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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景教文獻《一神論﹒世尊布施諭》中

「世尊」一詞之釋義

禪大衛

清華大學人文學脆哲學象博士候選人

一、哥|言

〈一神論〉是唐朝景教人份文獻其中之一，且是最長

的(共 405 行、 6，949 字) ，佔既有景教文獻總字數近乎一

半。文獻可分為兩部分，前半部(行 1 至 206) 1主要是闡

述教義，論一神(神力、不可見、可見) 、論人(神誠、

魂魄、身體) ，並從此出發，勸世人遠離惡魔，敬拜一神，

並行功德，後半部(行 207 至 404 ;即《世尊布施論:> )主

要是敘述耶穌的受難、復活、升天、聖靈(淨風)降臨和

其後信徒們遵從耶穌的吩咐，在逼迫中把福音傳闕，最終

使羅馬皈依、波斯也多人相信。文獻最後勸介世人防避惡

魔，信耶穌、以免下地獄，並可上天堂。 2

1 本主昕哥l之行號見林帽輯， (唐代暈教再研究) (北京中圖社會科學出版社， 2曲3) , 

買 350-386之原文鼎自瞳印上都﹒

2 佐1自好郎 (PderY，岫iroSa出)在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實事的〈一神論〉英文翻譯

中，將文獻至于指三個組成部扭，即行 1 至曲晶「喻第二J '行缸里 206轟「一天諭第

一J '丑行 207至岫4 措 I世尊布施輸第三」﹒自此，此三至于結構$屆學者引述(劉樟

民， (唐代最敬之傳入且其思想之研究) ，曹《聯會書臨學報) 1 (1962) ，頁 34 ;翁

翻軍詮釋， (漢語景觀主典語禪) (香講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冊 '1995) .買 11-14 ; 

T血g Li, A stu申 of的e HlSto句lofNesω，-叫咱自nity in Chi間 and its Li帥-ature in 

Chinese: Togel.加V 禍幼 a New English Transla酌.01級eD間h臨時 Nestori，曲 Documents

(Fm幽圖阻岫尬。P耐h唔， 2阻)，彈。 109-111 ;吳昶興攝注，(大事暈書畫航行中國硨

大秦景載文JIt蟬義) (台北橄欖出版， 2015) ，買 75刁7) .但佐伯好郎的翻禪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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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衛

本文研究「世尊」一詞在《一神論〉的意義。在所有景

教文獻中， I世尊」一詞出現過二十六次，其中二十五次在

《一神論〉後半部的《世尊布施諭} (下稱《世尊諭) ) 

《世尊論〉首四十行的內容取自耶穌的「登出賣首IIJ (<:馬

太福音》第六、七章部分) ，並獻之以「世尊日 J '既以在

《世尊論》中， I世尊」為耶穌的尊號，甚為明顯， 3學界

亦有共識。《世尊論》中另有兩個耶穌的尊號或名字，即「草原

師訶J (三十人次)和「盟會數J (兩次) • I~年師訶」和的

「聽數」都是音譯自敘利亞文，前者是4月(血，也岫a) , 

即「彌賽亞J 或「基督J '後者是色恤. (E'esho) ，即「耶

穌」。因是音譯，所以兩者的來源和意義都較易追索。但「世

尊」不是音譯，不能宜接對照《聖經〉中某一個尊號。對其

該如何理解，是本文的焦點和目的。

在目前的景教研究中，沒有對「世尊」一詞的專門研

究，譯注作品只簡單提到其原意為「世間所最尊者J '為

佛家用作對釋迦佛祖的尊號，在〈一神論》中，用指耶穌

基督。 4除此以外，沒有進一步的分析，如作者如何使用此

尊號，欲代表耶穌的那一方面，和表達神學的那一些意羲?

這些是本文的研究主題。

種一年(1935) ，林仰山 (F，吋eriok S呵W""國ili) 已在其〈唐朝曲景載文獻) (叮h

N館臨ianLi個明峙。fthe Tang Dy田呵"， The Chineae Recorr.甜甜 (1935)， pp.681-687) 一

文中指出議主昔館槽的問題 “But these tid個 are conft油mg 血d the numbering過且tof

on!且 M""""，缸，也s 咽.esarewn必血 nowat也S目dofeachsec世間.nowat也elx苟詛2旭g. It 

is not at all cl間'，-詞:， what 甜甜曲也.e vari，叫. por包 [sections] have with 個S 血。也缸，

and whether or not there was a la:rger work of W世且也呵 fonn甜 parts， or what 油田... 

may 旭，ve be祖"可惜林仰山提出的問題，在學前界未有直æ討論骨折.在林仰山的鍵

問未獲克#諭證前 2 本主不軍述佐伯好郎的三分結構﹒

3. Peter YOSIrirO Saeki, The Nestorian D間朋朋ts and Rel的 in China 徊。'k.yo: Toho Bunk.wa 

G曲曲 A四de<呵。f個圖個1 Cultw'e, Tok.yo In甜_1951)，即 232

4. saeki, The Nes師回 Do個ments and Relica in Ch間.p.231 ;翁紹軍注暉， <漢語景教文

典詮蟬) ，買 132 ;且昶興搧注目〈大事暈教流行中國硨) ，買 106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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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介《→神論》的背景

〈一神論〉文獻的存在最早是由日本東方學學者羽田

亨於一九一八年披露。他說 「原件與英國的斯坦因氏、

法國的伯希和氏所得的無數珍籍一樣，出自敦煌千佛洞的

同一窟，富岡講師有幸從書商之手得到該本與數十卷典

籍。 J 5但至一九三一年，文獻(也稱富岡文書)的複印照

片及文字才出版面世。 6

羅香林和翁紹軍曾評論說在景教八份文獻中， <:一神

論》最富神學意味與哲學思想， 7但至目前為止，深入研究

《一神論》神學的著作，並不多見。有關景教的概論性著

作，一般都會介紹《一神論} ，如佐伯好郎 (Pe個rYoshiro

Saeki) 的《中國中的景教文獻及殘片}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1937, 1951) 、翁紹軍的《漢

