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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教的角度视之，神的选民复国意味着基督给教
会的普世宣教大使命总结性的时刻已经来到。当使徒们在
耶稣升天前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
吗？”（徒1:6），在主耶稣的回答里，提到一个时间，就
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
极，作我的见证。”（徒1:7-8）那也就是主在先前所预言
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
期才来到”（太24:14）之时。由此可知，福音普世遍传与
以色列复国是互相印证的。这也与使徒保罗的预言相符，
他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
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11:25-26）若教

基 督教信仰不是一套思想理论，而是根据神藉着祂

会不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他们怎能得救呢？因此，笔者深
信，向犹太人宣教是今日基督教会不容推卸的当前急务。

所拣选的一个独特民族所显明出来的，这民族就是以色列
人，也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因此基督徒与以色列人有独特

然而，人们对以色列人却持有极端的看法。教会圈内

的关系，这是不容否认的。以色列是《圣经》的一大重

的观点也相差甚巨。按笔者粗略浅见，今天世人对以色列

点，是神给人的启示中重要的一部分，不了解以色列就难

人的态度可分成5种：

以明白《圣经》。以色列在《圣经》末世预言中占有关键
地位，尤其是活在以色列复国时代的教会，更须正确地了
解以色列与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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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兰教徒

距今三千多年前，希伯来人出埃及这件大事，吸引了

自1948年复国以来，以色列就成为全球伊斯兰教国家

当代列国人的眼球，让世人注意到一个独特的族群开始登

最憎恶的对象。因为他们视以色列人如盗匪，强占巴勒斯

上世界舞台了。20世纪以色列奇迹性的复国，犹太人从天

坦土地并把80万阿拉伯人驱离家园成为难民，直到今日！

的四方回归列祖的故土，情景犹如三千多年前的出埃及重

若做得到，许多穆斯林恨不得将以色列人全都灭绝！伊朗

现，再次吸引了全世界人们惊讶的眼光；并且归回的人数

前任总统阿曼迪内贾德及现任总统鲁哈尼皆可作为其代表

超过出埃及的人数，以致人们不再记念出埃及的事。（耶

人物。他们最大的心愿是要看到以色列国“从地图上被擦

16:14-15）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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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基督徒
一般的非基督徒对以色列人不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因

四、相信今天的以色列人仍是神的选民，但与自
己无关的基督徒。

本来就毫不相干。虽也有人会对以色列人过去的遭遇和现

他们只是接受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基督

在的处境，有表示同情的，也有认为不值得同情的；对犹

徒的一个信仰知识。但他们认为这个知识与自己并无直接

太人的成就与作为，有钦佩的也有憎恶的、有称赞的也有

关系。他们冷眼旁观，等着看神如何在以色列人身上成就

咒骂的……但都不会认为与自己有切身关系；他们只站在

祂的预言与应许。

一旁观看、批评，如此而已。

三、不相信今天的犹太人仍是神的选民的基
督徒

五、相信今天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并且相
信今天的教会对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
使命的基督徒。

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与任何其他的种族并无分别。以

他们坚持相信，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的地位从来没

前，他们曾经是神的选民，但因背弃神，今天已被神弃

有改变！教会与以色列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与责任；不是

绝。他们的地位已被教会取代，今天教会才是真以色列

血缘关系也不是政治责任，而是属宗教性，是与神及祂的

人，才是神的选民！这叫“替代神学”（Replacement

救恩计划有关的！另一方面，过去两千年来，教会与犹太

theology），由初代教父传承下来，成为许多“宗派”教

人的关系极其恶劣，教会曾经把极大的苦难与痛苦加诸在

会的立场观点。对他们来说，今天以色列国的兴亡、犹太

他们身上，内中包含着极大的误解、偏见与罪恶。今天是

人的死活，都与他们无关。许多基督徒到以色列旅游，只

教会应主动寻求与犹太人和好的时候。近年来已有不少教

兴趣于以色列的土地与古迹，对那些亡国两千年后再回到

会与信徒，尝试与犹太人重新建立关系，并关心他们的得

以色列地的亚伯拉罕子孙，则毫不关心，也不爱他们。有

救问题；虽大多的犹太人会对此嗤之以鼻，但这不应阻止

些仍然把他们当作是杀害基督的凶手看待，认为他们受苦

我们努力去传。

受害是应受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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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就是尝试为犹太人及犹太教作个简介，让

