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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由一個作者寫十個世界宗教傳統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試

問世上有哪一個人可以精通全部十個世界宗教傳統的經典？所以近

來在英語世界流行由不同專家合寫有關世界宗教的書籍。這種做法

優點是每一個世界宗教傳統都由一個專家撰寫，較能保證其專業水

準。但其缺點則是不同作者未必能有足夠的協調，以至很難做到在

不同宗教的介紹之間能互相呼應，亦未必能把不同世界宗教傳統的

關係完整地呈現出來。由一個作者介紹不同的世界宗教傳統，缺點

是無法保證對每一個世界宗教傳統都能有同樣專業的介紹，但優點

是能較容易做到首尾呼應，全書亦較容易保持一貫的風格和佈局。

更重要是較容易交代宗教傳統間的承傳關係。本書是嘗試充份發揮

單一作者寫作的優點，用近似的佈局來介紹不同宗教，並且強調宗

教傳統間的承傳關係。            

筆者選擇十大世界宗教傳統的原則有三，第一，該個宗教傳

統有多少信眾。第二，該個宗教傳統是否能產生跨文化和跨種族的

信眾群體。第三，這個宗教傳統在教義上曾否對其他宗教傳統有直

接影響。在甄選過程中，以上三個原則會同時考慮。有時某個宗教

傳統若只從其中一項原則去檢視，這個宗教傳統的重要性並不明

顯，但當加上其餘的原則去檢視時，這個宗教傳統的重要性就會呈

現出來。例如根據公元 2007 年統計，全世界猶太人只有一千三百

多萬，我們亦無法準確知道當中有多少猶太人會自稱是猶太教信

徒，但對很多猶太人來說，有猶太人的身分已經算是猶太教信徒。

但跟全世界整體人口來比較，猶太教信徒可算是微不足道，若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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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長的宗教，影響了中國文化的不同層面，並且在民間信仰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雖然非華人道教徒人數至今仍是非常有限，但