語景教文典語釋} (1995) 、唐莉的《中國景教歷史及其

中文文獻研究} (A SI帥砂 of the Histoη， of M凹的n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i甜 Litera帥re in Chin目e， 2002)

曾陽晴的《唐朝漢語景教文獻研究} (2005) 、及吳昶典

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 (2015) 

等。其中，佐伯好郎和唐莉的著作提供了《一神論》的全

文翻譯(英文) ，翁紹軍和吳昶輿則對某些個別詞彙作或

長或短的注釋。 8另外，林仰山 (Frederick Sequier Drake) 

於一九三五年在《教務雜誌} (The Chinese Recorder) 發表

的〈唐朝的景教文獻) (τ'heN自個n祖 Li但rature of the Tang 

5 羽因等. (祖國博士史學論文轟下壘(盲稽宗祖篇) > (京都車捍史研究舍 .1958)

頁 235-239 ~此引土之翻譯見林梧輯. {唐代景教再研究> .頁 186 0

6 二。一三年，日本大眼財團踏人武回科學振興財團吾爾書屋刊佈了〈數煒驅直影片冊》
全部丸冊層包圍版 • {一神論〉在其中之第六冊書號四六零﹒

7 壓普林. {唐元兩代之景教> (香睡 中國學扯>19屆) .直 1師，甜甜軍. {漢語景

教文典詮釋> .頁 106.

8. 本主對主盟內容的理解，主要提主值中直接攝取其窟，昕叫對原文有新的體疆興理解﹒

下文在引用原文時，會就此有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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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劉偉民於一九六二年在〈聯合書院學報》發表

的〈唐代景教之傳入及其思想之研究> '都有論述《一神

論〉。林悟殊在其三00三年出版的《唐代景教再研究》

中有〈寓岡謙藏民藏景教真偽存疑〉一文，討論《一神論》

現存文本的真侮。

關於寫作年份，學界一致認為是公元六四一年，因為

《一神論》行 365-366 說: I 自爾巴來，亦師訶向天下見，

也向五蔭身六百四十一年不過，已於一切處。」景教碑言

阿羅本一行於唐貞觀九年(公元 635 年)抵長安，新以，

學界一般認為《一神論》是寫於其後六年。

當然，這是假設《一神論》作者以希臘年三一一/三

一二年(即公元一年)為耶穌的出生年。'我們知道景教碑

的作者是以公元一年為耶穌的出生年，這是可從碑上新載

的唐朝皇帝年號和希颱年年數綜合分析而得， 1。所以這可以

是支持《一神論〉寫於六四一年的佐證。但景教碑與《一

神論》相去約一百四十年，屬唐代景教後期作品。景教前、

後期開發生不少重大的歷史事件，如景教碑所記載聖曆年

間的「釋于用壯，路口於東周 J ;先天末的「下士大笑，

訕謗於西鋪J ;開元二十年僧首羅含、大德及烈、金方貴

緒及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J ;天寶三載的「僧

9 基督宗教車敘利亞傳統(即誼斯誼會、或轎車吉誼會)用希臘年H屑。希圖年三一一至

三一三年即告元一年﹒蠱h血h Ga缸，“Se1個cid Era"，En句lClo，戶edia Ju血k吼叫 18 (2nd 
edition; ed. MiC:坦.18缸咀恤團& Fred Skolnik; Detroit Macmill血Refi缸祖ce USA, 2007), 
p. 260 0 

10 國晶景教碑說其屆「大屠建中二年豈宜在作噩主黨月七日大體聶~~建立J '而大唐建中

二年即企品七人一年(接一般告元厲計) ;男-"jj面，碑的最利亞主部費說其立掛希臘

年一口九三年(蠱 PeterYo跑回h咽~ TheNeato1曲Monument in China [L咽don: Soçi-甸

f叮 promo血gC姐姐血Kn開1世ge， 1916] ， p.175; Eri圓 C. D. Hunter, ''Persian co曲ibuti個

個 cm祖國.nity in 且詛缸Rofl"，組阻.， m 也e Xi'an Fu Syri臨，"""，p自由1"， in Dietmar W 

Win國，er& Li TANG(I吋s.)， Hul核"'''四岫res and 11Ilercultural曲co帥插s 晶，dies on East 
S科.， 由問他mi秒 in China and Central Aaia但erlin: LIT, 2個月 p.74) ，接句話說，硨以
看圓年三→一年 (1092-781=311) ，即企元→竿，轟耶穌出生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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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膽星向化，望日朝尊J ;及《唐會要》卷四十九研載天

寶四年詔書中，朝廷對此教的來歷重新定位: I波斯經教，

出自大秦J '並決定「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J 0 11可

能因為這些甚具模式轉變 (paradigm shift) 的事件，景教

後期不依前期做法的例子甚多，如用「景教」不用「經教」、

用「阿羅訶」不用「一神」、用「真主J 不用「天尊」

用「景尊」不用「世尊」、用「大秦寺J 不用「波斯寺」

等。所以，雖然景教碑以公元一年為耶穌出生年，也不代

表一百四十年前的《一神論》必然如此。

另一方面，作者屬波斯教會(即東方教會) ，而該教會

一般不以希臘年三一一/三一二年為耶穌的出生年，而是此

前數年。如東方教會木鹿主教埃索達 (Isõ'dãd of Merv) 在

著作中說耶穌生於希臘年三0七年(即公元前五/四年) 0 12 

東方教會主教團會議記錄(砂'nodicon Orientale ' 約第八世紀

編)顯示，木鹿是該教會在東部呼羅珊省(Khur祖祖)的重

要教區，具管理和往東宣教的領導作用。 13呼羅珊省東至帕

米爾高原，包括甚接近中國巴爾童車城(斗且， B叫kh) 。景教

碑的立碑人僧伊斯(""巴恤，;"" Mar y，血edbo田id) 的父親

便是巴爾茄城的一個僧(也....." Qashisha) 0 14所以，如說

11 籬基主庫( h向組:l/zh.w祖祖""，.oqjI制國J'%E5%94%到>%E6%9C%83'但8o/0A6%81用

自%8D%B7'帥 .2018 年 9 月 10 日瀏覽) • 

[2. __ Dunlop (s且也1) Gibson & C祖國泊D Lilirari間， Commentaries 01 bhodad 01 Merv, 
Bis1wp ofHI“扣幼a~臼mbridge: C扭曲ridge Univ間ity P:間:8， 1911),p.lS. (賀科由日本東
京大學矗授商構實轉向本文作者握供﹒)

