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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還是面對？
			—賴特其人及核心思想

▌作者／毛樂祈（校園出版社編輯、加拿大維真學院碩士）

當代有多少亮光，少數將成為不朽的星光。在當今迷霧中，雖不見得看得清楚，然而，我們可以與之交會，與之對話；

更試著傾聽上帝對時代的微聲細語。

集聖經學者、牧師、神學家身分於一身的賴特，在歐美基督教世界廣為人知，

但對華人基督徒來說，不僅陌生，更有人對他深感疑慮。本文作者將藉一系列

文章，引導讀者認識賴特和他的核心思想、神學理念及爭議，以及他對華人教

會可能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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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春節時，剛滿五歲的女兒和表哥們一起在陽台上放鞭炮。引信被點燃、火星四濺，炮竹

蓄勢待發，咻一聲猛然衝向天際，在空中爆炸，造成巨大的聲響。這樣的強度或許超

過小女孩所能負荷的，於是她驚慌失措抱住我的大腿，躲在我身旁害怕得尖叫。然而她

愈閃躲，愈無法紓緩她的驚恐，看不到危險在哪反而讓她更加不知所措，彷彿炮竹隨時會從旁侵

襲。我感覺她緊抓住我的力道未曾減弱，似乎只有遠離「戰場」，才可能消除她的害怕。

我稍微安撫她一下後，卻帶她走向鞭炮的「戰場」，我握著她的手一起拿一隻香，鼓勵她張大

眼睛，用手上的香瞄準已經架好的沖天炮。我告訴她，當引信點燃後，數到三就會發射出去。我

們只需稍稍往後退開，雖然看似危險，但火苗其實燒不到我們，只需要靜候沖天炮飛出，大約三

秒後會在空中爆炸。用這樣的方式，雖然沒有到像表哥一般以放炮為樂，但至少她克服了對炮竹

的恐懼。

集聖經學者、牧師、神學家身分於一身的英國德倫教區前主教賴特，可說是當今基督教界數

一數二有影響力的大師。在歐美基督教世界，研究聖經而不熟知賴特，就像在台灣打棒球不識王

建民一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的成就不僅是在學術研究上，由於他熱衷參與不少演講，也寫

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好書，一般西方信徒對他並不陌生。但對遠離英語世界的華人基督徒來說，賴

特不僅陌生，更有不少人把他看成是「領羊走迷」的危險異端。

這個系列的文章，目的不是在說服大家成為賴特的粉絲，或是要完全認同他的神學觀點，而

是試圖從各方角度來認識他及其思想。在瀰漫的煙霧中，及駭人的流言蜚語及尖叫聲中，讓我們

張大眼睛面對他，最後我們不見得要同意他，但或許不致驚慌失措而抱頭鼠竄。

賴特是誰？

賴特目前為英國聖安得烈大學新約及初期基督教研究教授。在此之前，擔任了八年的英國聖

公會德倫教區主教（Bishop	of	Durham,	2003-2010）。他著作等身，除了已經發表三本（共六冊）

「基督教起源及關於上帝的問題」系列學術鉅作之外，還有數十本針對一般信徒的著作，包括讓他

被喻為當代路易斯的	《純基督教》（天道，2008），在《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獲獎且

頗受好評的《驚人的盼望》（Surprised	by	Hope）及《信主之後》（After	you	Believe）。1賴特在許

多立場上相對保守，他不僅尊重聖經的權威性（雖然解釋的方式可能和傳統福音派不同）、相信耶

穌的肉身復活及再臨，也恪守大公信條等教義，在同性戀的議題上持保守態度。但另一方面，他

卻勇於挑戰許多既有的框架，尤其是對保羅神學的某些新看法，而遭到改革宗的抨擊。值得注意

的是，許多學者和他或多或少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維持相互尊重、友好的關係。2	

賴特不止是滔滔雄辯的神學家，他也是很感性的牧者，他說他無時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以及

祂的愛，他尤其記得當他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個很深的印象是，因著認識到神的愛竟然大到願

意為他而死，他完全被征服，不停地流淚。3他熱愛主教的工作，但是當工作量與日俱增，而他又

必須完成上帝很清楚呼召他去完成的大型著作，他只好在痛苦中選擇辭去主教一職，這樣的痛苦

「如同切掉一隻手一般」。他熱愛研讀聖經，並以此為樂，他說：「很多人四十歲就已經厭倦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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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是為了拿到退休金，仍舊得繼續工作二十年。我真的感到很慶幸，能夠做一件我能想到

