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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圣经翻译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优秀的译文应该是完美的交
流。译者所关注的一直是怎样象原作当年那样有效而自然地把圣经著者的寓
意传达给读者。忠于原作的译文不是仅仅在字句上与字典一一对应。这是一
个表达原作寓意的加工过程，其表达形式不但要与原作意思相同，而且能在
今天象原著在数千年前那样言词中肯，引人入胜，激动人心。
所以，有效的传达对于本文的译者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传达的要求并未降
低“准确”的重要性，而“准确”应理解为忠实地表达涵义，而不是在语言
形式上严格对应。
圣经的著者，特别是新约的著者，用他们的语言风格表明，他们对完美的
交流是很在意的，本中文版本的译者以其作为重要榜样，尽力用简单自然的
方式把经文的涵义传达给他们特殊的读者群。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一把为读者
打开经文真蒂的钥匙，而不是理解经文的障碍。
为了帮助理解，本译使用了几项特殊方式。经文中晦涩难懂的语句后面往
往附有简单的注释和同义词，这些解释性的语句在括号中用同义词表示，需
要更多解释的词句则附以星号（*），并在页底的脚注中加以解释。此外，在
脚注中经常引用经文语录并给出不同版本的原文。有些地方经文中使用了由
上下文引伸出的字句和陈述，以使经文的意思更为明白，这种解释性的字句
词汇以半括号标出。

简

介

圣经源于希腊字“书籍”。《圣经》实际上是两部书，常指“旧约”和
“新约”。译为“约”的这个词意为“契约”或“合约”，指的是上帝赐福
给他的子民的许诺。《旧约》的作品是关于上帝在摩西时代与犹太人（以色
列人）人立的契约。《新约》的作品是关于上帝与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所
立的契约。
《旧约》的作品陈述了上帝对犹太人所行的伟绩，并揭示了上帝借助那些
人给整个世界带来他的恩赐的计划。这些作品都期待着上帝将要派遣来实现
他的计划的救世主（或弥赛亚）的到来。《新约》的作品是《旧约》的续
集。它们描述了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他的到来对全人类的意义。《旧
约》对理解《新约》很重要，因为《旧约》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新约》完
成了在《旧约》里就开始了的拯救。
旧约
《旧约》包括三十九部书。是由很多不同的作者创作。它们主要是用古以
色列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写成的。有几部分由巴比伦帝国的官方语言亚兰语写
成。《旧约》部分写于3500之前。从第一部书到最后一部书之间的写作过程
在一千多年以上。在这部作品集中，所包括的书籍是关于律法、历史、散
文、诗歌、和英明之人的教导。
《旧约》通常被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律法、先知和圣文。律法包括五部
书，它们被称为“摩西五经”。第一部书是《创世记》。它所讲述的是关于
世界的开始，就如我们所知的那样，第一个男人和女人，和他们对抗上帝的
第一个罪过。它讲述了洪水和通过洪水上帝所营救的那个家庭。它还讲述了
关于以色列民族的开始。上帝挑选了以色列民族，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
亚伯拉罕的故事
上帝和亚伯拉罕定立了一个契约，亚伯拉罕是个有信仰的伟人。在这个契
约中，上帝许诺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先父，并要赐给他和他的
子孙后代迦南那片土地。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以示他接受了这个契约。割礼
也成为上帝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契约的证明。亚伯拉罕那时并不知道上帝将会
