亞、耶利米，多方勸導…
縱使子民不聽，所有預言都提到 上帝記念與子民的約 ─

神一定會做一件新事，讓他們經歷歸回。

新巴比倫帝國
605-539BC

但二32

但七4

兩約之間的政治 ─ 歸回時期

猶太人被擄之後，在亡國之慟裡開始棄絕偶像崇拜，

猶太社群歸回到應許之地，

雖曾陷在離婚、另娶外邦女子的罪中，

從以斯拉記、尼希米記，沒有回到偶像崇拜的生活

希臘時代敘利亞的安提阿古四世欺壓 ─

逼他們吃豬肉、用豬肉獻祭、玷污聖殿，

逼迫猶太人向偶像獻祭…
波斯帝國
538-330BC
恩待猶太人

但二32

歸回之後，猶太人沒有活在拜偶像的罪裡。

但七5



兩約之間的政治 ─ 歸回應許之地的試煉生活
但二32

但七6

但十一3-4 必有一個勇敢的王興起，執掌大權…
他的國必破裂，…卻不歸他的後裔。

亞歷山大大帝橫掃近東世界，

當時歐亞非三洲已是他的囊中物

32-33 猝死

四大將軍割據四塊領域

希臘帝國
亞歷山大大帝
331-168BC

善待猶太人

敘利亞的西流古王朝 ─

用嚴厲的手段管理猶太人，進行希臘化運動；

安提阿古四世 (伊比芬尼) 欺壓猶太人，污穢聖殿、

禁止行割禮、守安息日，逼他們向偶像獻祭…
埃及的多利買王朝彼此相爭

猶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地，不得安寧，

應驗 但十一5-45 南方王、北方王之間的爭戰

兩約之間的政治 ─ 復國時期

安提阿古四世非常邪惡 ─ 但七8 生出來說狂妄話的小角。

莫頂老祭司馬他提亞為首的哈斯摩尼家族揭竿起義，

三子猶大帶領下，革命成功，擺脫敘利亞的統治

猶大戰死沙場，二哥西門繼承

西元前 142 年脫離敘利亞的異邦統治，

建立主權完全自由的猶太人新國度

西門的兒子約翰許爾堪一世，

建立哈斯摩尼王朝

一直到耶穌基督降生、大希律時期，

還擁有殘存勢力

有一位公主馬利安，

嫁給曾想要屠殺伯利恆城嬰孩的大希律王

兩約之間的政治 ─ 羅馬帝國時代
但二33

但七7-8

羅馬帝國
168BC-476AD

哈斯摩尼王朝建國之後，

陷入內訌與權力鬥爭…
西元前 63 年被羅馬大將軍龐貝征服，

再次淪為附庸國

西元前 37 年屋大維諫請羅馬元老院，

將巴勒斯坦分封給猶太人的世仇 ─

以東人的後代以土買人大希律

大希律攻下耶路撒冷，開展邪惡統治

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

正是羅馬帝國統治的時代。

在此之前，發生 凱撒大帝、埃及豔后的故事，

屋大維就是凱撒的養子

兩約之間的政治 ─ 羅馬帝國時代

為反應政治議事，有政治黨團興起…

1. 奮銳黨 ─ 主張以流血革命奪回國家主權，

熱切盼望彌賽亞國度臨到

2. 希律黨 ─ 希律家族的猶太擁護者，

透過屋大維所賜統管巴勒斯坦的勢力，

以繼承方式，統管猶太人

是一群見風轉舵的政治投機份子，

誑稱政治彌賽亞國度已藉由希律王朝臨到

當耶穌出來傳道，千方百計想除掉耶穌

太二二16 就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
可三6 法利賽人同希律一黨的人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可八15 耶穌說：「你們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兩約之間的文化 ─ 語言