總算踏上了跨種族和跨文化之路。道教亦曾在中國影響了大乘佛

教的發展。

筆者期望讀者們是從第一章開始讀這本書，因為不同宗教傳

統往往有承傳的關係，本書是顧及到這個因素來編排的。錫克教承

傳了部分印度教的教義，然後再開創出新的信仰系統，所以要明白

錫克教，先要明白印度教。但錫克教的創立和成長的氛圍是受了伊

斯蘭教的影響。所以要了解錫克教，最好先認識伊斯蘭教。所以筆

者把「亞伯拉罕宗教群組」編在前，然後把「印度宗教群組」編在

其後。而道教在發展過程中，曾與佛教有一個互相激盪的時期，所

以先了解佛教對認識道教有幫助，因此把道教放在佛教之後。本書

的編排全然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的緣故，全無褒貶任何一個宗教傳

統的意圖。

世界宗教研究在公元十九世紀開始，就發展出不同的進路，

並各自成為學派，本書不可能同時採用多種進路，以下筆者會以歷

史發展和教義為焦點。歷史發展和教義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因為

教義的構成往往與一個宗教傳統的歷史發展有關，尤其是在發展過

程中曾與另一個宗教傳統相遇時，會令其在教義上有新的發展，例

如道教在中國遇上大乘佛教，使道教在有關死後生命的教義上有很

大的發展。

本書名為《10 大世界宗教傳統》，而所謂的宗教傳統，是指傳

遞下來的教義和實踐。傳統是傳遞下來的意思，是指上一代的宗教

群體把教義和宗教實踐傳給下一代，而所傳給下一代的就是傳統。

而教義則是指所教導的信念，一個信仰群體必然會思考以甚麼信念

來教導下一代信眾，而一個宗教群體用來教導下一代信眾的信念

就是教義。所以本書在談論教義時，焦點是一個宗教群體所用來教

導下一代的信念，對於個別宗教思想家們的獨特見解，偶而會簡略

地介紹以作補充，但沒有足夠的篇幅來談論每一位宗教思想家的思

想。基督宗教的三個傳統 ( 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教 ) 在基本教義

上有共通之處，所以一些在天主教部分談論過的基本教義，將不會

慮第一個原則，猶太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世界宗教傳統。但若加上

第三個原則來檢視時，就能顯示出猶太教是不可忽略的，因為猶太

教影響了其他四個宗教傳統，若不先介紹猶太教，則對基督宗教和

伊斯蘭教的介紹就會變得困難，所以猶太教必定會入選十大世界宗

教傳統之列。在這裡筆者要強調，無一種原則性的考量可以完全嚴

謹地和一致地處理所有問題。所以在甄選過程中也要參考過去學者

們的處理方法。筆者的主要參考對象是在英語世界一本非常流行的

「世界宗教」教科書：A History of the World's Religions，這本書

的作者是 David Noss，在公元 2008 年此書已出至第十二版，可

算是一本被長期使用的教科書。這書給予筆者很多的啟發。尤其是

在內容範圍和佈局上，多是以這本英語教科書作為參考。另外在描

述個別宗教傳統時，也會根據一至兩位權威學者的著作來作為主要

參考，例如猶太教的紐斯納 (Jacob Neusner) 的著作，大乘佛教

的印順和吳汝鈞的著作等等。

本書會把十個宗教傳統分成三個群組，第一個群組稱為「亞

伯拉罕宗教群組」(Abrahamic Religions)。成員包括猶太教，基

督宗教和伊斯蘭教。被統稱為「亞伯拉罕宗教群組」的原因是這些

宗教傳統都很尊敬亞伯拉罕，視他為祖先 (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 )，

或是信心之父 ( 基督教徒 )，並以之為信心的榜樣。在教義上，四

個宗教傳統都是獨一神論的信仰系統。而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承傳

了部分猶太教的教義。基督宗教後來分支成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正

教三個傳統，把這三個分支都列為個別的傳統，是因為三個分支都

有大量的信眾，而且在教義和宗教實踐上有其獨特之處。

第二個群組是「印度宗教群組」，成員包括印度教、佛教和錫

克教。三個宗教傳統在教義上有其共通之處，例如三個宗教傳統都

相信輪迴和業報。而且佛教和錫克教都是在印度教的氛圍內發展出

來的宗教傳統。佛教後來分支成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兩個分支，

把這兩個分支列為個別的傳統，也是因為兩個分支都有大量的信

眾，而且在教義和宗教實踐有其獨特之處。

第三個群組是「中國宗教」，嚴格來說這一個群組不能算為一

組，因為其成員只有道教一個宗教傳統。道教是一個在中國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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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猶太教

亞伯拉罕宗教群組

在東正教和基督教兩部分再重複談論。在東正教和基督教兩部分有

關教義的討論上，焦點是會放在與天主教不相同之處。在介紹上座

部佛教和大乘佛教時也會有類似的處理。同樣是受篇幅所限，有關

宗教實踐方面也只能簡略地介紹。若有些宗教實踐與教義有密切關

係者，例如基督宗教中的聖餐禮，則會談論多一點，其他與教義之

關係不是很密切者，大多會從略。

這一本書是為促進了解而寫的，期望讀者閱讀過這本書之

後，能夠對不同宗教傳統有清晰和準確的了解，為了達到這個目

的，筆者嘗試盡量以一個客觀的態度來介紹不同的宗教傳統。但筆

者作為一位基督教牧師，對基督教信仰全然地委身，不可能完全客

觀和不偏不依地談論世界不同的宗教傳統。與其虛偽地說自己全然

客觀，不如在這裡事先表明信仰立場。我相信《聖經》的教導是全

然真確，也相信耶穌基督的福音是要向全人類宣講出來。我相信基

督教是真，因為基督教見證了神的道。我不會為要證明基督教是真

而致力揭露其他宗教是假。我相信《聖經》的教導是全然真確，

因為這是我信仰的基石，我並不是基於其他宗教的經典是假才相

信《聖經》是真。我的信仰是基於神的道之真實性，而不是基於其

他人信仰的虛假性。筆者期望基督徒讀過這本書後，能對其他宗教

傳統有深一點的認識，在與非基督徒分享福音時會有更好的溝通。

筆者期望無宗教信仰的讀者藉著這書的介紹，能對宗教信仰產生興

趣，尤其是對基督教有更大的興趣。對於有宗教信仰的非基督徒讀

者們，筆者期望這本書能幫助你更深理解基督教，雖然這本書不是

為了要使人放棄本來信仰而寫的，但筆者還是希望你能相信耶穌基

督的福音。

最後，在這裡特別要多謝筆者幾位同事，包括吳國傑博士、

岑紹麟博士和鄧紹光博士。他們在筆者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曾提供

很多寶貴的意見。還要多謝幾位學生，包括陳婉芬、廖珮怡、劉俊

毅、岑偉雄、杜紹忠和黃詠芝，他們不單關心這本書寫作的進展，

還提供不少幫助。

鄺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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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著名學者紐斯納（Jacob Neusner）認為猶太教是由猶太人被擄