13. Erica C. D. H1田間，可開曲目ri國血i句 mC圓圓J Asia", Zeitschrlft Für Religions und 

GeistesgescJ.阻恤 44 ([閉'2)， p. 365: "In AD. 7C, a pr田咽。f阻a1g血曲。n """"個 h肝B

tak<旭 place with 阻扭睹祖 b恤唔s bcing under the UD曲eUa of the mctr呵Xllitans of HI間t

阻d Merw. Furthermor瞥~ the importance ofMerw. as theh曲dquarters for missi個，0<泌，tof也e

ÜXWI River, may be sugge血dsm曲 in AD. 644 也eme缸呵。llitan c曲V祖國 a'- numbe<

ofTh出e "，詞IJIle."
[4 景教碑的左下都敢剩亞文姐此升餌立碑λ伊斯 「吐血羅巴蘭站站個米利斯之于，京揖

克姆丹墨畫且故大祖伊斯 J (起~C\Dm.且r<';C\:!It.。尚且且""=個'、圖

拉b _"" ~ m.l.曲，也且祖且 b 袖、~且~""':\::Q ......... r<3::Q阻z
........ r<'ma;a.uln.l r<ln.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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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本一行與巴爾赫城，及木鹿城的教會有密切關係，這

是可以想象的， lS其對耶穌出生年持木鹿教區的一樣的看法

(即公元前五/四年) ，亦甚有可能。若然， I向五蔭身

六百四十一年不過」即六三六/六三七年 (641 減 5 或 4

等於 636 或 637) ，即《一神論》於阿羅本一行入華後一兩

年間完成。

不論《一神論》寫於六三六/六三七年或六四一年，

從文本的內容看，其神學語言和思想成熟及具特性(此從

「世尊」一祠的用法，便可見一斑) ，似是經多年的蘊壞

和應用而提煉出來，不是一兩年或六七年間可從無變有。

由此推想，阿羅本一行入華前可能巳具一套《一神論》式

的神學語言，甚至部分篇件，入華編成《一神論》。若如

此理解，究竟是六三六/六三七年或六四一年編成，關鍵

不大。

至於作者，因景教碑育阿羅本一行於貞觀九祖(公元

635 年)抵達長安，其後「翻經書殿J '新以學界一般稱作

者為「阿羅本或其同人J • <:尊經》說﹒ 「唐太宗皇帝貞

觀九年，西域太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並奏上本音，房玄

lS 景教碑說「大秦固有上籠，日阿鱷本，占青富而輯車j妞，望風律以馳車且轍，貞觀丸祖里

於畏貴﹒ I 按此書，阿羅本單自大事園，而大事固有拉丁語的廳局歡會，車帶血語的拜

占庭教會﹒然而，碑的男一些膚嵐清楚，直示，景數(盤盤)壘來自波斯誼會，如碑盲「時

E會主情事恕卸車賣主暈單也J (雖利亞文部告說.....C\bllIO ,bIJ 0<11\目的禮啊，別缸且

恤~;.丸s 也..laÀa I扭聶主啥藺寧恕的年間J) ;教士的名字主要是敘利51'>!;拉斯名字，

及教土職衛自如曲曲啼哭恤iso]) 和曲曲也4恤(輔主教[=咖呻a]} ，海

設新教會所用的職街(壘H祖師，'"目前血 cm敢1可bution個由d甜血ity且也血"， p.75.) 昕
凶，景教硨盲 I大事國有上德 J '廳該是轟配音王實四年把南京波斯寺改轟大轟寺
的皇帝詔書。男-1i園， (車經〉說 「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城主德情阿揖本屆請

中耳，並奏上本膏，且吉嗶魏徵宜譯奏曹﹒ J r西揖」一謂當然有較廣義和抽聾的地理

盡義(見〈西域悍)) ，但若壘用Ii!:.具體的λ輯丑事件的時瞥，通常用需較具體，措離

中國不遠的地賈(壘 f史記列傳)) • (尊經〉聶唐代臥聾的作晶，巴脫離了唐代兩個

詞(貞觀十二年‘天寶四年)的敢抬束縛，昕斟它以「西城」形軒阿羅本主出處，甚有
.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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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會魏徵宣譯奏盲。」阿羅本一行或來自巴爾赫城與長安之