最有意義又充實的事情，就是一輩子研讀和教導聖經。」

理性和感性不見得需要互斥，學術和信仰也不見得要二分，他提到當他愈多去探索歷史耶穌

的學術工作時，認識到有血有肉的耶穌也讓自己的生命愈多被挑戰。事實上，這樣的學術追尋本

身就是一個門徒的工作。4他接受採訪時談到，還在神學院讀書的時候，老師告訴他，總有一天

必須在學者和牧師當中選一個方向。賴特當下沒有決定，心裡卻產生困惑：過去神學家如奧古斯

丁、路德都既是神學家、也是牧師、教師，並和信徒一起工作和禱告，他為何一定要二選一。5因

此賴特後來的時間幾乎都維持神學家及牧師的雙棲身分。

看得出來賴特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只是他的多元和多變的風格也可能讓人捉摸不清。舉

個真實的故事來說明，賴特通常用N.	T.	Wright來出版學術的書籍，而用 Tom	Wright出版一般大

眾的書；一位學生在圖書館還一本Tom	Wright的書時，用很嚴肅的

口吻告訴圖書館員：「這個 Tom	Wright我不太喜歡，太自由派了，

我喜歡另外一位名叫	N.T.	Wright的人。」6我自己閱讀賴特不同類

型的書時，也常有類似的感覺：有時他的邏輯思辯複雜得像是讓人

頭昏的哲學家，有時卻像平易近人會說故事的導遊爺爺，有時則是

博學多聞深度涵養的英國紳士、有時是靈性深邃不厭其煩的牧者、

有時是旁徵博引諄諄教誨的老師。一方面賴特可用吉他自彈自唱美

國民謠搖滾詩人	 	巴布狄倫（Bob	Dylon）的歌曲，7有時也在電台

中暢談各種時事議題。有時他像個強硬不妥協的基要派，當面對同

性戀者要求平權公義的時候，他說：「公平正義從來不是一樣地對

待每個人，而是恰當地（approapriately）對待每個人⋯⋯公平正

義從來就不是對各種各樣的性慾有主動表達的權利。」8面對《達文西密碼》對基督信仰的衝擊，

他有著護教家一針見血的犀利：「這是一流的驚險故事，卻是九流的歷史。」

賴特橫跨學術及教會，同時具備廣度及深度，要認識這樣的人或許考驗我們的耐心和包容

度，才不致以偏概全，誤貼標籤。比如說，雖然他對「因信稱義」的見解，和不少改革宗神學家

相左，但實際上，這只是他所有思想的一小部分；他在其他方面的貢獻極大，如他的學術著作中

用了七百頁，嚴謹地論證耶穌在歷史上復活的真實性，許多不同意他「因信稱義」觀點的神學家

也對他的論證深予好評。

破除啟蒙遺毒

若要了解賴特的著作及所帶來的意義，我們需要先來檢視賴特的動機，和所關心的核心議

題。他只是為了學術而學術嗎？他是為了挑戰正統的基督教嗎？他只是為了挑戰「因信稱義」的

教義而戰嗎？他真正的敵人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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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他的核心敵人是啟蒙以降的「理性主義」。9對賴特來說，研究新約不是單純的歷

史考證，或希臘文字義文法、或文本上下文的問題，終極來說，是整體文化思潮的問題。換言

之，西方研究新約的方向，繼承了許多啟蒙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尤其是方法上和意識型態的問