到巴比倫時開始。3 筆者採納紐斯納的觀點，把猶太教的起源定在

巴比倫被擄時期。但這個時期並不是猶太民族的開始，猶太民族是

有其悠久的歷史。以下會先討論一下猶太人的身分，然後再簡述猶

太人和猶太教的歷史，最後是介紹猶太教的基本教義。

1. 誰是猶太人

根據猶太人的傳統，凡由猶太女子所生的就是猶太人。所以

只要一個人能從其母系族譜中，找到一個先祖是被猶太社群接納

為猶太女子的話，這個人就能得到猶太人的身分。這個身分既是

與血緣有關，於是就算一個猶太人改信其他宗教，他或她仍是一

個猶太人。4 但猶太人社群並非一個完全封閉的群體，要成為猶太

人還有另一個途徑就是皈依猶太教而成為猶太人。5 皈依而成猶太

人者是指一個人在血緣上，或在家族群體的傳統上與猶太人無任

何關連，但他或她放棄原本的血緣關係，認同了非本源的祖先和

家族而成為一個猶太人，並且以接受耶和華神與這個家族的關係

和遵行《妥拉》（Torah）的指引來過生活，6 如此這人就是一個皈

依的猶太人。7

猶太人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有關他們的稱謂自然是多元

和複雜。為了行文方便，此書會採用一個較為簡潔的方法來表達，

「猶太人」這個稱呼既是在巴比倫被擄回歸後才普遍地被使用，8 

筆者就以巴比倫被擄回歸時為分水嶺，在巴比倫被擄回歸以後就稱

他們（個人或群體）為「猶太人」，在巴比倫被擄以前則稱這群體

為「以色列」（Israel），個人就稱「以色列人」（Israelite）。在他

們分裂為南北國時期（公元前 922 年至 722 年），本書會稱北面國

家為「北國以色列」，稱南面國家為「南國猶大」。在公元 1947 年

以色列復國以後，本書會稱這個現代國家為「以色列國」（Israel），

稱其國民為「以色列國民」（Israeli）。

第一章

猶太教

引言
猶太人的經典宣稱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獨一真神「耶和

華」1 與亞伯拉罕和他的後人立約。耶和華要成為他們的神，而猶

太人要成為耶和華神的選民（chosen people）。這個身分為他們

提供了很強的血緣連繫，而這種血緣連繫使猶太人團結成一個家族

式的宗教群體。亦因如此，猶太教就如印度教一般，是一種民族性

的宗教。這類宗教的發展和民族的發展有著緊密的連繫。2 這類宗

教另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沒有一個明顯的創教者，所以很難判定

猶太教是何時開始，也許有人會以為舊約聖經所記載的歷史就是猶

太教的歷史，但這個講法不是每一個猶太教學者都認同。近代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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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猶太人和猶太教簡史

《妥拉》是猶太教的核心和基礎。狹義地說《妥拉》是指《摩

西五經》。《妥拉》在猶太教的經典中擁有至高的權威，其他經書

也不能與《妥拉》享有同等的地位。9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紐斯納

把猶太教的開始定於《妥拉》定型的時期，定型時期開始於公元前

586 年，在那年南國猶大被巴比倫軍隊所攻陷，聖殿被毀，一批以

色列的領袖被擄到巴比倫。在這班領袖中不少是來自祭司的群體，

他們把以前的傳統，無論是口述或文獻，重新整理而成現時沿用的

《妥拉》文典。10 往後《妥拉》建構了猶太教的典範模式（paradigm）。

《妥拉》文典定型以後，其他猶太教的內容亦相繼被建構起來，包

括以色列人歷史的傳統，《先知書》與《詩歌書》，還有對經典的詮

釋，亦慢慢地發展起來。11《妥拉》亦模塑了猶太人的社會秩序、

生活細節、世界觀、民族的身分和定義。12 經歷了這個模塑的過程

後，猶太教就如此被確立在人類歷史之中。 

2.1	《妥拉》所記載猶太人在被擄之前
	 （pre-exilic	period）的歷史

《妥拉》記載了兩個重要的故事，第一個是有關全人類的故

事，亦即在《創世記》中所記，有關耶和華神創造世界的故事，而

這個記述亦成了猶太人最基要的信仰，即是耶和華神創造天地，而

這位創造天地的耶和華神是獨一的神。耶和華神創造人類，造男和

造女，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園當中，人本來有很好的生活，但人抵受

不住引誘，犯罪叛逆了神，神就把人逐出伊甸園。從此人要勞苦工

作才得到食物，直到死後歸回塵土為止。人類離開伊甸園之後不斷

繁衍，而且不斷犯罪，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的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