的帮助，谨藉此向他们深致感谢。在互联网上，笔者也有

想进一步了解今日的犹太人及他们的宗教状况者提供些许

幸拜读诸多各地学者们的作品，及聆听“油管”上的课程

参考。本书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希望让更多华人教会同工

（其中从拉比 Henry Abramson 博士的授课获益良多）；

及信徒，透过明白过去教会与犹太人的交会历史，而对神

此外，也从许多犹太拉比们及基督教学者们的演说与辩论

的选民产生多一份的关注与关怀。因此本书内容分上下两

中获得许多的学习。严格来说，笔者仅是从诸多学者的洞

篇：上篇简介犹太人与犹太教，下篇简述教会与反犹。有

见及所提供资料加以整理编辑，许多部分只算是“编写”

关犹太复国及建国史从略，读者可参阅陈业宏教授著有的

而非“创作”，希望有助于华人同工及信徒查阅，从中对

《铁树开花——以色列复国的神迹与圣经的应许》及《犹

犹太人的过去与现今状况及其与教会的关系有一点粗枝大

太人不死的秘密——从亡国、流放万国到复国》二书。

叶的了解。

笔者坚决相信，神丝毫没有改变祂的心意与计划——

笔者由衷庆幸，深深感恩，能活在如此神奇的时代，

以色列人永远是神的选民！神在以色列人身上仍有未完成

坐在电脑前便能洞察全球概况、汲取所需信息，甚至能随

的计划。按《圣经》的教导，今日的教会对复国的以色列

时坐在名家大师面前听课！诚憾未克一一致谢，谨在此向

人有特别的责任与福音使命，那是不容我们推卸的。唯愿

所有帮助笔者完成此书的人表万分感激，愿主厚恩赐福诸

众教会同工与信徒，皆同来关心神的选民。

位。

诚如《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The

在此也要特别向与笔者同心关怀神的选民，主内敬爱

story of the Jews-Finding the Words，BC1000-

的同工——陈业宏教授、陈金狮博士、陈紫兰宣教士及王

CE1492）的著者西门·沙马教授（Prof. Simon Schama）

美锺院长，为本书撰序，谨此深表感谢。还须一提的是多

所言：“凡敢于探究犹太历史的人就应该清楚，他所要面

次与“以色列福音差会”（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

对的是卷帙浩繁、堆积如山的各种文献经典。”笔者身为

的犹裔总主任施定邦牧师（Rev. Joseph Steinberg）的畅

教会牧者，写作只属业余；要写像这样一本小书，也须参

谈，让我获得不少今日犹太人的第一手资料及了解犹太人

阅不少相关著作、网络资料（维基百科Wikipedia，是我每

的现况，谨此一并致谢。

天都要求教数回的“老师”），包括文字作品及视频（尤
其是“油管”Youtube，尤为管用）。在中文书藉方面，中
国的徐新、黄陖渝及张倩红三位大师的著作给予笔者最大

杨

禄

2018年7月31日
马来西亚，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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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他们仍是神的选民。神给他们的应许，仍必须应验，先知

犹太教的形成（一）

论到神选民的预言仍要兑现，神的教会必须爱他们，关怀
他们。因此，我们必须对犹太人及他们的信仰，力求客观
与正确的认识，才能以正确的心态，用合宜的策略与方
法，去向他们见证基督与传讲福音。
要了解今日的犹太人与犹太教，必须从旧约《圣经》
时代开始，直到今天犹太人与神的关系、在历史上所受到
的各种影响与冲击，尤其是数千年来所受的诸般苦难，如
火的熬炼，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心灵、不断地塑造着犹太

