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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做必要的鋪墊。第三部分整理將διαθήκη譯為
遺囑的理據，並解析其面臨的困難。第四部分闡釋

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的合理性。

一、διαθήκη在希臘
文新約聖經中的通

常含義

在公元一世紀羅馬社

會的希臘語文 獻中，

διαθήκη的通常含義是遺
囑。[9]然而，在七十士譯本

的 希 臘 文 舊 約 聖 經

（LXX）中，[10]διαθήκη被
用來翻譯希伯來文聖經中

的ב ְ ּ ר ִ י 其基本含義是約ת
（covenant）。[11]如修志思

（John J. Hughes）所言，
七十士譯本用διαθήκη來
翻譯，ְּב ：其合理性在於תיִר
（1）在舊約聖經中，ב ְ ּ ר ִ תי
意味一種關係，與律法相

關，因此，譯者須在希臘語中找到一個法律術語，

而διαθήκη剛好是一個法律術語。（2）雖然約的關
係涉及到雙方，但是，約的設立卻是由具有主權的

一方（sovereign party）通過單方行為（unilateral 
act ion）來實現的，其內容也是由單方行為來確定
的，具有不可更改（unalterable）的特點。綜上，在
希臘文中，最適合用來翻譯תי ִ的詞就是διαθήκη。
[12]

在希臘文新約聖經中，διαθ ήκ η一共出現了

遺囑，還是約？
—論διαθήκη一詞

在《希伯來書》九章16和17節中的含義
■ 冀  誠

北京外國語大學

在聖經研究的歷史上，如何理解《希伯來書》

九章16和17節中的διαθήκη一詞是學界長期討論的
一個話題。多數學者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1]這也

是中英文版本聖經的常

見譯法。例如，K J V和
N K J V 將 之 譯 為

testament，[2]NIV、NRSV
和ESV將其譯為w i l l， [3]

《和合本》將之譯為遺

命， [4]《呂振中譯本》、

《思高譯本》、《現代中

文譯本修訂版》、《和合

本修訂版》和《新漢語譯

本》均將其譯為遺囑。 [5]

少數學者將διαθήκη譯為
約。[6]這種譯法為少數中

英文聖經譯本所採納，例

如，《新漢語譯本》在注

釋中指出，遺囑直譯為

約，《新譯本》認為，

διαθήκη可以譯為遺囑或
約，[7]而NASB則直接將之譯為covenant。[8]

整理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兩種譯法各有其

所持的理由，亦都會面臨一定的挑戰，而漢語學界

對相關問題做深入思考的作品尚不多見。本文擬

在全面考慮詞義、結構、語法、背景和語境等因素

的基礎上來論證，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更具合理
性。全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考察διαθήκη在
希臘文新約聖經中的通常含義。第二部分簡述九

章11-28節的結構和論述方式，為兩種不同譯法的

摘  要：在聖經研究的領域，多數學者將《希伯

來書》九章16和17節中的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少數
學者則將其譯為約。本文旨在論證，從語法、社會

背景和語境的角度來看，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比將
其譯為遺囑更具合理性。自語法而言，將διαθήκη
譯為遺囑會遭遇難以克服的困難。就社會背景而

論，根據古代希臘和羅馬社會的法律，立遺囑者

的死並非遺囑生效的條件。從語境的角度來看，

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難以與作者在第九章的整
體論述相協調，因為遺囑制度與中保、贖罪、摩西

之約的訂立以及流血等話題均無關聯。而若將

διαθήκη譯為約，則有助於讀者從立約儀式中象
徵意義的實現和中保職責的完成的角度來理解基

督之死的意義。

關鍵字：διαθήκη；遺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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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次。按照和合本的表述，將其譯為約的有

二十八次，譯為諸約、立約和文約的各一次，譯為遺

命的有兩次。[13]在《希伯來書》中，διαθήκη一共出
現了十七次，其中：8章9節、9章4節和9章15節各兩
次，7章22節、8章6節、8章8節、8章10節、9章16節、
9章17節、9章20節、10章16節、10章29節、12章24
節和13章20節各一次。[14]

在9章15節-20節中，διαθήκη一共出現了五次。
艾淩沃斯（Paul Ell ingwor th）認為，並無證據顯
示，διαθήκη在這五次中具有相同的含義。如果堅
持將出現了五次的διαθήκη解釋為相同的含義，則
不符合語言使用的慣例。[15]在筆者看來，該論點值