題），而且這些問題尚未解決，因此在他的學術著作中，他先花不少篇幅來清理戰場。

簡單的說（不免有點過度簡化），有兩派人馬在這新約戰場上對立。一派堅持以「歷史方

法」，而且不帶任何「神學標準」來看新約。這種啟蒙以降的「歷史批判」，對於還原許多事實雖

然頗有幫助，卻讓一些人以「學術中立」之名，對基督信仰施行「暴行」（比如說，耶穌沒有復

活，復活只是一種神學比喻；剝奪耶穌的神性，認為耶穌只是個有理想、道德高尚的社會改革

家，卻不幸英年早逝等等）。戰場的另一端是福音基要派，他們奮起對抗，卻暴露出自己的一些問

題。雖然基督信仰是不折不扣根植於歷史的，但福音派卻走「去歷史」的路線。他們害怕面對有

血有肉的第一世紀歷史，卻將新約視為某種抽象的真理魔法書。聖經本來是一整本關於神的大故

事，卻變成許多片片斷斷的金句大雜燴，讓大家各取所需。經文意思已經和歷史無關，並且被一

種「支離破碎」的方式來閱讀。賴特認為，這樣反對歷史的態度其實等於「用高傲回應高傲，企

圖劃出學術勢力無法進入的『禁區』，並用個人敬虔的石塊築起壁壘，利用外面學術暴行的故事來

鼓舞軍心。」10

換句話說，更正教基督徒在面對啟蒙戰爭時，以為在護衛純正信仰，卻不免落入啟蒙運動所

設下的陷阱。你強調「自然科學」為依歸，我則強調「超自然上帝」才是一切；你強調「理性」

能夠檢驗所有的真理（亦即真理的最後定奪者），我則說「聖經字面」擁有所有無誤的真理。請注

意，賴特不是說超自然不重要，聖經權威不值得一顧，而是我們已經陷入了十八世紀的「二分法」

的世界觀當中，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當中。

舉個我們比較切身的例子，當福音派在面對進化論的攻擊時，我們的反應是侷促不安的；當

外界用「假中性」、「假客觀」的科學，來質疑聖經的真實性和真確性的時候，我們則訴諸聖經

「字面上」的意義，不管科學上有任何的發現，而回應說：「上帝用七天創造世界，這個地球只有

六千年歷史，這是神說的，這是聖經上的真理，沒得商量！」我們急於對抗，卻不願意去省思創

世記的寫作背景、目的，尤其是創世記的體裁；不願謙卑地去學習這段經文實際上說了什麼？

對賴特來說，啟蒙運動某種驕傲的「智性工程」，基督徒卻只高舉「單純的信心」回應。他

說：「無愛的知識雖然乏味，也沒有果效，但沒有知識的熱忱也容易變成盲目的驕傲。」11單靠理

性或信仰都不足以面對今日複雜的挑戰。在為了對立而對立的情緒當中，我們誤入了圈套，反而

成為了「啟蒙之子」。中華福音神學院的周學信老師有類似的觀察：

「這種啟蒙時代的影響對福音派是非常深遠而廣泛的。福音派傾向於看待聖經乃是一本純粹命

題真理的資料來源，而忽視或未能體認它的敘事性質。⋯⋯長久以來，許多基督徒認為自己是合

乎聖經的，其實是徹頭徹尾地理性主義。我們認為自己是神的兒女，但最後卻發現我們只不過是

啟蒙時代的兒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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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實在論為基礎

為了回應啟蒙理性主義的問題，賴特提倡一種稱為「批判性實在論」的認識論；認識論雖然

看似為無關緊要的哲學術語，其實卻直指問題的核心。賴特這樣說：

「這是一種描述「認識」過程的方法論，認同被知事物是存在的實體，且在知者本身之外（所

以稱作「實在論」），並在同時完全認知：若要通往這實存，唯一的方式只有透過某種螺旋而上的

通道，意即知者與被知事物之間的合宜對談或談話（因此稱作「批判」）。這條通路讓我們以批判

的態度，反思我們在探索「實存」時所產生的想法，以致當我們提出關於「實存」的陳述時，也

承認自己的有限。」

簡單的說，「批判性實在論」在過分樂觀的「實證論」及悲觀的「現象論」當中找到折衷點。

啟蒙的實證論認為外界有真相，而我們能夠直接且客觀去認識。而現象論用另一種極端來回應：

不，我們每個人都是主觀的，外面其實沒有真相，我們所觀察到的都是自己的感覺。「批判性實在

論」則採取中道，認為外在確實有真相，但是人卻無可避免自己的限制及主觀性，也因此必須加

以批判。換句話說，這樣的認識需要謙虛的對話，藉此螺旋向上慢慢貼近真相。

理性主義下所衍生的實證論不只是哲學的理論，而實際早已入侵生活及教會。舉例來說，實

證論者看聖經時，往往毫不懷疑自己帶了有色眼鏡，而以為自己可以直接且客觀地看到經文的意

義。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當然有不同的變化），當我們說「不要先看註釋書，自己先讀聖經，才