大 多数的基督徒对犹太人及其宗教信仰的了解，仍

人的思想型态。

停留在《圣经》中的以色列人。许多人以为，今日的犹太
人与二千年前圣经中所记述的以色列人，不但在种族上相
同，在宗教信仰上也是一样的。因此，常听一般基督徒
说：“犹太人今天还停留在旧约时代，还在严格遵守律
法。”但这与今日犹太人在宗教上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首先，圣殿早已被毁，祭司与利未人也已失去踪迹，摩西
律法中大量有关献祭以及与祭司有关的条例也都早已无法
遵行了，今日犹太人如何能再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那般
守律法呢？

今天我们都可轻易获得一本新旧约《圣经》，难免也
会犯上一个简单的错误想法，就是以为旧约的以色列人都
有如我们所能享有的《圣经》（旧约）知识！以为他们个
个都熟悉摩西五经、都读过历史书、都晓得诗歌书及先知
书！似乎犹太人都是旧约专家！事实上，旧约时代的一般
人几乎皆属文盲或半文盲。只有几类人能跻身知识份子之

另一方面，今天住在以色列国境内、定居在北美以及

流，诸如王室与贵族、祭司与文士、先知与拉比等人。但

散居在全球各地的犹太人，在信仰与文化上，已不能一概

不识字并不等于无知。以色列人自古以来，便非常注重教

而论。今天的犹太人在宗教信仰立场及犹太各教派之间的

育，儿童很早便开始学习摩西的律法。但他们无法拥有个

差别极大，犹太教徒包括从无神论者到严格遵守613条诫命

人的书卷，只能靠老师口授，用耳去听闻，用心去记住所

者 、从拒绝《塔木德》的卡拉派到相信生死轮回的“卡巴

听的教导。从旧约至新约皆是如此，如〈启示录〉第2及第

拉”神秘主义者；他们并不单纯。但是神并未弃绝他们，

3章中多次出现的一句话：“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

1

1.《妥拉》共包含613条诫命，首先由第三世纪的拉比辛箂（Rabbi
lai）提出来，但仍有争议。
10

① 旧约的以色列人宗教状况

Sim-

应当听。”（而不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经，凡有眼的，就
应当读”）。一般人皆无法直接阅读他们的经书，因此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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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启示的律法与先知话语（先知书直到约主前200年方编

对以色列族整体而言，另有几个重要的基本信仰原

犹 太 史 与 犹 太 教

入《圣经》正典，更非为一般人所普遍知晓）的知识仍属

则。首先，他们认定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以撒、雅

十分有限。

各的后裔；按肉身，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他们以作为神特

但神的智慧显明在祂为祂的子民所定的几项条例上，
让以色列人在宗教上仍能建立恒久共识，产生坚强的民族凝
聚力，直到今日。这些条例包括每位男丁出生后第八日受割
礼、每周守安息日、每年向神守节3次：逾越节、五旬节与
住棚节、遵守只吃洁净的食物、每日念颂“示玛”——“以
色列啊，当听！耶和华是神，是独一的主。”（申6:4），
并将“示玛”置于家门及城门上，随时教导子女念颂并紧记
在心。此外，“十诫”也是以色列人从小牢记，一生牢守的
诫命。基本上，那就是旧约时代，自摩西至被掳时代的以色
列人的个人信仰基本内容。相信这也是提摩太的祖母与母亲

选的子民（The Chosen People）为荣。同时，他们永远
记念神曾与他们的祖先立约，神所立的约是永约，是永远
有功效的。以色列人认定自己是神的约民（The Covenant
People）。再者，神藉着摩西赐下律法（Torah）给他们，他
们视神的律法《妥拉》为大地的根基，而他们是《妥拉》的
继承者及保管者，他们因此被称为“圣书之民”（People
of The Book）。这些就是犹太人最基本的自我定位：他们
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太3:9）、神的选民、神的约民以及圣
书之民（罗9:4-5），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是犹太人，就必然
是神国的子民，都必有份于神的家及来世的应许。

