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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形成
舊約
的形成

舊約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已經很難查考，
舊約並不是在短時間內形成的，都是在
寫出來不久，被認出是神的啟示、默示，
就被誦讀、抄寫，放在聖殿、會幕裡面…
出廿五16 必將我所要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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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百姓齊聲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
摩西將耶和華的命令都寫上。
申四2 所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
好叫你們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

舊約是
是一卷一卷這樣形成以後，就被當做聖經，
卷 卷這樣形成以後 就被當做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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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相信，偉大的文士以斯拉 457 B.C. 把舊約編輯出來的，
 並不是聖經直接交代的，像瑪拉基書還在寫作當中
並不是聖經直接交代的 像瑪拉基書還在寫作當中
 為什麼以色列人這樣相信呢？有兩個很重要的聖經根據…
拉七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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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志考究
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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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前的寬闊處，
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

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
給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面前，從清早到晌午，
聽
會
前
清
午
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讀這律法書，眾民側耳而聽。
以斯拉有上帝給他特殊的恩賜，
不 孰悉聖
不但孰悉聖經，而且有熱情、有能力。
有熱情 有能力
以色列人相信以斯拉是舊約的總編輯是很有道理。

開始在聖殿、會幕、教導的場合被誦讀。

第一世紀偉大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提到：
波斯王亞達薛西執政、也就是以斯拉的時候，
舊約已經編輯完成，有二十二卷，
現代的聖經學者 E. J. Young 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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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舊約分成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詩歌，
有很重要福音書的根據 耶穌自己講的
有很重要福音書的根據，耶穌自己講的…
路廿四44b 耶穌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講到祂自己，

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
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約瑟夫還有一段論到舊約聖經很重要的話：
雖然從亞達薛西王到現在，我們有很多歷史記錄，
「雖然從亞達薛西王到現在，我們有很多歷史記錄，
最熟悉的就是兩約之間的次經、旁經、偽經…
但並不像先前祖宗所寫的廿二卷那麼有權威，
因為從那時起，並沒有嚴謹的先知傳承。
所有猶太人從出生就尊重而且持守這些書卷，
必要時甚至樂意為它們而死。」
 兩約之間的作品跟以斯拉之前的作品，是天壤之別
 明確區分，對舊約的權威跟地位做了很高度的肯定

七十士譯本希臘文舊約 (Septuagint, LXX)
250 B.C. 埃及王托勒密二世，

邀集猶太大祭司以利沙，從猶太十二支派中
邀集猶太大祭司以利沙
從猶太十二支派中
各選出六位長老來翻譯舊約聖經，
從希伯來文翻譯成當時流行的希臘文
從希伯來文翻譯成當時流行的希臘文，
 這些文士年紀都很大，很多人翻譯一半就被主接去了，
就由另 些文士接棒，前後大約 百年之久
就由另一些文士接棒，前後大約一百年之久
 大約有七十位的文士合作，把整套的舊約翻譯成希臘文
那時猶太人已經亡國、分散各地，
不會希伯來文，翻成當時的文字很有必要，
 讓猶太人讀得懂舊約
 讓非猶太人，他們懂希臘文，
也可以讀得懂舊約

傳統的、猶太教用的希伯來文舊約，是二十四卷，
跟現在基督教用的三十九卷
跟現在基督教用的三十九卷，排列順續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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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約之間，舊約的旁經 apocrypha、次經、偽經 pseudepigrapha
約瑟夫提到：小先知以後上帝不再有任何的默示，
上帝不講猶太人自己講，就產生兩約之間好些作品
上帝不講猶太人自己講
就產生兩約之間好些作品 —
完成於 300B.C. – A.D.100，約十五卷旁經或次經，
 準確反映兩約之間宗教
準確反映兩約之間宗教、政治、社會情況，
政治 社會情況
有不少真實史料、很有價值的教訓
 也有真理上的錯誤，
如准許自殺、為死人祈禱、歷史記載的錯誤
因為不是神所默示 特別保守的
因為不是神所默示、特別保守的，
猶太教、基督教不接受
兩約之間的作品是正典。
兩約之間的作品是正典
還有一些假冒亞當、以諾、摩西、以斯拉
還有
些假冒亞當 以諾 摩西 以斯拉
的名義來寫的，被稱為「偽經」。