怎样去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但是，他相信上帝，这令上帝非常喜悦。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离开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希伯来的家，引导他到了上帝
许诺的那片土地迦南（也称巴勒斯坦）。亚伯拉罕在晚年做了以撒的父亲。
以撒是雅各的父亲。(雅各也叫以色列。）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
个家庭成为以色列国。但是它从来也没忘记过自己部落的起源，始终认为自
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或“家族”）－雅各的十二个子孙的后代：吕
便、西缅、利未、犹大、但、拿弗他利、以萨迦、西布伦、便雅悯、迦得、
亚设和约瑟。这三个主要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以色列)-被认为是
以色列人的先父或“族长”。

亚伯拉罕也是另一种人的“先父”。在古以色列时代，上帝多次召唤某些
人做他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或先知是上帝派给他的子民的代表。通过这些
先知，上帝赐给了以色列人许诺、警告、律法、教导、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出
的教训和以未来的事件为基础的教训。“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是《经》里提
到的第一位先知。
以色列摆脱了奴役
雅各的家庭增长到了包括大约七十个他的直系后代。他的一个儿子，约
瑟，在埃及成为大臣。在困难时期，雅各和他的家族移居到了埃及。因为那
里食物丰富，生活较舒适。这个希伯来部落发展成了一个小民族。法老（埃
及国王）使这些人成为奴隶。《出埃及记》这部书讲述了四百年之后，上帝
终于藉先知摩西使埃及的以色列人摆脱了奴役，领他们返回了巴勒斯坦。为
自由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是不得不祈祷的是埃及人。在法老和所有的埃
及家庭都失去了他们的长子后，法老终于同意让以色列人自由地离开。长子
必须得死，为的是使这些人可以获得自由－后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崇拜和祭
献中，用很多不同的方式纪念所发生的事情。
以色列人已为他们获得自由的旅程准备就绪，他们为逃出埃及整装待发。
每一个家庭都宰杀和烧烤一只羔羊，然后，把羔羊的血洒在他们的门柱上，
做为给上帝的特殊迹象。他们匆匆烘烤了没有发酵的面包，吃了饭。那天夜
里，主的天使走遍了这片土地。如果哪家的门柱上没有羔羊的血，哪家的长
子就会死掉。以色列人获得了自由。但是，当这些奴隶正要离开埃及时，法
老改变了主意。他派遣军队去捉拿以色列奴隶，并将其押解回来。但是上帝
救了他的子民。上帝使红海水裂开，引导他的子民走过红海到了对岸，获得
了自由，并毁灭了埃及的追兵。然后，在阿拉伯半岛西乃旷野的一座山上，
上帝与这些人定立了特殊的契约。
摩西律法
上帝营救了以色列人并在西乃山上与他们定的契约使这个民族和所有的其
他民族分开了。这个契约包括对以色列人的许诺和为以色列人定的律法。契
约的一部分被视为“十条戒律”。上帝把它写在两个石碑上，赐给了这些
人。这些戒律包括上帝期望以色列人所过的那种生活；包括以色列人对上
帝、家庭和他的同胞的责任。
在西乃山所赐的十条戒律和其它的规则和教导成为摩西律法或律法。这些
名词多次被用于指经的前五部书，也常指旧约。
除了十条戒律和其它的行为法规外，摩西律法还包括关于祭献崇拜和圣日
的规定。这些条例在《利未记》书中按照摩西律法，所有的祭司和他们的助
手都来自于利未部落。这些助手被称为利未人，最重要的祭司被称为大祭
司。律法包括建造圣帐或会帐的指示。它是在以色列人过去崇拜上帝的场
所。律法还包括如何造在崇拜时所用的东西的指示。这就使以色列人为建造
大殿－西乃山上的耶路撒冷城的神圣建筑，做好了准备。人们后来都要到那
里去崇拜上帝。关于祭品和崇拜的条例迫使他们看到他们对彼此和对上帝所