从小就教导他牢记在心的犹太人的基要信仰，成为他对真神
的信心基础（提后1:5）。

② 披掳后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改变
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圣殿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护
犹太人正将内中藏有
“示玛”（S he m a）经文的
“门柱圣卷”
（Mezuzah）钉
在门边（注意：
“门柱圣卷”
必须向内倾斜，象征神与
祂的话要进入这家）。在
以色列，无论是耶路撒冷

卫长尼布撒拉旦焚燬（王下25:8-9），圣殿众器物能带走
的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圣地、圣殿、圣民（与神立约的
子民）原是犹太人宗教信仰的三大核心。如今圣殿被毁、
圣地被占、圣民被掳，使犹太人不得不在本身的宗教信仰
上重新作出重大的反思：犹太人如何能在无圣殿、远离故
土的异国他乡，继续保持与神和好并持续与神有正常相交
的关系？

城门或普通酒店房门，皆
有“门柱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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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圣民的犹太人，虽遭遇如此重大打击，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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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拉比犹太教的起源与发展

信心仍不致被摧毁或丧失。因为他们深信神仍会因神所拣
选的列祖而垂顾他们，神也必保守祂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诸

由两约之间开始，“犹太教”随着历史的发展，演

约。并且，更实在的，就是他们还有神所赐的《圣经》！

变至今，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更是一种民族文化。

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万般艰辛中，仍尽所能地

如犹太教“重建派”倡导者摩迪凯·卡普南（Morderchai

把他们的“圣经”带去，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及圣卷（包
含诗歌书、智慧书等）。同时，有点出乎预料之外的是，
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特别是在波斯帝
国时期）。他们在那里所能获得心灵最大慰藉的就是仍可
聆听神的话，就是透过祭司与文士把律法书念给他们听。
在巴比伦的文士，除了抄写《圣经》外，也要负起讲解《圣
经》的工作。
流亡于异地的犹太人，为了维系本身的种族与信仰特
征，他们尽所能地遵照摩西的律法指示去行，诸如严格遵守
婴孩割礼、每周谨守安息日、尽可能地按摩西律法所规定的
去遵守一年中各个节期、只吃合乎律法《利未记》洁净条例
的食物等。有点讽刺的是，以色列人在本国享有完全自由

Kaplan，1881-1984）所言“犹太教是一种不断演进的宗教
文化，也是正在逐渐伸展开来的民族文明。”他认为犹太
教是一种进化的文明，神、《妥拉》与犹太人是构成它的三
大平等的要素。神虽不变（但犹太人对神的观念仍不断在
变），《妥拉》与人却须随时代处境而改变，犹太教成为
一个不断在“进化”的宗教文化。许多犹太人，包括拉比
们，以此为荣，认为那才是一个“活”（指能与时俱进，
能不断作出调适改变的意思）的信仰！希伯来联合学院—
犹太宗教学院第八任院长（2001年）拉比埃伦森（Rabbi David Ellenson）说：“今天的拉比只有‘有影响力的权
威’”，换句话说，今天的犹太教在宗教信仰的教义上已
失去绝对的权威，因为犹太教本身仍不断地进行着改变。之
所以会形成如此的犹太教观念，就必须回到历史去探索。

