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五經簡介
“現代批判學幾乎把聖經中每卷書作出大肆評擊和指斥，然而
在但以理的預言以外，最大膽的批評便是摩西五經了⋯⋯讓我
們抓緊事實，深入探究和總結，堅持基督的權柄為凡接受祂是
神又是人之信徒斷定一切。” ∼凱理
“摩西五經是神整全話語的重要引介部分。它掀開日後要揭示
的事，並引領我們朝着盼望之高峰走路；這福地雖然遙遠，卻
是實在的。” ∼雷特歐

由於摩西五經是聖經啟示的基要，在開
始註釋個別書卷之前，我們先概括地講述整
卷五經中幾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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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書”、“摩西第二卷書”等名稱，而不是
“創世記”、“出埃及記”等名稱。
除了民數記的名稱是從希臘文Arithmoi
和拉丁文 Numeri譯成英語之外，我們保留
五經的希臘名稱（依照舊約希臘文七十士譯
本），按照英語拼寫和拼音。（參看本書中
各卷書名稱的註釋。）
猶太人常用希伯來文經文的首幾個字
稱呼該書卷。因此，創世記稱為B e rēs h î t h
（“起初”之意）。

ng
壹．摩西五經的稱謂
St

on

聖經首五卷書普遍稱為“摩西五經”。
古時的書是分卷的，不象“法典”（codex，
書的形狀）那樣逐頁訂裝成書。這些書卷的
1
希臘文叫teuchoi ，儲存在鞘一般的器具裏。
希臘文稱“五卷”為pentateuchos，於是成為
今天的“摩西五經”。
猶太人稱摩西五經為“妥拉”（t h e
Torah，希伯來文t ôr â，即“律法”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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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摩西五經的內容
.活
英文字law（律法或法律）的意思比希
石出
示”），把它看為聖經最重要的部分。
伯來文的t ôr â狹窄得多，所以“摩西五經”
版有
第三個常見的稱謂是“摩西的書”。北 是基督徒理想的述語，表示這五卷書的巨大
限公
歐有些國家普遍否認摩西是五經的作者，但 重要性。
諷刺的是，這些國家的聖經用了“摩西第一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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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石舊約聖經註釋

一．創世記

五卷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創世記記載
信仰的起源，講述神揀選一群人作為信

創世記的命名相當合宜，它正是希臘文
的“起初”之意。聖經首卷書追溯宇宙、地
球、人類、婚姻、罪、真正的信仰、列國、
各種語言和選民的起源。頭十一章瀏覽人類
歷史，第十二至五十章集中講述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及其子孫的事蹟。

仰的媒介。出埃及記記載這群人發展成
國家，神與這國建立關係。利未記記載
維繫這關係的種種方法。民數記記載如
何組織百姓，為要在應許地過屬神的生
活。這卷書同時記載以色列國的失敗，
並且記載百姓因為重新組織起來，結果
延遲進入應許地。申命記記載百姓在應

二．出埃及記

許地的邊境怎樣作好準備，為要將來能

出埃及記的希臘文是出路之意，描述亞
伯拉罕之家如何在四百年間發展成一國，在
埃及王法老的管治下被迫為奴，他們又在摩
西的帶領下擺脫束縛，重獲自由。其余的部
分闡述摩西的律法，並仔細地描述會幕。

進入應許地。2

叁．摩西五經的重要性
整卷舊約，甚至整本聖經，都是以這首
五卷書為基礎，所以絕不能忽略摩西五經在
揭示上信仰的重要性。理性而不信的學者若

三．利未記

能抨擊這些書卷的完整性和可信性，從而削

顧名思義，利未記是利未人的生活手
冊。利未記描述當時的人犯了罪該行什麼
禮，為要與聖潔的神建立關係。書卷包含預
表和畫像，預說基督將要如何犧牲。

弱基督的信仰，那麼猶太教的根源便會在充
滿疑團的汪洋中喪失。基督徒不要以為自己
的信心不會被這些攻擊影響，因為新約和主
自己都曾引用摩西五經，視這些經文為真實
和可信的。