犯的罪。但是它们也给了这些人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得到宽恕，并与彼
此、与上帝重新相结合。这些祭献为更好地理解上帝将赐给全人类的牺牲品
铺好了道路。

律法包括庆祝一些圣日或节日的指示。每个节日都有它自己的意义。一些
节日是喜庆的活动，庆祝在这年中的特殊时节。一些节日是为了纪念上帝为
他的子民所做过的奇事，逾越节就是这样一个节日。每个家庭都体验了从埃
及的出逃。这些人唱对上帝的赞美歌。一只羔羊被宰杀，饭也备好了。每杯
酒和每口饭都提醒人们上帝为把他们从痛苦和悲伤中解救出来所做过的事
情。其它的节日也非常严肃。每年的赎罪日，人们不得不记着他们对别人和
对上帝所做的许多坏事。这是悲伤的日子，人们不吃东西。但是大祭司献上
特别的祭品来掩盖或赎他们的罪。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契约对《旧约》的
作者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先知和圣作都以这个事实为基础，就是以色列民
族和以色列公民已与他们的
上帝定了特殊的“契约”。他们称它为“主的契约”或仅为“契约”。如
果个人或民族对上帝和契约忠诚，那么上帝就会酬谢他们。如果这些人抛弃
了契约，那么上帝就会惩罚他们。上帝派遣他的先知来提醒人们与上帝定的
契约。以色列诗人歌唱上帝为他的顺从的子民所做的奇事，并且还对那些不
服从上帝的人们所受到的惩罚和痛苦表示哀悼。这些作者以契约教导的对错
概念为基础。当无辜的人受难时，诗人们努力去理解为什么。
以色列王国
古代以色列的故事是他们离弃上帝、上帝营救他们以及以色列人归回上帝
但最终又离弃上帝故事。这样的循环是他接受了上帝的契约后立即开始的，
而且屡次发生。在西乃山上以色列人同意服从上帝，但后来又背道而驰，结
果他们被迫流浪在旷野里40年。最后，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了
许诺的土地。他们首先进行了征服和以色列国土的部分定居。在这次定居后
的头几个世纪里以色列由被称为士师的当地领袖来治理。最后以色列要立国
王。第一位国王是扫罗。扫罗没有服从上帝，所以上帝挑选了牧童大卫为新
的国王。先知撒母耳来临并在他头上涂油，膏立他为以色列国王。上帝许诺
以色列未来的国王将是来自犹大支派他的后代。大卫征服了耶路撒冷，并使
之成为首都和未来的大殿的地址。他组织了祭司、先知、赞美歌的作者、音
乐家和大殿崇拜的歌手。甚至大卫自己也写了许多赞美歌，但上帝没有让他
修建大殿。大卫到了晚年，临终前立儿子所罗门为以色列王。大卫告诫他的
儿子要一贯服从上帝和遵守契约。所罗门作为国王，建造了大殿并扩张了以
色列疆界。在此期间，以色列达到了它极其荣耀的高峰。所罗门名声显赫，
以色列得以强大。
犹大和以色列-被分裂的王国
在所罗门去世之际，发生了内战，国家分裂了。北部十个支派自称以色
列。南部支派自称为犹大。(犹太人源于此名。)犹大继续忠于契约，大卫王朝
（大卫家族)继续统治耶路撒冷，一直到最后被征服，它的居民也被流放到了
巴比伦。
北部的王国几度兴起和没落，因为他们没有服从契约。以色列在不同的时
期有几次建都，最后一次是在撒玛利亚。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以色列王
改变了对上帝的崇拜。他们挑选新的祭司，并建筑了两个新殿：一个在但，
另一个在伯特利。以色列和犹大之间发生了许多战争。
内战和混乱期间，上帝派了许多先知到犹大和以色列。一些先知是祭司，

一些是农夫，一些是为国王出谋划策的人，其他一些过着较朴素的生活。一
些先知写下了他们的教导或预测，许多没有著任何作品。但是所有的先知都
来传播正义、公平、和在求助时对上帝的依赖的必要性。
许多先知告诫人们如果他们不回归上帝，他们就会被打败和驱散。这些先
知中的一些人不但看到了未来的惩罚，也看到了未来的荣耀的征兆。他们中
的许多人盼望着新国王统治王国的时刻。一些看到这个新王作为大卫的后代
领导上帝的子民走向新的黄金时代。一些说到这个国王会永远统治一个永恒
的王国。其他的看到他作为一个仆人遇难以便把他的子民带回上帝的身边。
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看到他作为弥赛亚，即受上帝膏立(挑选)的那位，带来新
的时代。
以色列和犹大的毁灭
以色列人不听从上帝的警告，所以在公元前771/772年撒玛利亚落到入侵
者亚述人的手里。以色列人被赶出家园，分散在亚述帝国境内。他们永远与