不會受人影響」時，基本上忽略了一個事實，我們身而為人必定受時代文化的影響了，早已帶了

濾鏡看聖經。當我們慷慨激昂擁護「絕對的真理」、然後義憤填膺批判別人，卻從不檢驗自己的預

設，彷彿只有自己才是最公正客觀的、也永遠站在真理的一方，事實上也落入某種「實證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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窠臼。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一些以「今天聖靈告訴我」為口頭禪的基督徒身上，他們可以直接且

客觀聽到上帝的話，但完全不覺得有需要去區別「聖靈感動」和「個人的主觀感覺」這兩件事。

13

賴特反對這種天真的「實在論」，卻沒有落入後現代的虛無主義：沒有事實真相，一切都是人

的主觀感受。這世界仍有「真相」、或「實存」，只是需要用一種謙卑的方式來理解。事實上，我

們對世界的認識是一種出於我們被造有神的形像，因著我們在這地上身為管家的職份。「知者」和

「被知者」是在一種愛的關係中，而不是疏離的主客關係，因此，賴特所提倡的認識論也是一種愛

的詮釋學。14

故事及世界觀為核心

賴特反對用理性主義的「疏離」及「狂妄」來解讀聖經，轉而採取用「故事」的類型來理解

聖經。賴特認為，不只人類基本上依存於故事而活，聖經本身也是個宏大敘事。啟蒙的問題就是

把聖經去故事化，然而在後現代，雖然找回了故事，卻不要真相和上帝。15聖經卻是一個關於神

的大故事，同時也是一個公開的故事（public	story）。基督教所講的不只是關於「個人得救上天堂

的真理」，而是「提出一個關於全世界的故事」。按照賴特的觀點，	我們不再是在「聖經之外」試

圖客觀疏離地找到聖經中的「抽象真理」，而是我們就在這個故事中，在這齣戲中，找到合於自己

角色的使命和呼召，學習將它演好。16

為要忠實地演出這齣戲，我們至少需要做兩件事。第一，我們需要熟悉這戲前面幾幕的故

事。17對賴特來說，新約詮釋的重點在於認識早期教會所處的故事及世界觀，早期教會不是在真

空中產生的新族類，他們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仍舊活在上帝揀選以色列百姓的大故事中：是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及眾先知，	以及大衛、所羅門的故事，尤其是這群神的子民失去國

家，被擄至外邦，縱使歸回重建了聖殿，他們心境上仍舊是被擄（受到羅馬及希律的統治），猶太

教的不同派別都企盼著，這個與他們立約的神將在歷史中有大作為，能夠救贖他們脫離苦難，帶

來新天新地。但早期基督徒和其他猶太派別不同的是，他們相信透過耶穌的道成肉身，且經歷死

和復活，這個故事達到了一個高潮：

這位宇宙造物主也是歷史之主，並且不同於他人的是，這位上帝的行動在拿撒勒人耶穌身上

達到巔峰，且將自己的靈賜予祂的子民，以實行這個最高潮的行動，並要在最後更新萬有，完成

這項任務。18

新約必須在這樣的故事／世界觀中被理解，而不是戴上固有「教條」的眼鏡來看它。神學院

中嚴謹的解經課要我們查希臘原文，做語法分析，並檢視上下文來得到原意，對賴特來說，這個

「上下文」應該包括整本聖經，整個猶太民族的故事及世界觀。19換言之，解經除了需要了解每一

個字、文學結構、寫作背景等，還需要重視更大的圖像。

第二，我們必須承認身處於二十一世紀的信徒活在自己的故事之下，我們透過自己的世界觀

來閱讀聖經的故事，帶著自己神學的濾鏡來看聖經。我們必須讓聖經的世界觀和我們的世界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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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互動及對話、然後被挑戰。我們的聖經閱讀永遠是需要改革的，我們試圖找到最真實的解