四．民數記

安格毫不諱言地評論說：

一如書名，民數記的開始與結尾都是點
數（統計）百姓。書的希伯來文稱謂是“在
曠野”（Bemidbār）；這稱謂更能代表書卷
的內容，因為民數記重述以色列人飄流曠野
時所經歷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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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揭示的真理和神的救贖計劃的基
礎，都是建立在摩西五經之上。假若這
根基不可靠，整本聖經便不可靠了。3

on

肆．摩西五經的作者

eP
五．申命記
基督徒早期時代曾有人認為以斯拉 是
ub
在希臘文，申命記指第二次律法。雖然
“妥拉”的作者；除了他們以外，猶太教與
lis
內容是向新一代重申律法，但其意義卻不僅
h e 基督信仰正統教義一直以來都視摩西為五經
這樣。此書承先啟下，連接後面的歷史書，r s 的作者，至今看法一樣。
Ltd
因為書中講述摩西之死，還有代替摩西的繼
.活
承人約書亞。
一．摩西是作者
石出
譚姆士以他一貫簡單扼要的作風，把摩
文獻理論大多否認摩西是五經的作者，
西五經綜述如下：
版有
在仔細查看這些理論之前，讓我們先看看贊
摩西五經簡述屬神的信仰進到世
成摩西是作者的證據。
限公
界，每卷書記載神計劃的一個階段，
司
1. 摩西具備的條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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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五經簡介

十九世紀時，德國人赫德曼否認摩西
是五經的作者。他持的理由是因為當時仍未
有書寫的文字，所以從文字上看，摩西不可
能是作者！（或者說，不可能有那麼複雜的
思想！）考古學顯示，摩西曾用早期的希
伯來文、埃及象形文字和阿卡得楔形文字
（Accadian Cuneiform）書寫過。其實在考古

已經出現。雖然這點不能“證實”摩西是作

學家證實這點之前，使徒行傳七章22節已告
訴信徒，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
我們說摩西“寫了”創世記，是容許他在創
世記中加入前時的文獻。同時，也容許他靠
着神的帶領，以默示在文獻上作出一些修
訂：這些修訂是基於希伯來文數百年間的轉
變。當然，說摩西可能寫過五經，不代表他
確實寫了五經。然而，摩西作為猶太人信心
的先祖，他必然為後世永久地記錄神的啟
示。因為這個緣故，神也就這樣吩咐他寫下
五經了。

一七五三年，法國人歐士圖提出摩西把

者，但比起認為編輯者在幾百年後知悉一切
資料（然後又遺失大部分資料），又再巧妙
地把資料整合起來，傳統的看法就可靠得多
了。

二．文獻上的假設
兩分文獻編集成創世記的論調。他指出稱呼
神為耶和華（Jehovah）的經文來自其中一分
文獻，稱呼神為以羅欣（Elohim）的卻來自
另一分文獻。他以“J”和“E”分別標示所
假設的兩分文獻。
後來自由派學者把歐士圖的理論進一步
發揚，這些假設存在的文獻逐漸被認為在摩
西後期出現。另外假設的文獻是“D”（申
命記）和“P”（祭司利未人）。摩西五經
被認為是由主前五至六世紀的文獻匯集而

2. 摩西五經的宣稱
“妥拉”的經文清楚指出，摩西是

成。這種論調非常普遍，稱為着“JEDP”理
論。

按着神的吩咐把祂的話寫下來。（參看出
一七14；二四4；三四27；民三三2；申三一
19。）

有幾點叫十九世紀學者歡迎上述的假
設。首先，它正好符合達爾文的進化論──
這套理論不僅適用於生物學，還應用在許多
範疇。第二，反對超自然力量的人可以歡喜

3. 後來聖經的宣稱
聖經其它經文也承認摩西是作者。（參
看書一7；王上二3。新約參看路二四44；林
前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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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聖經的神性貶為人的層面。第三，人類
天性歡喜以自己的力量代替神的啟示，這種
天性正與這種論調配合。