間的某個西城教區。 16

關於文獻的真偽問題，最早由林悟殊於三000年代

初提出。林悟殊差疑「宮岡文書並非敦煌本真跡，而是二

十世紀初葉時人新抄寫.但其並非憑空廣作，而是有古本

可依J .17他懷疑的主要根據是他認為寫本的「來歷和承傳

經過，迄今並不明暸J ' 18和「寫本外親與內涵的反差文
書的外觀與內涵有看巨大的反差.卷面十分工整漂亮，文

字內容卻錯漏百出、7x序顛倒、文不對題等J • 19他說文中
有個別字出現唐代和近代兩種寫法(並寫) ，顯示「今人

造假的蛛絲馬跡」。四因篇幅關係，此論文不能就林提出的

疑點詳細討論，只指出吳昶興認為林的論據「主要以『外

證』的考證，對於『肉證』則較缺乏足夠的佐證J 0 21關於

文中有個別字出現並寫情況，玉蘭平就林昕舉的例子，認

為同字不同形寫法並用的現象亦存在於諸多公認敦煌藏經

洞寫本真跡，因此不能將同一件寫本存在字體並行現象視

為廣品之證據。相反，從字形角度分析，可指出《序聽迷

請所經》和《一神論》沒有協作的痕跡。 22從吳昶興及玉蘭

平的評論看來，林悟殊的侮寫本論仍需研究和討論。另一

方面，儘管林悟殊懷疑宮岡文書是否敦煌本真跡，他亦指

出﹒「當然，對這一『精抄廣晶』請想的確證，必須假以

時日，有待相應新資料的發現，有待對文書原件的技術鑑

[6 同上﹒

叮林悟珠， (唐代暈教再研究> '頁 206 • 

[8 同上，頁 194.

[9 同上，買 [97 圖

20 同上，耳目晴圓

2[ 且昶具搧注， (大事景教流行中國碑> '頁 xxvi ﹒

22. 主藺平， (日本吾爾書屋藏書岡文書商楠文書真晶再研究) ，曹〈單車里學輯利> 20[6 

年第 1 期，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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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J 23他也說: I然而，因為其內容是有昕本的，在我們

沒有得到其研本的真跡之前，其仍不失為中國早期基督教

研究的參考文獻，仍保有其相對的資料價值。 J 24他並引述

羅香林教授育〈一神論} I殆中文景教經典中之較早期產

品，而又最富神學意味者矣」兵及翁紹軍育《一神論} I包

含了極豐富的神學與哲學思想」。甜

三、研究目的和方法

如上文所言，有關《一神論》的譯注作品提及「世尊」

一詞原為佛家用作對釋迦佛祖的尊號，意為「世間新最尊

者J '在《一神論〉中，用指耶穌基督。但學界沒有進一

步研究此尊號，車日作者欲以其代表耶穌的那一個方面，和

表達神學的那一些意義，這些是本文的研究主題。

按照《佛光大辭典} , I世尊J 即佛教諸經論中之婆

伽婆 (bhagavat) ，此尊稱「富有眾德、眾祐、成德、名聲、

尊貴者之意...在印度，一般用為對尊貴者之敬稱，並不

限用於佛教;若於佛教，則特為佛陀之尊稱。 J27(一神論》

作者認為此尊號適用於耶穌，研以，在他而言， J比尊號若

於景教，則特為耶穌之尊稱。

《一神論〉作者(阿羅本或其同人)是東方教會的主

教(大德)或修士，對耶穌的主要稱謂當然非常熟悉，其

中有「基督j 、「主」、「人子」、「神的兒子」、「道」

Oogos' 有譯作「聖吉J )、「耶穌j 、「主耶穌」、「耶

穌基督」、「主耶穌基督」等。作者在日常背誦〈聖經》、

23. 林悟廳， <唐代景教再研究> '頁 206 0

24 同土﹒

25 同土，頁 191 0 

26 同上，頁 192 • 

27 詞聾「世尊J '韓〈神光大辭典> (趾明:11研W峙。rg.tw/:扭 book!車"也甜a啦， 2018 
年3 月 1 日瀏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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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禱、和敬拜中，都會使用這些稱謂。在基督宗教的傳統

中(包括東13教會) ，耶穌的稱謂基本上就是《聖經》中

所有的，不會新加一個。新以， <:一神論〉作者使用傳統

以外的「世尊J '值得注意和研究。

《聖經〉中耶穌的稱謂，既是尊號，也是名字。在基督

宗教的傳統( <:聖經〉及教會)中，耶穌的尊號(包白的只

用於他，所以亦當作名字 (nam間)使用，典名字無別， 28而

聖經學者常統稱耶穌的尊號和名字為“Nam聞組d Titl聞"

( I名字典尊號J )。至於究竟是「名字」或是「尊號」

在聖經學和神學中不太重要。29一如《聖經》和教會傳統(和

習慣) , <:世尊諭》作者有時把尊號當作名字使用。 30

如上文所言， <:世尊論》中另有兩個耶穌的尊號或名

字，即「哥拉師訶」和「聽數J '這些自然在本文也會涉及。

關於「世尊」在〈世尊論》以外的另一次使用，是在一百

四十年後的〈三威蒙度贊:> '其用法不同，不是耶穌的尊

號 .31另外， <:三威蒙度贊〉也有其他耶穌的尊號，如「普

28 例于有〈馬太福音〉一章 23 睡 「必有童女值孕生于， λ要稱他的事晶以馬肉東j ﹒」

〈屆可福音》十三章 6甜 「將來有好些λ冒聾的租來，說 「費壘基督j ，並且要建

惑許華λ ﹒ J (使桂行傅〉二暈目甜 「到那時悵，凡球會主軒的，就必轉載。 J (值

徒行傳〉三章 6帥 I扭轉說 『金銀義都祖有，只把我廚有的錯樟苦奮學拿撒勒λ耶

穌基督的皂，叫你超車行走! j J (值健行傅》四章 10-12師 「 上帝叫他從死轟

鹽活的傘撤勒A耶解基督的名 除他叫外，別無拯囂，因福在天下λ間，盟有蜴下別

的名，我們可以韓若得數﹒ I

29 轟 CluuI個旬開r， Names and Titles 01伽Lo吋 Jesus 四川"扭曲恤 B.B. Mi岫呵阻dA
r .. 呻恤8， 1841) ; Jobn Ea吭峙，晶吋'OUT， Or, Devooo1lal Meditations in Prose and Verse: 

曲幼e N<酬esa甜甜tesof伽Lord Jesus Christ 扭曲恤; JI阻國 B.Dow PubI恤"'"， 1個，2} ; 

