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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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的學術資格。當時，學院剛由英王喬治四世（King 

George IV）創立了好幾年—在創立以前，一些人包

括戰勝滑鐵盧（Waterloo）戰役的韋林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及隨後的首相並坎特伯雷（Canterbury）

大主教，為了抗衡那新創立而又沒有宗教傳統或要求的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便發起運

動去爭取一所具英國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傳統

的學院。所以，此課程提供了關於道學（ divinity）及

神學的課目，而這些科目在本質上是為要幫助學生把

他們的學術研究，跟基督教信仰及他們所身處的世界

聯繫起來。若他們在考試上取得合格，並獲得老師那

份滿意的報告，而且穩定地出席禮拜，他們就可以被

選而作為國王學院的 AKC 畢業生。約在一個世紀後，

當已被併入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而國王

學院的宗教考試也被廢除—但國王學院這課程的傳

統卻一直延續下去。在世界各地，學院的畢業生自豪

地展示那幾個排列在他們名稱及所獲得的學位簡稱後

的字母“AKC”，以顯出他們曾額外修讀這些課程。

今天，國王學院是一個龐大的企業，擁有一萬八千名

學生及四千名員工，他們被安排在倫敦中部泰晤士河

（ the River Thames）兩岸幾個地點上課及工作：除了

那些在禮拜堂內外的學生，很多其他的學生於那週較

後時間，會在其他地方觀看當日的視像錄影。然而，

讓學生在修讀他們的本科之餘，也反省基督教信仰及

神學、聖經研究及教義、倫理及道德哲學、宗教經驗

及其他信念等這些核心觀念，這個做法的目的，在當

下仍與昔日一樣，因為我們嘗試把國王學院創辦人起

初的願景與今天聯繫起來。

除此之外，是次的講題也有類似目的：耶穌—

當下與昔日（ Jesus, now and then）。正當我們進入第

三個千禧年，其誕生成為首個千禧年的起始點的那一

位，跟我們有何相干呢？可是耶穌一直吸引著人，在過

去二千年如是，在二十一世紀也如是。在這新學年秋

季的九次講座中，我們將會嘗試了解為何耶穌在當下

（ now）—即今天—仍有這樣的影響力，並且回顧

祂的生平、死亡及祂對昔日（ then）的人並一世紀基督

教會的影響—而且會看看所有那些古老的爭辯在今

天是否與我們有關係。是次講座由我們兩位負責：國王

學院院長伯理奇（Richard Burridge）牧師 / 博士，他是

位專研耶穌與福音書的新約聖經學者；另一位是神學與

宗教研究系講師古爾德（Graham Gould）博士，他則是

研究早期基督教教義及崇拜的專家。

其後不久，倫敦的基督教知識傳播社（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SPCK）的編輯麥

柯莉（Ruth McCurry），前來尋找一本專門探討關於耶

穌的書，而她卻驚訝地發現，有這麼多的學生來禮拜

堂聽國王學院 AKC 課程的講座，因此，她構想出一本

以關於耶穌—當下與昔日—的課程為本的書，使

這內容讓更多在國王學院以外的人知道。由於我們只

能著手撰寫「當下與昔日」這部分，我們要找一位可以

把課堂錄音帶轉為此書的初稿之編輯。柯琳斯（ Jane 

Collins）多年來是位作家、編輯及出版人，她願意承擔

這任務—坐下來看錄影帶及聽錄音帶。我們十分感

激她對此書的願景，也感激她辛勞預備初稿，讓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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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改及重寫。我們也想感謝麥柯莉及她在基督教知識

傳播社的同事參與此書的編輯工作，也感謝我們美國出

版社厄爾德曼（Eerdmans）設計及出版此書。

與原本的講座一樣，此書也是一個共同努力的成

果。伯理奇負責第一部關於新約聖經的部分，而古爾德

則負責第二部關於初期教會的部分。我們共同撰寫第一

章—伯理奇寫第一及第三節，分別關於今日的耶穌

及關於祂的早期觀念，而古爾德則寫第二及第四節，那

分別是關於基督教傳統及對這傳統的解釋。

最後，我們要感謝國王學院的學生，他們的熱忱

及興趣，使在國王學院 AKC 課程裏的教學工作成為一

種光榮。由於他們本身也結合了所有信仰及信念，所

以我們期望此書會吸引教會內及教會外的讀者：即任何

想知道，昔日為何耶穌那麼重要以致要以祂的誕生來設

置日曆的人，並且吸引那些想知道祂在當下—即今

天—還可能會對我們說些甚麼話的人。

伯理奇牧師 / 博士
古爾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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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耶穌：第三個千禧年的起始點
正當新千禧年來臨—伴隨著所有籌劃要進行的

慶祝活動及好些被預測要發生的大災難，讓人真的感到

有些重要的事情將要發生。隨著時鐘上那一滴答聲，一

個世代就到了它的盡頭，而另一個世代則隨之開始。這

時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期望，從那時開始，這期望使那些

在我們個人生活及世界政局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難以被記

念。在那個氣氛中，很多人或會首次想到，他們到底在

慶祝甚麼。為何會有二○○○年呢？
自從那一位—祂比任何人更可以被視為真正把

歷史一分為二的人—出生之後，至今已有二千年。

我們對這位被稱為拿撒勒人耶穌的人，有甚麼認識呢？

那竟是令人驚訝地少！而我們所知的也不是很具有價值

的。祂未嘗進學校去，或許也不懂得讀書寫字，縱然祂

可能曾好好學習如何讀猶太律法書卷。誠然，我們沒有

任何祂所寫而給流傳下來的東西，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耶穌—當下與昔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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