得商榷。從上文中可以看出，在8章6 -10節中，
διαθήκη亦出現了五次，且每一次都應該解釋為約，
這完全符合語言使用的慣例。非但如此，在《希伯

來書》中，除了16-17節中出現的這兩次以外，在其
餘的十五次場合，διαθήκη都應該解釋為約，這已
是絕大多數聖經學者的共識。[16]從證明責任的角

度來看，在其餘的十五次都將διαθήκη解作約的情
況下，更為合理的做法是推定其在16和17節中的
含義亦為約。在沒有被效力更強的理據推翻之前，

該推定應當被認為是有效的。換句話說，如果雙

方在其他方面的理由相持不下，那麼僅從證明責

任的角度來看，將διαθήκη的含義推定為約更具合
理性。

當然，證明責任的視角只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常識提醒我們，當詞義本身不能作為終局的決定

性因素的情況下，須先對經文的結構和論述思路

有整體性的瞭解，方能判斷哪種解釋更為合理。

二、九章11-28節的結構與作者論述
的思路

就經文的結構而論，九章11-28節是一個相對
獨立的單元，主題是基督的死與祭司職分的關係。

作者的論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11-14節，講
述基督作為大祭司而完成的工作，包括「進入天上

的聖所」、[17]「成就了永遠的救贖」、[18]和「潔淨我

們的良心」。[19]第二部分是15-28節，闡釋基督完成
大祭司工作的基礎，包括「作了新約的中保」，[20]

和履行了大祭司的職責。[21]其中，16-22節屬於插入

的成份，用來解釋基督之死的意義。[22]

上述結構為我們理解九章16和17節的含義
提供了有益的參照。筆者擬在下文中論述，將

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從遺囑的角度來解讀基督之死
的意義，雖有一定的理據，卻會遭遇難以克服的困

難。相反，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從約的角度來闡釋
基督之死的意義，不但與作者整體的論述思路更

加契合，其所面臨的困難也更容易克服，因此更具

合理性。

三、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對論證理
由的概括和反思

（一）對論證理由的概括

多數學者認為，διαθήκ η應譯為遺囑而不是
約，其主要理由可概括為兩點：

1.死亡是遺囑生效的條件，而不是約生效的條件

按照通常的理解，立遺囑人的死亡是遺囑生

效的條件，因此，將16節中的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是
順理成章的。相反，立約人的死亡，並非約生效的

條件。因此，若說立約人還活著的時候，約沒有生

效，則明顯不符合約的觀念和實踐，故不能將17節
中的διαθήκη譯為約。[23]

2.新約具有遺囑的性質

遺囑不但和約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而且新

約本身就有遺囑的性質。基督是新約的中保，同時

也是遺囑的設立者。作者在15節中寫道，「他成了
新約的中保，為要使那些蒙召的人可以領受那所應

許的永遠基業；這事是藉著他的死來成就，而他的

死贖了人在頭一個約之下所犯的罪過。」[24]而16和
17節剛好呼應15節，其要旨在於，基督必須死，他
的遺囑才能生效，這間接地證明了他必須死，新約

才能確立和生效，蒙召的人才能得著所應許的產

業。[25]

（二）對論證理由的反思

筆者認為，上述理由雖然言之有據，其說服力

卻有所欠缺。現從語法、背景和語境的角度來加以

分析。

1.面臨語法上的困境

在希臘文聖經中，九章 17節 a的經文是
“διαθήκη γὰρ ἐπὶ νεκροῖς βεβαία”。如果將διαθήκ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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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為遺囑，那麼此句話的含義就是，「因為人死

了，遺囑才有效力（或才算確立）」，句中的死顯然

是指立遺囑者的死。[26]因διαθήκη是單數，故若上
述解釋成立，與「死」相呼應的希臘詞也該是單數

才對。然而，νεκροῖς恰恰不是單數，而是複數，將
其解釋為立遺囑者的死，實在是很牽強。從語法的

角度來看，這種解釋面臨著難以克服的障礙。[27]

就筆者閱讀範圍所涉，贊同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的
學者並沒有就如何化解上述困境提供足具說服力

的方案。

2.難以和社會背景因素相協調

在現代民法學上，遺囑屬於法律行為的一種，

以立遺囑人的死亡作為其生效的條件。在立遺囑

人活著的時候，遺囑尚未生效。然而，古代希臘和

羅馬社會的法律對遺囑的規定與現代民法有所不

同。根據古希臘的法律，遺囑有效的條件包括須

以書面的形式設立、須有證人和須寄存於公證人，

而立遺囑人的死卻不在其中。[28]