Will泊m Dowlinι TheM“'Hes and 甜tes ofour 缸rdand晶抽W' Jes四由咽~ as G山rnm

the New Tutam棚，但且d咽 Willi阻Macm個.b， 1866) • 
30 倒于有 「世尊回 『抽有λ布施時，匆對λ布施，酋鎮建世尊個識，然蛤布施﹒ J J 

{行 208) ; r一個λ有信，共向世尊來﹒ J (行 317) ; r廚以有l!<師胡弟于，有育

報甜甜世尊自丑事從世尊J (行 348) ; r此等向天下世尊聖化行J (行 364)

31. (三聶囂塵費> r掛諦帝申轟師帝，於諸世草草毒聶蠱J • r世尊」前有一「諸I 字，

廚臥壘糧草使用﹒極其上文看，撥單文字是在讀美「盤宜明于禪風王J '說「三才J (三
一)的神在廚有的 I帝」中晶師帝，在研有的「世尊」中晶捨皇﹒即以 I世尊」不是用

指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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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大聖子」、「大聖普尊」、 「常活命玉」、「聖子」、

「大師」、「聖主」、「法主」等，而《景教碑〉也有「景

尊J ' <:尊經》則有「應身皇子」。因篇幅關係，這些不
在本論文的範圍內。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細讀文獻，審查作者如何使用此

尊稱，再對比〈聖經》和傳統，嘗試了解作者的用意。既

以下面先替《世尊諭〉全文作一個簡單的撮耍，再買東焦幾

個基能顯示「世尊」意義的關鍵段落，去尋找作者對此尊

稱的用意。

四、《世尊諭》的內容撮要

本文認為《世尊論》可分四大段，每段的主題和撮要

如下.

封、師訶苦難篇(行 207-286) :作者宣講世尊的「登山

實前IJ '和呼籲世人來聽草草師訶的故事。作者說猶太人領

袖對耶穌由質疑到償怒，指控他以3年師訶自居，要逮捕他。

在巡撫彼拉多面前，他們告他自稱為世尊，並要求彼拉多

把他處死。如此，亦師訶被釘十字架。

喝:師訶復活篇(行 286-313) :哥拉師前被放在墓穴中。

三日後，看墓人發現亦師訶的身體不見了，便棄墓而去，

走去告知猶太人領袖。猶太人要他們對外面說是單位師訶的

門徒偷走了他的身體，然後屆人說他復活了。作者說哥拉師

訶復活後顯現於門徒前，並教導他們，給他們使命，要他

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然後，他升到天上，十日後聖靈降臨。

世尊聖化行(傳道)篇(才于 314-366) :作者呼籲一切

相信的人，一同來到世尊那里。若無相信的，現在歸向福

音。他說這階段的首要任務是宣教( I世尊聖化」、「暴

種作聖化 J ) 。他說門徒心中只有世尊，意智充足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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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得到諸玉、皇帝等的按納。他們一些去了拂林(羅馬) , 

一些去了波斯，在死不辭。

甜、師訶與一神(行 367-405) :妳師訶與一神，請天之

下是明明可見的。所有人都會復活，並受審判。所以向來

有信和作各種功德的人，可上天堂，到那快樂的地方，宣

到永永遠遠。若不聽從這詣的人，即和惡魔共同在一處，

陷入地獄。

從以上《世尊論》的撮要可知，作者在苦難和復活篇

中，較多用「詠師訶」一名，但亦有用「世尊J '而其中

兩處是本文研究的焦點。聖化行(傳道)篇中有「世尊聽

數哥拉師訶」的稱謂，也是我們分析的對象。

五、「世尊」即「神的兒子」

我們把苦難篇下面的一跤，和〈聖經》相關部分比較，

便知作者用「世尊」替代「神的兒于」

行號 | 原文 | 白話翻譯扭

(256) I 從自家身上作語，是等|從他自己的說話中，便能

兒口論: r 我是前:師|知那是神兒于口中之

訶。 J 33 I 育﹒ 「我是3年師訶。」

(257) I r何誰作如此語?比非 I r誰在說這些話?這不

是封、師訶 l 誰惑!欲|是詠師訶!他欺攝迷惑

捉. I 百姓 1 我們希望捉拿他，

32 此2萬本主之獨立翻譯自如何與佐伯好郎、唐莉、甜甜軍和吳昶真的理解比較，本主適當

在註聊中交代-

33 佐組好郎轉回叮祖d: '"l'Iris S咽。，f the Lord exp間6吋 ofHimself扭扭sown wo吋息，‘lam

th. Me關油田mself.'" (加區.TheM值的阿曲Doam間ts andReU，四 inCh帥， p.212) ;唐

莉譚 It w回F用lhesied from their own ho血仇血dwas需暐回貪官m the mauth of the Son of 

由.h國V回ly Lord:可 a血祖且.ihe!" (Tang,A study 01的eHlSto砂 ofNea悔，當朋叫抽血nity in 
Ch jna and irs Litera加管m叫inese， pp. 173) ;當餌軍的挂釋章扭住伯好郎，且昶興住「此
主認揖自己是彌師訶J (蠱昶興攝注. <大事最誼流行中圖硨) .頁 114) 。本主的理

解較接近唐莉，但用詢和她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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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I 汝作方便。」為此面向|請你們協助。」為此，他