耶穌降生的時候，
希伯來文的舊約三十九卷，
都已經很明確，而且流傳好幾百年
 希臘文的舊約七十士譯本
卻不只三十九卷，
包括了十幾卷的次經

今天天主教 ─ 羅馬公教，舊約有四十六卷，
除了三十九卷、另外還有七卷，就是
多俾亞傳、友弟德傳、馬加伯上、
馬加伯下、智慧篇、德訓篇、巴路克書。



猶太教做了分辨，
 出於先知的舊約、兩約之間的次經
是有做分辨的
 次經後來被發現有很多的問題、錯誤，
原來天主教的聖經包含很多卷次經，
漸漸把一些次經挪開了

怎麼看待兩約之間的這些作品？
 次經、旁經意思是一樣的
次經 旁經意 是 樣
 偽經是假冒先知名義寫的，新約、舊約都有
提到四點關於次經跟基督教會的關係…
一、初期教會的領袖，也就是教父們，
初期教會的領袖 也就是教父們
 熟悉兩約之間的作品，偶爾會引用
 主耶穌
主耶穌、使徒、其他的新約作者基本上都不引用，
使徒 其他的新約作者基本上都不引用
只有少數兩、三次，沒有違背聖經真理的範圍，例如︰
猶 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
猶9a
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

這件事情舊約沒有記載，是次經的記載，
這件事情舊約沒有記載
是次經的記載
猶大書竟然有這麼一句話，
 次經不是百分之百錯誤，也有些是對的、被引用
經不是百分之百錯誤 也有些是對的 被引用
 但是地位不能跟舊約三十九卷相提並論

為什麼十幾卷七十士譯本的次經
為什麼十幾卷七十士譯本的次經，
收留在天主教的聖經裡面，
卻是剩下七卷的舊約次經呢？
 兩約間的作品並不是出於上帝的默示、聖靈的保守，
有很多人為的錯誤，所以不好意思放在聖經裡面，
漸漸挪開，到現在剩下這七卷


會被留下來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這七卷有些內容是在支持天主教教義的，
就是這七卷有些內容是在支持天主教教義的
跟基督教不一樣，就是根據這些次經

二、初期教會接納次經，認為有參考的價值，
會對新
會對新約聖經的背景、猶太社會，有更豐富的了解。
背景
會 有 豐富
解
 猶太教卻不接納，雖然七十士譯本有十幾卷
兩約之間的作品，可是並沒有把它當做聖經
 改教運動之後，改教家跟猶太教標準的舊約，
一致認為次經只是參考書，不是聖經
三、清教徒運動
三
清教徒運動 ─ 英國改教運動後所產生第
英國改教運動後所產生第二波的運動，
波的運動
 英國的改教因為不徹底、是出於皇帝，
並不想完全照聖經來改
並不想完全照聖經來改，
清教徒運動繼續來潔淨教會
也
也一致反對把次經納入聖經正典，
致反對把次經納入聖經正典
例如西敏信條就很清楚的說 ─
兩約之間的作品只能當人的作品
兩約之間的作品只能當人的作品，
不能當做神的作品

四、近代正統的基督教學者也一致同意，
 次經不能當做聖經、不能納入聖經正典
 可以當做參考書，因為有很豐富的參考材料，
幫助我們認識聖經的背景、史地的資料，
對於兩約之間、第一世紀的情況，
有很豐富的參考價值
正如西敏信條所說 ─ 把它當做人的作品，
把它當做人的作品
 人的作品我們不能完全相信
 求神讓我們有分辨的能力，
求神讓我們有分辨的能力
知道那些比較對、那些可能是寫錯了
連那個寫對的，等級也還沒有達到
超自然啟示、神的默示、特殊啟示，
舊約那麼高的等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