考察《民法大全》中關於遺囑的有效性規定，

可以發現，在羅馬法上，立遺囑人的死亡亦非遺囑

有效的條件。茲舉數例如下：（1）依據蓋尤斯《法
學階梯》的第2編，考察遺囑是否有效，首先要看
立遺囑人是否有立遺囑能力，其次要看其遺囑是

否依市民法的規則而立。[29]立遺囑人的死亡並非

遺囑生效的條件。[30]（2）烏爾比安在《論薩賓》第
6編中寫道，「就立遺囑而言，男性是必須超過14
歲還是剛滿14歲即可立遺囑？例如：出生於1月1日
的男性，在他14歲生日這一天立了遺囑，那麼該遺
囑是否有效？我認為它有效。」[31]（3）按照《法學
總論》第二卷第十七編的規定，「依法訂立的遺囑

在它被撤銷或喪失前一直有效。」[32]（4）依據優士
丁尼皇帝致大區長官尤里安中的規定，「如果一個

人依法定的方式立了一份遺囑，十年後如果他沒

有新的表示，或者沒有任何不同於他過去的安排

的想法，該遺囑有效。」[33]

綜上可見，我們若能夠從處境的視角對古代

希臘和羅馬社會的法律因素給予合宜的關注，則

可以合理地推測，《希伯來書》的作者在寫作九章

16-17節的時候，大概不會以立遺囑人的死作為遺
囑生效的條件，受書人恐怕也不會有此理解，因其

與古希臘和羅馬社會的法律規則並不相符。需要

與讀者諸君同受提醒的是，若完全忽略古代法律

與現代法律的差異，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現代的觀

念作為前見來解讀聖經，則難免違反「讀出，而非

讀入」的基本準則。

3.難以與作者在上下文中的論述相銜接

即使不考慮語法和背景的因素，單從語境的

角度來看，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仍欠妥當，理由如
下：

其一，作者在15節中寫道，「因此，他成了新
約的中保，為要使那些蒙召的人可以領受那所應

許的永遠基業；這事是藉著他的死來成就，而他的

死贖了人在頭一個約之下所犯的罪過。」[34]其中，

與約相呼應的希臘詞是διαθήκη。而16和17節屬於
插入的成分，用來解釋基督之死的必須性，將其中

的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的不足之處在於：（1）因遺囑
制度與中保無關，[35]故其無法解釋基督之死與他

作新約中保之間的關係。（2）因遺囑的設立、生效
或執行並不涉及到罪的問題，故其不能解釋為何

基督之死有贖罪的功效。[36]

其二、作者在18節中寫道，「所以，前約也不
是不用血立的」。[37]查考希臘文聖經的16至18節，
可以發現如下表述：“ὅπου γάρ … γάρ … ὅθεν”，
英文譯作“for where…for…this is why”，[38]中文譯

為「凡涉及（16節）……因為（17節）……所以（18
節）」[39]據此可見，18節的結論是以16和17這兩節
的論述作為基礎的。既然18節是在講約，那麼把16
和17節中的διαθήκη翻譯為約就是最自然而合理
的。[40]反之，如果將16和17節中的διαθήκη譯為遺
囑，則顯然欠缺足夠的理由，因為在《希伯來書》

的語境中，遺囑和摩西之約的訂立並不相關，遺

囑和流血之間也不存在邏輯上的聯繫。

四、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對合理性的
闡釋

（一）解讀九章16節的含義
希臘文《希伯來書》九章16節的經文是 “ὅπου 

γὰρ διαθήκη, θάνατον ἀνάγκη φέρεσθαι τοῦ  
διαθεμένου”。考察τοῦ διαθεμένου和φέρεσθαι這兩
個關鍵字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句話的含義。[41]



經
典
詮
釋

冀 

誠
：
遺
囑
，
還
是
約
？

３１

讓我們從聖經中與立約相關的詞語談起。希

伯來文舊約聖經用 ָ ּ ר ַ ב ת ְ ּ ר ִ 。來表達立約的行動תי
七十士譯本與 כ ָ ּ ר ַ ת ב  ְ ּ ר ִ י  相對應的短語是ת