时，在守律法及各宗教规条的事上十分松懈（常受到先知的

虽然一般论到犹太人宗教的起源，都会溯源至他们

责备），反倒是在失去自由，成为流放异地之民时才变成严

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及形成十二支派的以色列族

守律法，严奉妥拉条例的犹太人。同时，祭司与文士开始著

长。同时，也必须了解以色列人从列祖时期到公元初世纪

手编撰摩西五经，将之正典化而成为《妥拉》（Torah）。

亡国为止，两千年的民族与国家历史。也就是基督教旧约

当犹太人归回圣地之时，旧约正典已大致完成。据犹太人的

《圣经》从创世记到玛拉基书（若按犹太人的圣经《塔纳

说法，摩西五经，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

赫》“Tanakh”，则是从创世记到历代志下）所包含的以

记〉、〈民数记〉以及〈申命记〉，都是由以斯拉作最后编

色列历史。但严格地说，在《圣经》旧约时期，实际上仍

辑而才成为《妥拉》正典的。同时，以斯拉也整理了犹太人

未有“犹太教”的概念。因此，更实际些，论到犹太教，

的编年史，即〈历代志上、下〉。

还是应从两约之间讲起。因那才是一般人所说的“犹太
教”始源。有者则称《圣经》时期的犹太人信仰为“圣经

基本上，“圣经犹太教”至此为止。接下去的便是被
称为“拉比犹太教”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14

犹太教”（Biblical

Judaism），两约之间才兴起的犹太宗

教体系为 “拉比犹太教”（Rabbinic Juda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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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约之间”

处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下, 直到公元前 332年波斯帝国被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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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为止。
从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的400多年，按基督教观点称之
为“两约之间”时期（Intertestamental Period）。但对

波斯帝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多元民族混杂的帝国, 各民

犹太人而言，那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他们称那段时期为

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帝国各地族群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及文

“第二圣殿”时期，就是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后重建圣殿

化上的沟通。波斯军队的组织成员，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

开始，直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为止的那一段时期。若要了

的波斯子弟兵，其他大部分是各地佣兵，对波斯国缺乏向

解犹太教以及随后产生的基督教，就必须先对这段时期所

心力。当亚历山大的大军压境时，波斯军队多半没有抵抗

发生的事及其深远影响有所认识。

的决心，导致诺大的波斯帝国在短期间瓦解烟灭。然而波
斯王朝能统治这么广大的帝国达两百年之久，大体上维持

两约之间时期常被称为“静默的四百年”（The 400
years of silence），那是指在那段日子里没有先知兴起，
也没有从神而来的默示，就如《圣经》的旧约与新约之间
的空白之页。然而，在那段年日里，犹太人遭遇各种外族
的统治，有时所受的压迫并不低于先前的亚述与巴比伦帝
国的压迫。先知但以理早在主前6世纪就在所受的启示中预
示了犹太人即将面对的遭遇：神的子民将被波斯、希腊及
罗马帝国统治（但7-11章）。
犹太人与外邦统治者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冲突，以及犹
太人相互之间，因外来势力的干扰所造成的摩擦，促使了
原本十分团结的犹太人，分裂为不同的宗教集团和党派，
同室干戈，自相残杀，最终铸成主后初世纪的亡国惨剧。

了安定与繁荣，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各地宗教皆以尊重
态度对待。然而波斯帝国的宽容统治，也促进了占统治地
位的波斯文化对其他各族文化的交流和冲击，引向同化方
向。那为数不多被掳的犹太群体的处境又如何呢？他们是
否经得起强势的波斯文化的冲击与影响？
波斯的官方宗教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是基督教诞生之前在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
帝国的国教，也是中亚等地的宗教，也是摩尼教（Manichaeism）之源。中国史称祆（Xian）教、火祆教、拜火
教。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宗教。它认为，世界上有善恶
二神，善神代表真理、光明和正义；恶神则是黑暗之神、
邪恶之神。善恶二神始终处于斗争之中，但在世界末日，
善神最终会战胜恶神而实现世界的太平与公正。

2、波斯统治时期

16

弱小的犹太民族生活在琐罗亚斯德教占统治地位的文
化环境中，犹太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琐罗亚斯德教的影