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於是用洪水淹

沒世界。只留下義人挪亞一家，神要他們造一隻方舟，並把神要保

留的動物攜進方舟。於是在方舟以外的動物和人類都死於洪水。挪

亞一家離開方舟後，向神獻祭，神接受了挪亞的祭，並答允以後不

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也不再用洪水消滅各類的活物。13 神更與挪

亞和他的後裔立約，以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

洪水毀壞地。神把彩虹放在天上，作為立約的記號。神亦賜福給挪

亞和他的兒子，使他們生養眾多，遍滿了地。而且地上一切動植物

都給他們作食物。但神禁戒他們不可吃帶著血的肉，因為血就是生

命。血既是生命，凡流人血的就是毀滅人的生命，他的血也必被人

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尊貴的，既是如

此，神就訓誡人類「不可殺人」。

第二個是有關以色列人的故事。《創世記》記載了亞伯拉罕是

以色列的祖先，亞伯拉罕約生在公元前 1900~1700 年。14 他本是

生活在吾珥（Ur，約在現今伊拉克地區）。耶和華神呼召他，囑附

他離開吾珥，要他和他的後裔成為祂的選民，並應許賜予迦南地

（即現今巴勒斯坦）給他和他的後裔，將來他的後裔會繁盛起來成

為一個大國。但當時亞伯拉罕年老而且沒有兒子，這個應許似乎是

無法實現。但亞伯拉罕還是接納了這個呼召，離開祖家到了迦南

地。過了一段時間，亞伯拉罕年老的妻了撒萊並無生下兒子。亞伯

拉罕娶了他其中一個女奴夏甲為妾，並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以實瑪

利。但以實馬利並不被接納為承繼應許的後嗣。最後亞伯拉罕妻子

撒萊生下了兒子，名叫以撒。耶和華神與亞伯拉罕及其後人建立聖

約（covenant），在這個約中耶和華神是他們的主宰，他們是神的

選民。神亦會依約保守這個家族昌盛，使他的後裔如天上的星星那

樣眾多。神設立了割禮作為立約的標記。往後所有以色列人男子都

會在出生後第八天受割禮。

以撒後來生了以掃和雅各，雅各本是弟弟，但卻成為了應許

的繼承者，雅各後來蒙神賜名為「以色列」，這也是他們國族名稱

的由來。雅各和他父親以撒，並祖父亞伯拉罕深受後人尊重，在

《妥拉》中，多次稱耶和華神為他們祖宗的神，即「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15 雅各的十二個兒子亦成了後來以色列人