3. 拉丁文 ─ 在耶穌時期，羅馬帝國

征服歐亞非三大洲，推廣到所統治的地區

普遍性在巴勒斯坦地區，不及亞蘭文、希臘文

馬可福音中用了幾次拉丁文的詞彙

1. 亞蘭文 ─ 米索不達米亞肥沃月彎 (兩河流域) 的語言，語言，

又稱敘利亞文或迦勒底文，跟希伯來文相近

被擄後，猶太人在異鄉開始受到亞蘭文教育陶冶，

在母語希伯來文之外，通曉亞蘭文

但以理在但以理書採亞蘭文，記述巴比倫宮廷的故事

2. 希臘文 ─ 新約就是用希臘文寫的，

亞歷山大征服中東後，在各地推行希臘化運動，

成為巴勒斯坦地使用語言之一

兩約之間的文化 ─ 語言

耶穌時期的猶太地已有三種語言分佈 ─

1. 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拉丁文

2. 巴勒斯坦一帶猶太人日常使用的亞蘭文

3. 通行全羅馬帝國的通用希臘語

新約時期的聖地居民通常講亞蘭文，

採通用希臘文 ─ 比較白話，作為書寫體裁，

區別當時雅典使用的古典希臘文。

約十九20 彼拉多把「猶大的王，拿撒勒人耶穌」

寫在木牌上、安在十字架，

這三種名號是用拉丁文、希臘文、

希伯來文 ─ 應該是亞蘭文所寫的。

今天的希臘話，跟古典、通用希臘語已經不同。

兩約之間的文學 ─ 舊約聖經的集成

可能是被擄歸回期間，由文士以斯拉集成完畢…

拉七6 這以斯拉從巴比倫上來，他是敏捷的文士，

通達耶和華 ─ 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

尼八5a 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

與耶穌同時期猶太古史歷史學家約瑟夫說：參陳潤棠《新約背景》

我們猶太人只有廿二卷書含有各時代的歷史，我們相信是從上帝而來，

其中五卷是摩西所寫，內含摩西律法、人類起源與後代歷史，

直到摩西死時為止

摩西以後的先知們，相繼寫下摩西至亞達薛西王之間的歷史，

(亞達薛西是波斯君王) 各記自己時代的事蹟，共有十三卷

其餘四卷，含有對神的讚美詩與道德訓示

自亞達薛西王至今的歷史 (次經) 也被記下來，但是這些記載

不足以跟上述各卷書相比，因為上述那種先知已經不再出現

我們對經書的態度，可用下述事實說明：自亞達薛西王至今，

有很長的時間，沒有人敢任意加添或減少裡面的音節。

兩約之間的文學 ─ 希伯來文聖經的分類

用希伯來文所寫下，我們稱之為舊約聖經…

律法書

摩西五經

創世記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先知書
前先知書

約書亞記
士師記
撒母耳記
列王記

後先知書
賽、耶、結、
何、珥、摩、
俄、拿、彌、
鴻、哈、番、
該、亞、瑪。

聖卷

著作

約伯記
詩篇
箴言

傳道書

雅歌

耶利米哀歌

但以理書

歷代志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兩約之間的文學 ─ 希臘文版本的七十士譯本

試煉時期，南方王朝、北方王朝之間的相爭…
西元前三世紀南方埃及多利買王朝

多利買二世在位時，

號召一群人翻譯舊約聖經，翻成希臘文，

到西元前 150 年，完成所有經卷的翻譯。

七十士譯本 ─

源自古老傳說，相傳是由 七十二位猶太專家，

在七十二天之內翻譯完整本舊約聖經…
把希伯來文聖經譯成希臘文聖經應是可信，

這本希臘文聖經簡稱為七十士譯本 LXX
成為耶穌時期通用猶太社區的版本，

包括路加、希伯來書作者，都採用七十士譯本，

作為引述舊約經典的版本

兩約之間的文學 ─ 次經 Secondary scripture 

時間：西元前 200 年到西元 100 年之間

作者：無從考查，有些作者假託古代聖賢之名撰述

共有十四卷，又稱作「旁經」，意思是「隱藏」，

主要記載兩約之間與耶穌時期的故事

內容：馬加比一書、馬加比二書、多比傳、猶滴傳、便西拉智訓、

所羅門智訓、以斯得拉一書、以斯得拉二書、巴錄書、耶利米書信、

瑪拿西禱文、三童子之歌、蘇撒拿傳、彼勒與大龍、以斯帖補篇

文學性質多元，包含傳奇人物刻劃、希臘哲學思想、

啟示文學，可以一窺兩約之間歷史背景、信仰光景

希伯來舊約聖經 把次經摒除在正典之外

七十士譯本 把次經列為舊約聖經的附錄

天主教聖經 把部份次經列入，

有煉獄、為死人禱告、向聖人祈禱等說法

新教徒 次經摒棄於正典之外，可以做資料參考

兩約之間的文化 ─ 他勒目 Talmud

當一些猶太人歸回後，

文士以斯拉向他們講解神的律法，

後代文士又再細分成 613 條誡命，

這些解釋的內容就形成了《他勒目》

亦即猶太人在耶穌時期

奉守的「古人遺傳」之一

猶太口傳律法，也就是拉比們對摩西律法的解釋。

聖殿被毀後，猶太人崇拜中心從聖殿轉向會堂，

聖殿被拆、被毀…
聚會、信仰的核心，已經轉移到 ─

在會堂裡傳講、解釋上帝的律法

兩約之間的文學 ─ 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二十世紀重大的考古發現…
1947 年春天，一位阿拉伯牧羊人在尋找失羊時，

無意中在死海西北邊的山谷發現了昆蘭洞穴，

放了珍藏二千多年的古甕，裡頭藏著 ─

除了《以斯帖記》外，舊約聖經手抄本，

尤以《以賽亞書》最為完整，

稱為「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沒有被發現前，最古老的舊約聖經抄本 ─

西元九百年的馬索拉抄本，

二者相距一千一百多年。

二個抄本相互比對，誤差竟微乎其微，

可見古人抄寫聖經的嚴謹跟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