διατίθεσθαι διαθήκην。觀察《詩篇》（七十士譯本）
49篇5節，[42]可以發現，與立約者相呼應的短語是 

τοὺς διατιθεμένους τὴν διαθήκην。在希臘文《希伯
來書》八章10節和十章16節中，δ ι α τ ί θ ε σ θ α ι  
διαθήκην的意思都是立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
希臘文新約聖經的其他語境中，διατίθεσθαι從未
被用來描述與立遺囑相關的行動。[43]戈以此為參

照，我們完全可以將τοῦ διαθεμένου以及九章17節
中的ὁ διαθέμενος解釋為立約者。

至於φέρεσθαι，其基本含義包括提出（bring 
forward）和表現（represent）等。在九章16節有關
約的語境中，應解釋為「以象徵的方式表現出

來」。[44]

據此，筆者認為，《希伯來書》的作者通過九

章16節意在向讀者強調，涉及到約，立約者的死必
須以象徵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解讀不但和下文

的論述相協調，而且與聖經記載的立約儀式相契

合。理由如下：

首先，依《創世記》所記，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為要將

這地賜你為業。」「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怎能

知道必得這地為業呢？他說：『你為我取一隻三年

的母牛，一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的公綿羊，

一隻斑鳩，一隻雛鴿。』亞伯蘭就取了這些來，每

樣劈開，分成兩半，一半對著一半地擺列，只有鳥

沒有劈開。有鷙鳥下來，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亞伯

蘭就把他嚇飛了。日頭正落的時候，亞伯蘭沉沉地

睡了；忽然有驚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華對

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

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

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

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但你要享大壽數，

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裏，被人埋葬。到了第四

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

滿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

從那些肉塊中經過。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

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

大河之地』。」[45]已有的研究顯示，立約的儀式中

包含著一個「自我咒詛的誓言」（self-maledictory 
oath），即，如果我背約，那麼願我遭受死的咒詛。
立約者以走過切開的動物的方式來表明，「如果我

不遵守我的應許和誓言，願我的結局像這些死了

的動物一樣」。[46]據此可見，在訂立亞伯拉罕之約

的過程中，立約者的死以象徵的方式表現出來。

其次，考察摩西之約的訂立過程，可發現類似

的儀式。依《出埃及記》所記，「摩西下山，將耶和

華的命令典章都述說與百姓聽，眾百姓齊聲說：

『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摩西將耶和

華的命令都寫上。清早起來，在山下築一座壇，按

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發以色列人中

的少年人去獻燔祭，又向耶和華獻牛為平安祭。摩

西將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灑在壇上。又將約書念

給百姓聽，他們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

遵行。』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說：『你看，這是

立約的血，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立約的憑

據。』」[47]對照相關的經文，可以發現，因著摩西之

約，以色列民被稱為用祭物與耶和華立約的人，[48]

而殺死祭物並灑祭物的血則是立約過程中的重要

環節。[49]考慮到摩西之約和亞伯拉罕之約之間的

連續性，[50]以及在獻祭制度中，祭物和獻祭者在替

代意義上的關聯性，[51]筆者認為，上述儀式的象徵

意義，亦與立約者因背約犯罪而招致的死相關。此

觀點可從《耶利米書》中得到進一步的支持。當巴

比倫王的軍隊圍攻耶路撒冷的時候，「西底家王與

耶路撒冷的眾民立約，要向他們宣告自由，叫各人

任他希伯來的僕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誰也不可使

他的一個猶大弟兄作奴僕。所有立約的首領和眾

民，就任他的僕人婢女自由出去，誰也不再叫他們

作奴僕。大家都順從，將他們釋放了。後來卻又反

悔，叫所任去自由的僕人婢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

僕婢。」所以，耶和華向以色列宣告道，「我將你們

的列祖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時候，與他們

立約說：你的一個希伯來弟兄若賣給你，服事你六

年，到第七年你們各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

們列祖不聽從我，也不側耳而聽。如今你們回轉，

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各人向鄰舍宣告自由，並且

在稱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約。你們卻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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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褻瀆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隨意自由的僕人婢

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僕婢。所以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沒有聽從我，各人向弟兄、鄰舍宣告自由。看