經，但是「永遠開放自己接受可能的挑戰，調整，甚至被顛覆」。20	

賴特以故事為核心的進路，對執著於命題式真理的教條主義，提出了重要的修正。的確，在

這種命題式的信仰中（不管是福音派還是靈恩派），福音很容易只是一個抽象的空殼，和我們每天

的實際生活可以輕易地分家，信一套但是活另外一套。對賴特來說，基督信仰的核心卻是在於活

出這個故事，不只是一個關心內在敬虔的故事，而是一個對這個世界詮釋最忠實的故事；基督徒

必須去熟悉那個劇本（聖經），認識神給我們在當今時代的角色，使我們在這世界中活得忠心且精

采。

採取歷史研究的進路

假如我們同意該去認識第一世紀的世界觀以了解新約的原意，但是問題是，兩千年前的事該

如何認識呢？賴特建議採用「歷史研究」的方法。近幾十年考古上有不少重要的發現和研究，使

得歷史學家能夠有更多資料去認識當時的社會文化及思想。之前提到，許多基督徒彷彿害怕歷

史，只滿足於信仰及教義，賴特卻認為基督徒不該退縮，因著神道成肉身走進歷史，基督徒應該

勇敢面對歷史並投入歷史研究。

賴特是當今「歷史耶穌」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學者之一。賴特認為我們不僅「需要」並且「必

須」去探討這個議題，我們不能只滿足於耶穌具有神人二性的教義，而讓「歷史耶穌」的詮釋權

完全被外人壟斷，21使「歷史耶穌」和我們所「信仰的基督」漸行漸遠。他提到，在教會中當我

們向耶穌禱告的時候，這位耶穌好像只是漂浮在空中三位一體中的聖子，而不是第一世紀在巴勒

斯坦行走、有血有肉的耶穌。認識這位歷史的耶穌，幫助我們不再用自己的形象捏造耶穌，並且

真實看到耶穌真正對這世界帶來的挑戰。22

事實上，賴特對歷史研究的重視，直指諸多爭議的核心。過去對聖經詮釋的權威不是來自於

教會本身，就是用「以經解經」，並以某些「信仰準則」為依歸，但是賴特對歷史的堅持不可避免

地暗示，必須認識歷史我們才讀得懂聖經；某種程度上，「歷史」成了權威，而歷史學家如賴特，

成了真正能夠讀懂聖經原意的「大主教」。在歷史耶穌的例子上，賴特不只停留於聖經四福音書

所給我們的耶穌畫像，他認為可以跨越福音書去找到、還原耶穌真貌（他身為人的動機和目的等

等），而這個透過歷史研究所還原的耶穌，能夠更進一步幫助我們了解四福音。著名新約學者海斯

及麥克奈特（Scot	McKnight）都指出，真正的還原歷史不僅不可能，這樣重建歷史的作法彷彿是

在寫第五本福音書，而其實我們該滿足於有四本福音書。23

賴特的回應是，這不是建構第五本福音書，而是我們需要認真從事歷史研究，以幫助我們了

解四福音。基督徒毋須害怕真理，我們被造有神的形像，需要盡意（mind）去愛我們的上帝。況

且，若我們退出歷史的戰場，豈不給其他有心人士建構「耶穌真貌」而讓基督徒受到虧損（不僅

在學術層面，在一般信徒的層面會不會有下一個《達文西密碼》呢？）更何況，沒有在字面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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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一個耶穌形象，不代表信徒不會在心裡有一個錯誤的耶穌形象。他強調，我們同時需要「歷

史」及「信心」。24

「歷史」和「傳統」孰輕孰重的爭議，一時不會落幕。在還原歷史的過程中，的確豐富了許

多我們對聖經的認識，但同時也刺激了我們的敏感神經（因為挑戰了許多我們所持守的傳統）。

或許，我們目前所能做的就是承認那張力的確存在。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用不同的方式描寫

耶穌，保羅和彼得及雅各也有不完全一致的看法。或許我們需要更「兼容」、「多元與統一」的信

仰，而不是單調一言堂式的合一。

五百年前馬丁路德在面對當時天主教會的傳統時，是訴諸回到聖經的根源（某種程度上也是

強調「歷史」）。不斷藉由聖經來挑戰既有的觀念，不是賴特的新創，而正是繼承了正統的新教精

神。在這樣的張力中，我們可能無法保證給出完美正確的答案，但至少得以操練「耐心」的美

德。用賴特自己的話說，「假如人的成熟是表現在他們能夠延後自我滿足的事上，那麼基督徒的成

熟，就可能表現在願意從頭到尾聽完別人論證的事上」。我們對於不同意見的人，或許需要特別小

心我們斷章取義、按著自己利益來曲解別人的傾向。

或許可以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在西方新約歷史的戰場上，保守派基督徒受到「自由」思想