自己在犹大的兄弟姐妹们分开了。然后，亚述带来外国人定居在以色列，教
授给这些人犹大人和以色列的宗教。他们中的许多人想遵从契约，这些人被
认为是撒玛利亚人。亚述人企图入侵犹大，很多城市落入侵略者手中。但是
上帝却营救了耶路撒冷。被打败的亚述国王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那里他被
他的两个兄弟所刺杀。所以犹大得救了。
暂短的一段时间里，犹大的人们有所变化。他们开始暂时服从上帝，但是
他们最后也被打败并四分五散。巴比伦开始强大并入侵犹大。开始他们只俘
虏了几个重要人物。但几年后，公元587/586年，他们又返回，毁灭了耶路撒
冷和大殿。一些人逃到了埃及。但大多数人被带到了巴比伦作了奴隶。上帝
再一次把先知派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他们开始服从上帝，大殿和耶路撒冷被
毁。被放逐到巴比伦似乎使以色列人有了真正的变化。先知预言到关于新的
国王和他的王国。其中一位先知耶利米甚至说到了《新约》。这个《新约》
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上帝子民的心里。
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
同一时期，古列统治了曼都波斯帝国，并征服了巴比伦。古列允许人们返
回故国。所以流浪了７０年后，许多犹大人返回了家园。这些人企图建立自
己的国家，但是，犹大却依旧很小，很弱。这些人重建了大殿，但依旧不如
所罗门过去建的那个那样漂亮。许多人真正归顺了上帝，并开始研究律法、
先知的著作和其它圣文。许多人成为律法学者（特殊的学者），他们抄写经
文成册。终于，这些人组织了学经的学校，他们开始在安息日（星期六）集
在一起学习、祈祷、崇拜上帝。他们在会堂学经。许多人盼望着弥赛亚的来
临。
在西方，亚力山大统治希腊，不久又征服了世界。他广泛传播希腊语言、
习俗、文化，遍及了世界许多地区。他死后，他的帝国分裂了。不久，另外
一个帝国兴起，统治了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包括巴勒斯坦－犹大人生活的地
方。新的统治者罗马人通常很残酷与苛刻。犹太人很自豪，并公开不服从。
在这些困难时期，有许多犹太人盼望着弥赛亚在他们有生之年降临。犹太人
只愿意接受上帝和上帝许诺派给他们的弥赛亚的统治。他们不懂上帝通过弥
赛亚来拯救世界的计划。他们以为上帝的计划是要把犹太人从这个世界拯救

出来。一些犹太人愿意等待上帝派遣的弥赛亚，但其他的一些人决定去帮助
上帝建立他的新王国。一些犹太人被称为“狂热者”，他们与罗马人抗争，
并常杀死与罗马人合作的犹太人。
犹太人的宗教团体
在公元前一世纪摩西律法对犹太人格外的重要。他们研究律法，针对律法
争辩。他们对律法的理解有不同的方式。但许多犹太人情愿为律法而死。犹
太人共有三个主要的宗教团体，每一个团体都有律法学者。
撒都该人
其中一个宗教团体被称为撒都该人，此名也许源于撒都之名。在大卫时
代，大祭司、许多祭司和掌权人物是撒都该人，他们只接受律法（摩西五
经）为他们宗教事务的权威。律法教授了许多关于祭司和祭品的事情，但却
没有教授关于死后的生活，所以他们不相信人能从死里复活。
法利赛人
另一个宗教团体被称为法利赛人，此名源于犹太语，意为“译解”（解
释）或分离。他们极力向普通人教授与译解摩西律法。法利赛人相信口传的
传统可以追朔到摩西时代。他们认为，每一代人都应该被允许按当代人的需
要来解释律法。这就意味着法利赛人不能仅接受摩西律法为他们的权威，也
接受先知、圣著，甚至他们自己的传统。他们极力地遵从律法和他们的传
统。所以他们吃什么、摸什么，都非常小心。他们很关注洗手和洗澡，他们
还认为人能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相信的众多先知都说这是会发生的事情。
埃申斯人
第三个主要宗教团体是埃申斯人，耶路撒冷的许多祭司没有按照上帝的愿
望生活。另外罗马人任命了许多祭司。按照摩西律法，一些人根本不合格。
为此埃申斯人认为在耶路撒冷的崇拜和祭献做的不妥当。所以他们移居到了
犹大旷野去住。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团体。只有埃申斯人才能到那里去居住。