哪！我向你們宣告一樣自由，就是使你們自由於刀

劍、饑荒、瘟疫之下，並且使你們在天下萬國中拋

來拋去。這是耶和華說的。猶大的首領，耶路撒冷

的首領，太監、祭司和國中的眾民曾將牛犢劈開，

分成兩半，從其中經過，在我面前立約。後來又違

背我的約，不遵行這約上的話。我必將他們交在

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手中，他們的屍首必給空中

的飛鳥和地上的野獸作食物。」[52]在筆者看來，上

述宣告恰與《申命記》中論及約的表述相呼應，

即，以色列人若不遵行律法，背叛盟約，則會導致

各樣咒詛，包括被仇敵攻擊和被擄亡國。[53]可見，

以色列民被擄亡國的根本原因在於違背了摩西之

約中的律法，而「曾將牛犢劈開，分成兩半，從其

中經過」[54]則顯示，他們在立約時使用的是源自亞

伯拉罕之約的儀式。可見，亞伯拉罕之約和摩西之

約的相似之處在於，二者的立約儀式均以象徵的

方式指出，立約者若背約，須承受死亡的後果。[55]

第三、《希伯來書》的作者在九章18節指出，
「前約並不是沒有用血立的」。[56]如果根據上下文

把血和死理解作近義詞，那麼九章16節亦在提示
我們，新約是用血立的。這種解釋不但能夠讓人

看到上下文之間的邏輯聯繫，而且與新約聖經在

其他地方的表述一致。[57]如《馬太福音》所記，在

門徒們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杯來，「獻上了感

謝，就遞給他們，說：『你們大家都喝這個，因為這

是我的血，是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

免』」 [58]兩相對照，可以發現，前引《出埃及記》

二十四章中用血立約的儀式，剛好與耶穌的話語

相呼應。舊約與新約的共同之處在於，背約者必須

受到公義的審判，即，承受死亡的咒詛，如此，才能

使罪的問題得以解決。[59]

（二）解讀九章17節的含義
希臘文《希伯來書》九章17節的經文是  “ 

διαθήκη γὰρ ἐπὶ νεκροῖς βεβαία, ἐπεὶ μήποτε  
ἰσχύει ὅτε ζῇ ὁ διαθέμενος”。讓我們在上文的論述
的基礎上，通過解讀βεβαία、νεκροῖς和ἰσχύει這幾
個關鍵字來探尋整節的含義。

由於νεκροῖς是複數，所以若將其解釋為立遺
囑者的死，會遭遇語法上難以克服的困難。然而，

若以約的背景為參照，則可合理地將其解釋為在

立約的過程中，那些被殺之動物的死。[60]相應的，

Βεβαία可理解為約所擁有的堅固和可靠的性質，
[61]而ἰσχύει則應指約所發揮的實際效力。[62]

馮蔭坤指出，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的極大障礙在
於，照此譯法，17節b的含義就是「立約者還活著
的時候，那個約總不得生效。」但「這句話不是真

的：就拿舊約聖經裏面的約來說，立約者仍然是活

著的，死去的只是立約時所用的祭牲。」而如果將

17節b中的立約者解釋為代表立約者的祭牲，則非
常牽強。[63]在筆者看來，這個評析中肯而合理。然

而，在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的情況下，上述障礙並非
不能克服，理由在於：

一方面，從約的角度來看，在16節的語境中，
立約者的死是在背約的情況下發生的。依上下文

之間的聯繫，我們完全可以將背約的情況解釋為

16節和17節b共用的條件。這樣，17節b所表達的意
思就是，當立約者背約的時候，如果他可以依然活

著而不承受死亡的後果，那麼該約就沒有任何實

際的效力，而只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承諾而已。[64]

另一方面，自邏輯而言，我們可以對17節b的
含義作逆否命題式的解讀，即，在約發揮其實際效

力的情況下，背約者絕不能活著，而是必須承受死

亡的咒詛。回顧古代以色列國的歷史，可以發現，

這種解讀剛好與亡國被擄的事件相呼應。在王國

分裂之後，無論是北國以色列為亞述所滅，還是南

國猶大被擄巴比倫，均可詮釋為以色列民因背約

而招致的咒詛，[65]亦是約的實際效力的體現。

因此，我們可以對17節的含義解釋為，「因著
立約儀式中的祭物的死，約在法律上具備了堅固

而可靠的效力」，[66]因為在背約的情況下，如果立

約者可以依然活著而不承受死亡的咒詛，那麼約

的實際效力就無從談起。

（三）從約的角度看基督之死的意義

在《希伯來書》九章的語境中，將16和17節中
的διαθήκη譯為約，能夠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基督
之死的意義，理由有二：