拂林寄悉。在時，若無|們直赴羅馬帝國猶太行

寄 |省省都凱撒利亞。那個時

候，若無凱撒利亞郡府

(259) I 悉 34捉，道理亦無，不|下令去提，他們便沒有憑

敢死。「若已被執挺，配|據;他們不敢犯逼死罪。

與法家. I I若他已被捉拿，我們會
指派一個法司，

(260) I 子釘勘間從初。 H上懸|詳細審問他。 J I把他釘

高 l 若己付法，方便別|十字架吧!若已交付法

勘 |司，請給個方便，不要問

來間去，

(261) I 當所以，土懸高!汝等|把他釘十字架吧!你們

語，當家有律文 Y 據當|不是說，我們可有自己的

法律?據我們的

(262) I 家法，亦令死所以，封從|法律，判死刑是恰當的。

自身作此言。誰道. I試問誰會說

(263) I r我是世尊~ I 息論 1 J I r我是世尊~ ?不需討論

了! J 

我們把《世尊諭》上面的敘述，和福音書耶穌受審和受

難的記載相比較，便能知道「世尊」在這些段落中是甚麼概

念。〈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66-71 節如此育(另可參《馬太

34. r揖林帶悉」 佐伯好郎禪阻Rom姐回肺四臼S甜﹒( Sae:區 ， The Nesto岫

品個m甜ts and Relics in 由帥， p.212) ;居莉、曲紹軍、且昶興沿用此理解 E 但作者在

數述耶餌畫害的過程，雖然內害粗略，但大致壘植韓福音書的記載。福音，聲並盟有說耶

穌世帶去且最厲皇帝該蟬，記載的是耶辭植帶去見本吾扭拉多﹒極拉含量羅馬帝國猶太

宵的也蟻，姐都在凱撤利亞 (C帥，間.) .所以，把 I揖林寄悉」禪措 I揖馬帝國猶太

行當官都穿悉J '似乎較薑﹒

35. r汝等話，當車有樟主圖攘當車告，亦會死廚以﹒ J 這部主?可與〈的輔福音〉十九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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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二十六章的-66 節、《約翰福音》十人章 19 節至十

九章 7 節)

天一亮，民間的軍長者連祭司長帶文士都軍會，把耶穌

帶到他們的公會車，說你若是基督，就告訴我們。耶穌說

我若告訴你們，你們也不信;我若問你們，你們也不回韓。

從+以後，人于要坐在神權能的右邊。他們都說:這樣，你

是神的兒于麼?耶穌說:你們且可說的是﹒他們說:何必再用

見誰呢?他親口所說的，我們都親自聽見了。

在這些福音書篇章中，耶穌因兩個稱謂被控告和處

死，即「基督」和「神的兒子」。在〈世尊論》中，耶穌

亦因兩個稱謂被控告和處死，即「亦師訶」和「世尊」

作者是一位東方教會主教或修士，來自敘利亞語系基督教

背景，深受神學訓練，所以當然對《聖經〉非常熟悉，尤

其是耶穌受難篇，因為這些篇章在教會禮儀和受難/復活

節期中重覆使用。因此，作者在《世尊諭》所用的「世尊」

和「孫師訶J '可直接對照福音書中的「神的兒子」和「基

督」。另外，如上文所育， I哥拉師訶」音譯自敘利亞文，也于自

(mshikha) ， 亦即「彌賽亞」或「基督J) ，因此，直接

與「神的兒子J (.<由主的 mb， breh d'A!他a) 對照的，便

是「世尊」

六、「世尊」即「道/聖言」

下面我們看受難篇結尾部分的另一片授(行 284-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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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號 原文 白話翻譯

(284) 所以喝:師訶上憩36 E可以草草師訶被釘十字架，

(285) 高，求承實世尊37 。 最終顯明他是世尊。如經

喻如說書，當向閹處 上記著說， I他進入了陰
38 0 哥:師訶 間。 j 世尊進入亦師訶的

(286) I 五音身 39人世尊詐 五蔭身人，所以狀變而實

咽，所以名化41 。 無別。

36. r曬商J '在早期誼會的教主著作中，也有用「聽商」此極盡表達耶都蜻釘十字架﹒二

世記的撤!Ik主教美利托 (Melito， bish呻 ofSar世.)說那位把大地聽商的，自己甜甜聽高

ltw回 Hebec圓圓e of whom the earth quaked. He 也athungup 也a圓曲 m 'P'且 was Himself

hong吋 1型; He that fixed the h間，vens was fixed with nails; He 也at bore up the ear也 wω

bome up on a tr田; the Lord of all W8S帥Lbj軒ted 切 .grumn且Ly in a IUJk，吋 body - God put 10 
de<曲I (A1扭曲dedt曲erts et al [ed.l, Anle-M即回e Flω'""成 Th. 研制'1Igs oflhe 品的帥

D酬m ω A.D. 325 [p國Ibody， MA:H間企ickson Publisb間， 1994], voL 8, b旬J神WW....，國

能咄咄nJchrJecfll間即回81503.h恤. .∞essed 10 S可能曲前 2018) ;男外，二、三世紀的

祖甫園區仿冒tullian) 說 Proml起.. i曲'. Iumgmg個 bigh''tr閣"， is 1i個S閏 body's'可blood

祖d humor" flowed. (Roberts et al [.吋 l， An悟.Nicene Fathers, vol. 4, http://www.sacr甜
個叫咽，_且fIOO4曲4個30.h恤，祖祖國 IOS申岫加2018)

37. r承實J '佐做好郎禪 a曲。w1edged個 betbe 扭扭 e 扭曲.TheM帥，叫Docum叫

and Relj陷g in China, p. 215) ;唐莉幫 “血。roe.細品旭且 tbepro血.e 氓" (TI阻g， A

曲“Iy of幼e H lStory 01 Nestorian ch抽臨n仰 in china and iû Literatur官 m 叫inese， pp 
175) ;甜甜軍聾作注，吳昶興釋 「承聾實在的身借J (蠱昶興編注. (大賽景教攝

行中國硨) ，買 117) 0 本主之理解見白話翻禪﹒

38. r哺如說書，當向間盧J .佐伯好郎譚 p"，固恤間，叮叮也呵 (in Ifu life) 怕也place as 

ithad be回wn給祖 N呵'. when it was曲rk...(Sa出• The Nestorian D個酬甜甜甜dRe1ics in 

a恤， p.21SJ ;磨莉譯 1t旭 likew恤tw甜ω址 wh扭扭W甜曲Ik... (T;血g， ASi犯時 of的e

11l3to旬lofN.目的插曲 chris曲nity in C頂ina and its Litera他"m晶meae， 押。 175) ;翁紹軍
聾作住，且昶興認~r說書L是「解說盤書J (吳昶真調控. (大聲景教血行中國硨) • 