他们禁食祈祷，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并净化大殿和祭司制度。
新约
上帝开始了他的计划，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民族并与这些人定立了契约，
使他们做好准备去理解他的公正和美好。通过先知和诗人，他揭示了他的计
划，在一个更好的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属灵的“王国”来祝福世界。这
个计划将以应许的弥赛亚的来临为开始。他们已预言了弥赛亚将要出生的地
方，他会是何种人，他得做的工作。此时是他该来的时刻了，《新约》便开
始了。
《新约》的著作描写了如何揭示了上帝的契约，并由耶稣付之于效。（耶
稣即基督，意为受膏者。）它们指出，《新约》是给所有人的。它们还讲诉
了第一世纪的人们怎样回报上帝慷慨给予的爱，并成为《新约》的一部分。
这些著作给上帝的子民关于在世时如何生活的指示。它们还描写了上帝应许
给他子民当前的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以及死后与他在一起的生活。
《新约》包括２７部书。至少有八个不同的作者，都由希腊文写成。希腊

文在一世纪时广泛流行。《新约》的大部分由四个“使徒”写成。使徒是由
耶稣挑选成为他的特殊代表和助手的人，其中三位：马太、约翰和彼得是耶
稣在世时的十二个最密切的使徒中的三位，另一名作者保罗，是通过耶稣后
来一次奇迹般的出现蒙召受选的。
前四部书，称为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平。这些书着重于耶稣的教
导、他出现在世的目的和他的死的重要意义，而不仅仅是关于他的生平。特
别是第四部书，约翰福音。前三部福音在内容上很相似，不过每个作者是针
对不同的听众而写，在角度上似乎稍有不同。
《使徒行传》之后，是一些写给个人和基督教徒团体的信件。它们由基督
教领袖所写，如保罗、彼得两位使徒。写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当时的人们处
理好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用于报道、纠正、教导，不但鼓励那些人，而
且也针对所有的基督教徒们的信仰和生活以及他们的现世生活。
《新约》的最后一部书《启示录》与其它的书不同。它用高度比喻的语言
讲述了作者使徒约翰所见的异象。许多人物和隐喻是来自于《旧约》。如果
与《旧约》的作品比较着读，更易被理解。最后这部书通过圣灵给上帝的子
民带来希望的信息，肯定了在耶稣基督之中的信徒们战胜邪恶势力，得到最
终的胜利。
《圣经》和当代读音
今天的《圣经》读者应该记住这些书是为几千年前的人们写的，他们的文
化与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总之，这些作品是以普遍的真理为原则
的，尽管它们有许多历史性的记录、他们所用的说明以及他们用的参考只有
对他们的生活时代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才会理解。例如：耶稣对人们讲在不
同的土壤里播种的故事。也许这些情况对当今的人们来说不熟悉，但耶稣从
这些例子中的教导却适合任何时代的人和地方。
当代的读者会发现《圣经》的社会生活很陌生，对其风俗、观念和人们谈
话的方式不很熟悉。所以只有用那个时代和地域的标准来衡量才何乎情理。
另外，了解《圣经》不
是作为自然科学书籍写成的也很重要。它主要是描写了历史事件并为人类
呈现了这些事件的重要意义。它的教导牵涉到超越自然科学领域的普遍的真
理。它与当今时代息息相关，因为它处理着人们在精神上的基本需要，那是
不会有改变的。
任何读《圣经》的人在客观上都会受益很大，并且增长古代社会历史和文
化知识；读者会了解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他的教导以及皈依他的意义；读者
还会增长精神上的悟性、并了解到实践性的课程－过一个能动和充满快乐的
生活的并找到生活中难题的答案。所以有许多理由读这部书。任何求知欲强
的人都会得到上帝在他们生活中为他们所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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