自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 犹太民族的主体就一直生活

响，而琐罗亚斯德教许多更重要的观念影响了后来的各民

在新巴比伦王国的统治下；主前539年，巴比伦帝国被波斯

族的宗教信仰。诸如天堂、地狱、天使、末日审判等末世

王西流士（Cyrus，《圣经》的古列王）所灭，犹太民族就

原素都在各地的宗教信仰上留下印记，包括犹太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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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受到波斯二元论及各种异教观念的影响与压

领袖身上。这正是文士以斯拉

力之下，要如何才能抗衡并保守本身的传统信仰呢？历史

登上以色列历史舞台的重要时

显示，直到《妥拉》的正典化定型，才使犹太教在思想上

刻。

确定了耶和华上帝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唯有主耶和华上
帝才是真正的亘古常在，永恒不变者。这时的犹太教才能
确切地拒绝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主义观。犹太人对耶和华
上帝的认识，由部落神、国族神直到此时才真正地定位为
独一、至高、全能的神。

以斯拉身兼祭司与文士
二职，但他作为王室文士的身
份更熟为人知。以斯拉是一位
“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神
所赐摩西律法书”（拉7:6）。
当时的波斯亚达薛西王对他

④《妥拉》的正典化
当波斯帝国的西流士王允许流放的犹太人归回本土，
大部分的犹太人并不愿回到如今已是极为荒凉的故土。他
们大多已成为第二代的侨民，许多都已落地生根，过着相
对安定舒适的生活；有些甚至已跻身上层社会，在商业、

十分敬重，“允准他一切所求
的”（拉7:6b）。他以祭司、

文士以斯拉像

文士及王的特使身份，在归回
的犹太群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与他同工的还有
一位作为省长的尼希米，并获得撒迦利亚、哈该及玛拉基
三位先知的支持。

经济甚至政治领域里占有一席之位，如《圣经》所提到的

被掳归回的犹太群体原是一批“粗俗的半文盲”，

但以理、尼希米以及末底改等人皆成为统治层高级人员。

可能也不乏一些小财主，因在归回者中也包括七千多位的

选择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也并不意味他们只贪恋眼前而漠

仆役以及二百多名“歌唱的男女”！（尼7:67）因此在归

视作为神选民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也是在遵守着先

回群体的社区生活中仍充斥着放高利贷、强取豪夺穷人土

知耶利米的教导，因为按〈耶利米书〉第29章所指示，犹

地、娶外邦女子以及干犯安息日等事（参〈尼希米记〉）。

太人当在被掳到之地安居，生儿育女，生养众多，并要为
那地求平安（耶29:4-7）。从数百年后出版的《巴比伦塔
木德》的内容可知犹太人在当地曾享有的优越地位。

因此，归国领袖们在重建圣殿、重修城墙的同时，
也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宗教教育。毕竟以色列人还是神的
选民与约民——这在犹太属灵领袖们的心中是最清楚的。

18

然而对那些满腔热忱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又

以斯拉作为归回的犹太人宗教领袖，趁着新建祭坛落成之

当如何去面对一个崭新的开始呢？过去犹太人的宗教生活

时，召集全会众在耶路撒冷水门宽阔之处，将他从被掳之

是以圣殿为中心，而祭司则是主导者。如今耶路撒冷满目

地带回来的摩西律法书在全会众面前展开，“他一展开，

疮痍，几乎一无所有。大家自然把目光转向领他们回国的

众民就都站起来”（尼8:5）。以斯拉“从清早到晌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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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

人。”以斯拉也因此被称为“犹太教之父”。从以斯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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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听。”（尼8:3）。然后，以斯拉在尼希米的陪同下，向