第一，基督獻上自己，藉此超越了舊約時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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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律法中獻祭制度的局限。具體表現為：[67]（1）基
督沒有進入地上的會幕，而是進入了天上的會幕。
[68]（2）基督沒有藉著祭物的血，而是藉著自己的血
進入了聖所。[69]（3）基督沒有像舊約時代的大祭
司那樣每年都進入聖所，而是只一次進入聖所。[70]

（4）基督的死不是讓人暫時獲得禮儀性的潔淨，
而是為上帝的百姓成就了永遠贖罪的事。[71]以此

為參照，筆者認為，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強調背約
者必須承受死亡，那麼無論是亞伯拉罕之約和西

奈之約的儀式中的動物的死，還是摩西律法獻祭

制度中的動物的死，其象徵意義最終都藉著基督

的死而得以實現。由於基督代替背約者承受了死

亡的後果，罪的問題才因著刑罰的實施而得到了

根本的解決。相反，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則無法
向讀者展示基督的死和背約者須受刑罰之間的意

義關聯。

第二、從約的角度來看，基督的死是履行其新

約中保職責的必要行動。在希臘文新約聖經中，與

中保相呼應的名詞是μεσίτης，該詞僅用來指稱摩
西和基督，其基本職責是讓雙方聯合或和好。[72]

結合聖經中與論及新約的經文來看，新約又稱為

和平的約、平安的約和更美的約。[73]作為更美之

約的中保，基督對摩西的一個超越之處就在於，

藉著他的死，背約的百姓得以與上帝完全地和好，

因為基督已經代替背約者付出了死亡的代價。相

反，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則難以看出基督的死
和他履行中保職責之間的關係，因為遺囑制度與

中保無關。

（四）結語

本文自始至終所論證的內容可概括為下述

命題：在《希伯來書》九章16-17節的語境中，將
διαθήκη一詞譯為約，比譯為遺囑更具合理性。現
將證成該命題的理由總結如下：

首先，διαθήκη一詞在整卷《希伯來書》中共
出現了17次。除了16和17節出現的這兩次之外，
在其餘的十五次場合，διαθήκη都應該解釋為約。
因此，從證明責任的角度來看，將16和17節中的
διαθήκη推定為約，比推定為遺囑更具合理性。在
沒有被效力更強的理據推翻之前，該推定應當被

認為是有效的。

其次，在17節中，διαθήκη是單數，若將其解釋
為遺囑，那麼就希臘文的語法而論，與立遺囑者

的死相呼應的詞也應該是單數才對。然而，與之

相呼應的詞νεκροῖς恰恰不是單數，而是複數，將
其解釋為立遺囑者的死，實在是很牽強。因此，將

διαθήκη解釋為遺囑，會面臨著語法上難以克服的
障礙。反之，將διαθήκη解釋為約，則不會遭遇類似
的困難。

再次，從社會背景的角度來看，在古希臘和

古羅馬的法律中，立遺囑者的死並不是遺囑生效

的條件。因此，我們很難想像，作者在寫九章16-17
節的時候，會以立遺囑者的死作為遺囑生效的條

件。

第四，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並不意味著必定要
將17節b翻譯為，「立約者還活著的時候，那個約
總不得生效。」結合上下文，我們可以將17節b的含
義闡釋為，當立約者背約的時候，如果他可以依然

活著而不承受死亡的後果，那麼該約就沒有任何

實際的效力。

最後，從語境的角度來看，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
囑，難以和作者的整體論述相協調，因為遺囑制度

與中保、贖罪、摩西之約的訂立以及流血等話題均

無關聯。相反，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則有助於讀者
從立約儀式之象徵意義的實現和新約中保職責的

完成的角度來理解基督之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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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or Covenant
Ji Cheng(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Law School)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biblical studies, the ma-

jority view is to interpret διαθήκη in Hebrews 9:16-17 as 
will. The minority view is to interpret it to be covenant. 
This paper tries to argue that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interpret διαθήκη as covenant than to interpret it to be 
will. Taking the grammatical issu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will translation will encounter the obstacle, which 
is difficult to overcome. In light of the rules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law, the death of the testator is not a 
condition for a will to be eff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ext, the covenant translation is superior to 
the will translation because it shows the connection be-
tween symbolic meaning of covenantal ratification、the 
function of the mediator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death 
of Christ.

Key words: διαθήκη, will, coven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