十二個支派的始祖。雅各後來因為逃避饑荒而定居在埃及，他們最

初是受到禮遇，但後來埃及人卻把他們當作奴隸。以色列人在埃及

受盡奴役之際，一位在埃及宮廷裡長大的以色列人摩西，帶領他們

離開埃及。但埃及的統治者不讓他們離開，於是耶和華神降災予埃

及，埃及人仍然不肯放以色列人離開，最後耶和華神降下殺長子之

災，以色列人被指示要在災害發生當晚，宰殺一頭小羊，把牠的血



�4 亞伯拉罕宗教群組  |  第一章  猶太教 ��十大世界宗教傳統

塗在房屋的門楣和門框上，就可逃過災劫。往後猶太人會在每年

的尼散月（即公曆三月或四月）15 至 22 日遵守逾越節（Pesach）

來記念這事，「逾越」是指殺長子的天使因見到塗在房屋的門楣和

門框上的血跡，就越過那一家，不進去殺其長子。最後埃及人容讓

以色列人離開，以色列人匆忙執拾財物，來不及等待麵團發酵就帶

著生麵離開。所以在過節期間他們不會吃任何發過酵的食物。節日

以一頓晚飯作為開始，席間會敘述他們先祖們如何在埃及被勞役，

及後又如何蒙神的拯救得以逃離埃及。16

離開埃及後以色列人在曠野地區流浪達四十年之久，期間他

們在西乃山（Sinai），耶和華神與以色列人立約，17 耶和華神把《妥

拉》（Torah）頒佈給摩西，摩西就代表以色列人與耶和華神立約。

這約與之前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不同，以前與亞伯拉罕所立的

約，是神單方面與一個民族所立永遠的約。但這次在西乃山所立的

約是附帶有誡命作為條文。以色列人要守誡命，這是在約上列明的

義務，而互相守約的要求就成為了立約的條件。以上兩個約在形式

上雖然有不同之處，但這兩個約正好代表《妥拉》對以色列人和耶

和華神的關係，有著兩種互相補足了解方式，《妥拉》保留了兩種

對與神立約的了解，往後以色列人亦是如此憑著這兩種了解方式，

去詮釋他們與神的關係。18

《妥拉》記載猶太人先祖之事蹟到摩西離世就停止，往下的事

蹟則是由《先知書》記錄下來。《約書亞記》記錄了以色列人如何

在約書亞的帶領下，征服所應許的迦南地。當時以色列人分成十二

個支派，各支派都被分配土地。但他們在這片土地仍要不斷對抗外

族的軍事攻擊，耶和華神興起一些軍事領袖（士師）來領導他們抵

抗，其後以色列人感到需要有國王來管治，以便更有效地整合民眾

來對抗外敵。他們從十二個支派選了掃羅作第一位君王，但掃羅的

管治並不理想，最後還因戰敗而自殺。他的繼任人是大衛，他約在

公元前十世紀初開始統治以色列人。他表現傑出，奪取了耶路撒冷

城，並以之為首都。他更得到耶和華神的應許，他的後人將永遠接

續他，成為以色列國的統治者。19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王，約在公元前 930 年繼位，他在耶路撒

冷城為耶和華神起了一所聖殿。學者稱這所聖殿為所羅門王聖殿

或第一聖殿，這聖殿成為了以色列人獻祭和讚美的中心。但在所

羅門王離世後，北方十個支派就與南方兩個支派決裂。他們在北

方設立他們自己的國家稱為以色列，即北國以色列。而南方兩個

支派所組成的則稱為猶大國，即南國猶大。在這個分裂時期，即

公元前 922 至 722 年，兩國都出現不少先知，如以利亞（Elijah）、

何 西 阿（Hosea）、 阿 摩 司（Amos）、 彌 迦（Micah） 和 以 賽 亞

（Isaiah）等等。先知不斷提醒國民要按耶和華神的心意而行，否

則災難必會降臨。但國民還是輕忽先知們的警告。結果在公元前

722 年，亡國的災難終於臨到北國以色列。當時亞述人非常強盛，

他們住在現今伊拉克的地方，不斷東征西討。他們摧毀了北國以

色列，而十個支派更失去了他們的國家和宗教的身分而在歷史中

消失。

北國以色列衰亡後，南國猶大支撐了超過一個世紀，但最終

也逃不了亡國的命運。公元前 586 年，巴比倫人取代亞述人成為

當時的霸主，他們征服了南國猶大，把耶路撒冷城和其中的聖殿摧

毀，巴比倫軍隊把南國猶大的精英擄到巴比倫城（即現今的伊拉克

境內）。這些精英包括統治階層和富有的人。除了精英階層之外，

巴比倫軍隊亦擄走一批有經濟價值的人，例如工匠和畫師等等。20

先知們如以西結（Ezekiel）和耶利米（Jeremiah）宣稱，亡國和

被擄是因以色列人犯罪，違反耶和華神的教訓。亡國和被擄是神的

懲罰。但先知們亦宣稱耶和華神並不會放棄他們，只要他們悔改，

最終耶和華神拯救他們回國，這些信息為這一班作為亡國奴的人帶

來安慰。先知亦不斷提醒他們要真誠地遵行《妥拉》的精神。而在

這時期，他們盼望彌賽亞來臨，他們相信彌賽亞不單會為他們恢復

國土，更會為全世界帶來和平。

2.2		猶太教的形成時期
	 （公元前586年至公元前516年）

在這個時期，其他民族開始用「猶太人」（yahudi）來稱呼他

們。這時猶太人寄居異地，要面對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

在異地保留他們的身分。21 正如前文所述，在被擄的人中，有原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