耳 117) ，但直進一步說明﹒此文的理解且白話翻譯﹒

39. r五音身I 即「五蔭身」﹒「五蔭」出現JíH一神論〉二十六故，原譯自覺譜、岫db.' ﹒

曲學中，主蔭晶色菁、畫陰、祖陰、衍障和融蔭，表示刊國人的各1ï面﹒闢1ft<一神論〉

的λ觀，其認~r→λ共蘊醜並神議，共屁→λ」和「現醜神議，是五商會研作」﹒因此，

〈一神論〉的「五聶J '與個學的不同圖《一神論〉的「五蔭J 或「五薩身」是指λ的

身體 a 但作者不用「身體J j車「扭體J 等祠.-j(U可能「五萬」矗阿屜本所來自地方(西

揖某教區廚在地)常用之帽帽，二則可能反映誼會傳統山東反阿說林且想(組組E

Apo1Hn圓圓個)的慣性。

40. rl!>師訶五音身λ世草制，佐伯好郎褲 ，也間已咀eamanwhow田吋咀嚼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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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he five a圓bu國'oftheM閏siah， ••• (Saeki, The Nestorian D岫翩翩ts and Relics in 

叫b紹， p.216) j 唐莉譯 regarding the body ofM曲ihe...(T阻~.A SJudy of幼e Iruto吵

ofNes翩翩叫m伽itytn 叫翩翩d甜 L'師師m由....~即 175) ;當餌軍和且昶鼻

祖作注解。本主觀點 「許」字，祖摟〈鹿鼎字典) , r (詩大雅》圖畫來許. (蟬》

許，進也﹒《贏〉檯聶扭許，而聾得娃，故叫許肩誰也﹒ J (詞峰「許J '載《模具〉



唐代景教文獻〈一神論-世尊布施論〉中「世草」一詞之釋義

此接詣的前部分說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復活，最終

顯明他是世尊。這話可與《羅馬書〉一章 3-4 節對照: I我

主耶穌基督﹒..因從死里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世尊論》的「求承實世尊」可對照「顯明是神的兒子」

所以，作者在這句話中，也和上文受難篇一樣，以「世尊」

謂「神的兒子」

此是童話的後部分「草草師訶五音(蔭)身人世尊許，所

以名ft. J '說世尊進入妳師訶的人身，狀變而實無別。我

們參看《勝立比書》二章 5-8 節﹒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晶心他卓有神的形車，不以自

己與神同等為強幸的，反倒盧己，取了奴僕的形車，成為人

的樣式，既有人的樣于，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作者受敘>FU亞語系神學訓練，應該熟悉《麟立比書》三章

5-8 節，和摩普餒提亞的提阿多羅(Theodore ofMopsu自由)

對該經文的解讀，因為這屬敘利亞語神學(特別是基督論)

的核心部分。提阿多羅認為， <<排立比書》經文中「有神

的形象」的那一位，取了「奴僕的形象J '這當中一位去

取，另一位被取。 42{世尊論》的「妳師訶五蔭身人世尊許」

一句中，其中一位進入，另一位被進入，前者是世尊，後

〔缸tIp:1i加ww.zdic.n甜'zJ24Ikx/8BB8.h恤， 2017 年 4 月 29 日瀏覽)) ;此旬于可與<l1li'
立比書〉三章 5.8篩對朋﹒

41 蠱〈葡于正名) , r欽變而實無別而zò異者自輔之ft.有化而無別 a 輔之一貫﹒ J (<中

國哲學，電于ft計租tl).趾'P，/Ict咽mgI，也cti個呵.pl?接電抽id=12日2' 血口年 4 月 29

目瀏覽。)

42. Fred甜ck Mcl曲已甜甜由阿 0/ Mopar.翩翩 (The EarIy 由urch Fa的"') 個軒， V'"" 

Routledge, 2曲9)，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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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五蔭身(人身)。昕以「世尊」等同《排立比書) I有

神的形象J 的那位。

提阿多羅進一步把那位「有神的形象」的那一位等同

於「道成肉身」的道 (AóγOS' 或譯作「聖育J) ，他說.

保羅用了「人的樣式」和「奴僕的形車」的詞暈，因為

神的本性中是沒有「樣式」和「形車」的。他用這些詞彙是

為說明那位「道成肉身」的「道 J '雖不能見，但要讓人看

見其處於世人之中。“

E即以， I世尊」一方面等同有神的形象的那一位，但如提

阿多羅說， I形象」遁詞是為說明那位道成肉身的道/聖

言，所以，在作者的使用中，世尊即道/聖言。

亦因此， I哥拉師訶五蔭身人世尊許」便是作者表達「道

成肉身」的于句。在《聖經》中， <約翰福音》一章 1 節

及一章 14 節是「造成肉身」的主要參考章節。用「世尊」

代入，即是: I太初有世尊，世尊與神同在，世尊就是神。

這世尊太初具神同在一-世尊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瀚的有恩典有真理。」違章節中逅的神學，亦是世

尊神學。

七、「世尊」即「主」
我們在上文發現世尊在苦難篇中既是神的兒于，也是

按戴人身的道。下面，我們看宣教篇(行 361 至 366) 的

一毆:

43. Th帥dore of~旬開U揖血，The Commen帥y of Ther.曲ITe ofAo何帥"臨。"的e Nic間.0苟吋。

(圓圓A.Mi時血肉臼血跡idge: He:血眩'， 1932)， p. 110 Q 本文作者之翻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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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號 原文 白話翻譯