無情的攻擊，賴特不是選擇輕易繳械落荒而逃，然後在荒野樹立起堡壘，而是勇敢地撿起敵人的

武器（歷史批判），回家擦拭乾淨做些調校後（調整假設及方法論等等）；上前迎戰敵人。這個保

守派新上手的武器還不見得很順手（得承認賴特已經是專家），並且其威力太大、後座力強、也很

有可能會走火傷害到自己的人。但是到底我們該鼓勵他，向他學習，為他禱告（除了期盼他有更

好的研究，並且盼望他更加謙卑去表達、回應不同的看法，以及大家在歧異中仍舊能夠合一），同

時試著加入他一起來調校武器和戰術？還是告訴他這場仗不值得打（拿武器的人是瘋子和異端），

畢竟我們守護好信仰的堡壘就夠了？

筆者認為答案很明顯，因為躲在信仰堡壘裡不見得安全，畢竟「歷史」是這個信仰堡壘的根

基，任人挖掘總有一天堡壘會垮。況且，我們的主既是宇宙的造物主，也是「歷史」的主宰，我

們沒有理由不站起來奮鬥。

放鞭炮是危險的事情，對很多人來說只是無聊的娛樂。認識賴特，風險不小，會被燙傷、會

碰到壞炮炸傷自己。但是或許這炮竹在黑暗中照亮了一道光明，驚醒仍在沈睡的基督徒。或許真

正能避開危險的方式，就是正視他，畢竟上帝的手牽引著我們。�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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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Surprised by Hope: Rethinking Heaven,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HarperOne,	2008）獲得CT2009年神學
/倫理類的優異獎，而After you Believe: Why Christian Character Matters（HarperOne,	2010）則是獲得2011年的首獎。

2.		比如說批判賴特最烈的派博（Piper），賴特仍說他是在「主內親愛的好弟兄，堅固信徒的信心，教導他們如何生活，他做的
很好……。我們真正要戰鬥的對象，是在街上那些用『去人性』的方法來破壞社會的人。福音是給外邦人的。」見 http://
thegospelcoalition.org/blogs/trevinwax/2008/04/24/trevin-wax-interview-with-nt-wright-on-surprised-by-hope/

3.	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N._T._Wright
4.	湯姆．賴特，《翻天覆地—重新看見耶穌是誰》，台北：友友文化，2004，頁29。
5.	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hVVNYIPK_Q
6.	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sgZjLBaXCeg&feature=related
7.	見	http://vimeo.com/41782945
8.	見http://www.fulcrum-anglican.org.uk/page.cfm?ID=445
9.	從N.T.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London:	SPCK,	1992)的第一章可以看出，
並見《翻天覆地》的第一章。

0.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p4.
11.	Ibid.,	p10.
12.	周學信，《可有一席為你？—後現代情境下的神學反省》，橄欖，2001，頁75。
13.	聖靈的感動當然牽涉到主觀的感覺，只是這個感動需不需要在群體中一起分辨，或只是某種個人主義的彰顯？
14.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	p.	45.
15.	見《今日基督教》，2007年一月號，“Mere	Mission.”	
16.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	pp.	140-143.
17.	Ibid.	第一幕為創造、第二幕墮落、第三幕以色列、第四幕耶穌、第五幕教會。
18.	Ibid.,	p.	136.
19.	Ibid.,	p.	117.
20.	Ibid.,	p.	67.
21.	見張國棟及文見歡，〈為何會有歷史耶穌的問題出現？〉，網上中文基督教資源中心（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

art_0074.htm）。
22.	見《翻天覆地》頁2。
23.		Nicholas	Perrin	and	Richard	Hays,Jesus, Paul and the People of God 	(IVP,	2011)	p.	57	及《今日基督教》2010年四月號文章Scot	

MckNight,	“The	Jesus	We’ll	Never	Know.”
24.	見《今日基督教》2010年四月號N.	T.	Wright,	“Abandon	Study	the	Historical	Jesus?	No,	We	Need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