on

一八七八年，衛侯森巧妙地使文獻理論

eP
廣受歡迎。
ub
我們只能在這簡介中，提出反對這論調
lis
的一些重點。
he
r s 該論調所犯的嚴重問題如下：
Ltd
1. 缺乏手抄本的引證
.活
至今仍未有手抄本，證實“JEDP”理論
5. 考古學與摩西五經
石出
提倡五經是編集而成之說。
新（自由）派批判家曾認為，許多習
版有
2. 充滿矛盾和主觀的拼湊
俗、字句、名字、歷史資料和文化資料出現
學者們對五經劃分得很不一致，由此可
限公
時期“太晚”，不屬於摩西的時代。然而現
見他們極端而主觀的見解，他們的理論亦欠
司
在已得到證實，證明它們在摩西之前幾百年
4. 基督的見證
對基督徒而言，主既承認摩西是作者，
問題也就解決了。至於提出人子耶穌對科學
和歷史一竅不通，或是認為祂比其它人只知
道多一點，仍不免流於同鄉的無知和狹隘。
這種論調根本不值得信徒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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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和客觀的證據支持。

陸．總結

3. 考古學

讓我們套用加拿大著名舊約學者的話，
總結摩西五經的簡介：

考古學傾向支持五經的著作、當中的習
俗、宗教知識等是來自遠古，而非衛侯森所

摩西五經是五冊同一來源的著作，而
非獨立結合而成，或是內容湊巧相若的
著作。五經描繪神如何向人類揭示自
己，揀選以色列人在世上成就特別的事
工和作見證，並不是純粹歷史資料。這
本文學巨著得以成書，摩西顯然擔當卓
越的角色，無怪乎他在以色列國史詩的
發展中，佔有極崇高的地位，而且被猶
太人和基督徒尊為古代律法的偉大思想
家。8

指，來自更後的時期。
4. 語言學
或者五經中出現的“後期”語言方式
和人名在摩西之前的文獻中已經出現。舉
個例，最近出土的“厄爾巴碑文”（E l b a
tablets）記載許多五經中出現過的名字。
5. 五經的一致
在編輯的角度看，摩西五經非常連貫，
先祖“剪貼”的編輯技巧實在很難做到這麼
一致和協調的功夫。

評註

6. 屬靈破產
最後，從屬靈的角度看，文獻就算經過

1

希臘文teuchos原本解作工具或器具，

後來指用來書寫的一卷材料。
2
譚姆士（W. H. Griffith Thomas）, The
Pentateuch，頁25。

考古學和其它相近理論修改，對於蘊藏五經
中的瑰麗真理，實在毫無價值可言。如果這
些理論是真的話，正如安格博士所言，五經
便是“毫不真實、不符合歷史、不可信的，

3

安格（Merrill F. Unger）, Unger's Bible
Handbook，頁35。

6

是人捏造之作，而非神的作為了。”

4

猶太哲學家史賓勞沙（Spinoza）也認
為以斯拉是作者。
5
基督信仰的論點可參看夏理森（R. K.
Harrison）的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66）。美籍猶太裔小說家胡
克（Hermann Wouk）在“This Is My Go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59）

伍．五經的寫作日期

L i v五經的內容追溯自創世的時候，但其寫
ing
作日期當然是數千年以後的事。我們所選的
St
寫作日期顯然是根據作者而定。
on
自由派學者一般把各階段的著作這樣劃
eP
分：所謂的“J”文獻約在主前八百五十年寫
ub
一書中提出這理論。
成；“E”文獻約在主前七百五十年寫成；
lis
安格（U n g e r）, U n g e r ' s B i b l e
he
“D”文獻約在主前六百二十一年寫成；
Handbook，頁35。
r
sL
“P”文獻約在主前五百年寫成。
t d許. 多 自 由 派 學 者 主 張 這 個 特 別 的 日
保守派學者一般認為五經約在出埃及的
時候，即主前十五世紀成書。有些人較為支 子，因為他們錯誤相信約西亞是為利益而
活石
“發現”（偽造）現存的申命記，目的是要
持出埃及後一個半世紀成書。
出版
也 許 最 符 合 聖 經 的 時 間 約 在 主 前 在他的首都耶路撒冷鼓吹所建立的中央聖
有限
一千四百五十年至一千四百一十年。詳細資 所。
to the
夏理森（Harrison）, Introduction
公司
料可參考本書中各書卷。
Old Testament，頁5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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