始，文士的地位大大提升，因为他们是《妥拉》的守护

全民讲解律法书并呼吁百姓悔改。听见律法书上的话的犹

者、阐释者，也是传承者。到了公元初世纪，文士的地位

太人都哭了。于是，以斯拉打铁趁热，让全会众立下一个

才被“拉比”取代，而“圣经犹太教”逐渐转型成为“拉

庄重的盟约，并让所有的民间领袖、祭司及利未人都签上

比犹太教”。

名。这次的聚会及签约（尼9:38），标志着律法书对犹太
民族实施无形统治的开始。同时，也成为后来犹太“大公
会”（Sanhedrin）的雏型。

犹太人的宗教重心也由
此从圣殿与献祭为中心，转为
以圣书《妥拉》为导向。宗教
领袖也由祭司与先知转为文士
与律法师。而文士的地位不断
被提高，他们对律法的讲解也
被视为带着属灵权柄，同时另
一种新权威也逐渐形成，就是
口传律法（Oral

Laws），也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古人的遗
传”（可7:3、5）。这一切转
变正是把以色列人的《圣经》
信仰导向“犹太教”的启端。
《妥拉》的正典化定型是

一位犹太人正在阅读
展开的《妥拉》。

在犹太民族文化深受波斯文化
文士以斯拉向归回的犹太人宣读律法书。

影响的波斯帝国时期。《妥拉》的权威地位的确立，是通
过以斯拉改革完成的。《妥拉》权威地位的确立, 奠定了犹
太民族的坚定宗教立场，《妥拉》是犹太教不可摇动的基

20

以斯拉在奠立《妥拉》为犹太教的中心地位的贡献是

石。摩西五经在波斯时期才以完整的形式，被接纳为犹太

无人可比的；尤其是当犹太人正处于最失落和迷惘之际，

人无可争议的准则。由此，犹太教被视为“圣经宗教”，

他为犹太教重新确立了方向。因此，以斯拉在犹太人眼中

犹太人被称为“经书之人”（People of The Book）。后来

可与摩西相提并论，被称为“第二摩西”。甚至，犹太人

伊斯兰教徒皆以此称犹太人与基督徒。《塔木德》中的犹

认为“如果没有摩西，以斯拉也会将上帝的律法交给犹太

太传统认为由以斯拉奠定的希伯来《圣经》各书都是神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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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也都是正典。正是由于以斯拉开创的《妥拉》统

此后，犹太人的信仰不单以《圣经》为依据，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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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使回归者变成了犹太人，从此以后，犹太人不是以国

的还须按拉比的讲解与阐释为准。因此，基督徒试图按严

籍,甚至也不是按种族区分，而是以遵守《妥拉》为依据。

谨的释经法向犹太人讲解旧约也难以让他们接受，因为他

这是以色列历史的巨大分水岭，在以后的日子里，其前途

们更相信《圣经》必须按他们的拉比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是明确的。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外来文化的侵蚀，在很大
程度上促使犹太民族进行文化抗争和保持本民族文化与特

犹太教并非《圣经》的信仰，而是犹太拉比的宗教。

征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他们能够保存本民族特征，延
续几千年不被其他民族同化的重要原因，因为犹太民族
是“一部书的民族”，这部书就是他们的圣书希伯来《圣
经》，而他们《圣经》的核心正是《妥拉》，即《摩西五
经》。
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看到环绕在祂周围的是一
群非常严格（至少他们的表现是如此），力求遵守律法的
犹太人。这与四百年前初次归回的犹太人差异极大。以斯
拉在塑造“守律法的犹太人”的形象方面，居功厥伟。以
斯拉不但编辑五经，将妥拉

一位聚精会神誊写律法书的犹太文士。

正典化，并且讲解教导犹太人
将律法应用到生活的细节上；
同时，以斯拉大大地提升了文
士阐释经文的权威。这种权威
也逐渐转移至后来的犹太宗教
导师“拉比”的身上；拉比自
抬身份，以先知自居，导致犹
太人认为拉比的教导也是由神
而来，不低于先知所领受的默
示；到了公元初世纪，犹太人
一位头戴“经文匣”
（Tephilin）的犹太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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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已逐渐被定位为“拉比
犹太教”了。

一个栩栩如生的文士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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