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福音合参
 Harmony of the Gospels 

(Diatessaron)
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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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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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 历史背景(两约间历史)
• 宗教背景
• 四福音书的特点



历史背景(两约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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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旧约时代
• 波斯帝国时期
• 希腊帝国时期
o埃及的多利买王朝时期
o叙利亚的西流基王朝时期

• 马加比时期
• 罗马帝国时期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e Lord Jesus was, according to the flesh, a Jew; and His earthly life was spent among the Jews who were dwelling in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of Palestine and were perpetuating their raci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He shared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Jewish people of His day, and His earthly life was grounded in their history. That history naturally falls into two eras: (1) the era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2) the Interbiblical (Intertestamental) era.



旧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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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主耶稣明确地视旧约为神的启

 示，并且以其中所记的历史为真

 实的
• 创造；列祖；出埃及；律法；进

 入应许之地；士师；君王；所罗

 门建的圣殿；王国分裂；先知的

 声音
• 撒玛利亚被亚述攻陷，以色列

 (北)国亡(722BC)
• 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犹大

 (南)国亡(587BC)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lasted exactly 70 years as predicted, extending from the burning of the Temple to its reconstruction, 586 B.C. - 516 B.C.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ended with the decree of Cyrus in 537 B.C.



波斯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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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538BC，波斯灭巴比伦；波斯王古列(居鲁士, 
Cyrus)许以色列人归回

• 所罗巴伯领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圣殿(538- 
516BC)，任犹大省长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lasted exactly 70 years as predicted, extending from the burning of the Temple to its reconstruction, 586 B.C. - 516 B.C.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ended with the decree of Cyrus in 537 B.C.



波斯帝国时期(续)

6

历史背景

• 458BC，以斯拉回国，重新宣

 布律法
• 445BC，尼西米回国，重建耶

 路撒冷城墙；并任犹大省长



波斯帝国时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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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波斯对属土的宗教文化，采

 取宽容政策
• 第二圣殿时期(538BC- 

70AD), 包括所罗巴伯的圣

 殿和希律重建的圣殿
• 祭司长且被委任为地方的统

 治者，直接听命于波斯王朝
• 文士兴起为解释圣经和教导

 摩西律法
• 撒玛利亚人为住在巴勒斯坦

 地，有犹太血统的外族人；

 他们在基利心山建造圣殿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Jews destroyed the Samaritan temple on Mount Gerizim in 128BC.



希腊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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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336-323BC，亚历山大的征战
• 331BC，希腊灭波斯

• 亚历山大允许犹太人行使犹太律

 法，并在安息年豁免纳贡
• 亚历山大在埃及建造亚历山大

 城，鼓励犹太人在此定居
• 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



希腊帝国时期(续)

9

历史背景



希腊帝国时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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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323BC，亚历山大逝世，帝国分裂

埃及的多利买王朝时期(Ptolemy Dynasty)



希腊帝国时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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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多利买的国度以埃及为中心，犹太人在他统治下

 受苦不大
• 许多犹太人定居亚历山大，使该城成为犹太思想

 中心
• 多利买二世时，翻译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LXX)

埃及的多利买王朝时期(Ptolemy Dynasty)



希腊帝国时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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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199BC，安提阿哥三世击败多利买王国，夺得巴

 勒斯坦
• 西流基王朝统治者用强硬手段推行希腊化政策
• 安提阿哥四世伊比法尼(Antiochus IV Epiphanes) 
想清除犹太教气息，铸造丘比特神像，以猪为供

 物献祭；下令禁行割礼，不准庆祝犹太节期

叙利亚的西流基王朝时期(Seleucid Dynasty)



马加比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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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167BC，老祭司马他提亚拒绝献祭给异教的神，

 开始马加比(Maccabees)革命
• 165BC，革命军进入圣殿，清除异教物品，庆祝

 并举行献殿礼---修殿节(Hanukkah, 众光节)



马加比时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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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马加比王朝和哈斯摩尼(Hasmonean)王朝(167-63BC)



马加比时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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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撒都该人---贵族亲罗马派
• 法利赛人---犹太保守派

• 最后因兄弟不合，惊动罗马元帅庞贝前来镇压，

 63BC犹太落入罗马掌握中



罗马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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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 63BC，罗马人将犹大并入叙利亚省；犹太人丧失

 独立自主权
• 以土买总督安提帕特之子希律善于献媚，被封为

 “犹太人的王”(37-4BC)
• 希律重建圣殿(19BC-6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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