(361) 拂林如今並禮拜世芋， 羅馬如今都禮拜世尊，

(362) 亦有波斯少許人，被迷 但波斯襄亦有少許人，

惑，行與惡魔鬼等。所 被迷惑，和惡魔鬼等同

行，

ω63) I 作泥素叫拜者。由|他們做爛的塑像，向
餘人撼禮拜世尊務 之禮拜。其餘的人都禮

拜主耶
(364) I 數妳師訶。抖 |穌基督。

「世尊聽數妳師訶」的「聲聲數」和「妳師訶J '都是

音譯自敘利亞文，前者是包個于(自ho) ，後者是曲，血

(mshik:ha) 。如上文所育'......... (esho) 即「耶穌J ，~

(mshik:ha)即「彌賽亞」或「基督」 。如此， r世尊聲聲數

亦師訶」則可譯作「主耶穌基督J '因為「主耶穌基督」

是一個基督教普遍使用對耶穌的稱謂，在《新約》出現過

超過七十紋，並也用於經常念頌的尼西亞信經 (Nicene

Creed) 和敬拜頌文。作者是神職人員、修士、或神學家(或

三者皆是) ，當他說「世尊聽數哥拉師訶」時，我們可自然

的理解他是在說「主耶穌基督」。新以， r世尊」亦即「主」

(晶h或KÚpLOS)

人、「世尊J 一個綜合性的名號

從上文分析，可知作者以「世尊」替代「神的兒子」

「道」和「主」三個稱謂，綜合表達了《聖經》中道成了

44. r 自餘λ揖禮拜世草島數.l!<師訶」 佐伯好郎課也S 間t of 也epe叩，le (of P，間崎 d

wo曲ip the Lord of 也e Universe 血d are uni國 m 但1血ng 曲at I-shu (i.e., JI間油) ÎS 也e

M間，;血! (Sa出• The Nes的.rian Doc帥，冊tsand RelI的 m 叫帥'， p.226) j 唐莉譯 τ'he "''' 

ofthep眩>ple always wor曲ip the Lord of the univ宙間 Jesus Mishihe. (TI阻"， A晶呻 ofthe

H樹。η ofM甜orian ch兩臨nity in China and帥 Litera敞開m 臼，..呵'， pp.179) ;甜甜軍

和矗昶興都設有對「世尊蜻監聽師商J 下詮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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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 <:約翰福音》一章 1 節及 14 節)、神的兒子設立了

救贖( <:使徒行傳》三章 26 飾，九章 20 節) 、和「神已

經立他為主J (<:使徒行傳》三章 36 節)這三個神學概念。

可以說， I世尊」是一個綜合性的名號 (name or title) 

在《聖經》和教會傳統中，可以說是沒有相若的名號。若

我們嘗試了解此綜合名號所可能代表的神學意義，我們可

聯想到近代神學家特雷西 (Da"討d Tracy) 所提出的「基督

事件J (Christ Event) 觀念。在特雷西的觀念中， I基督

事件」是是十字架一復活一道成肉身的互動和複合

(dia1ectics) 0 45比較而盲， I世尊」表達造成肉身、救贖、

和神立他為主等事件，所以在使用的時候，這幾個神學概

念亦是互動的和複舍的。

「世尊」何時始用於耶穌，無從稽考。從上文對文獻

的分析來看，它的概念清晰、豐富及成熟，其使用亦流陽

自如，昕以它不似是始創於該文，而是一個一直在某個信

徒團體中流行使用的調彙。如是，阿羅本一行或真的來自

巴爾串串城與長安之間的某個使用中文的教區(見上文第二

節。另外，如上文昕言， I世尊」源於印度 bhagavat (婆

伽婆)一詞，一般用為對尊貴者之敬稱，在佛教特為佛陀

之尊耨。所以， <:世尊論》之「世尊J Jj從佛教語育中借

用，甚為明顯。《一神論》借用佛教詢彙和術語甚多，如

上文昕見之「五蔭身J '及行 47 的「常住不滅」、行 52

的「神識」、行 94 的「五味」、行 132-156 的「功德」等

等。所以，阿羅本來自的教區，佛教或為當地主要的宗教，

45. David Tm呵" The A咽logica1 Imagina抽凡曲，甜甜甜甜，Jogy and 的， CUI，如何 ofP11間'lism

。呵呵 York: cr田間祉. 1981), pp. 248-:到9 可'he clas血 p曲曲曲曲目ri祖1ID Îs DOI1f; 

otho<tIum也j.. 咽eJ，閱咽。fN"旭時血.P'四h祖國阻dm個ifeoted 間也.c叩.ci:6，吋阻d Ris血

one who is Lonl. The c】甜甜血曙"，"，也.c祖祖血缸@曲曲erela侮d切也at "，間I且d也at

.... 血~ the dialec血80fthe 可mbolsofcr恤，個""'"甜甜.incamati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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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在當地長期運作生存，自然也採用了一些佛教語盲，

包括以敬稱尊貴者之「世尊J '稱呼耶穌。

雖然「世尊」替代三個名壘起，但如上文分析，它是綜

合，而非取締。「神的兒子」、 「遁」和「主」三稱謂所

代表的神學意義，共用一個名號表達。這個語言上的調整

和簡化，無疑有助基督宗教的傳播。遠在中國附近的教區，

較之各基督宗教傳統的核心教區，在神學語育的使用上或

較少束縛，容許一些大阻的嘗試。

九、結語

本文研究《一神論﹒世尊布施諭) (<世尊論) )中

「世尊」一詞。《世尊論》主要是敘述耶穌的受難、復活、

外天、聖靈(淨風)降臨和其後信徒們把福音傳閥的故事。

「世尊」為耶穌的尊號，學界有共識，但「世尊」不是音

譯，不能直接對照《聖經〉中某個尊號，其代表耶穌的那

些方面，和表達神學的那些意義，學界缺乏探討。本文將

文獻中「世尊」出現的某些片段，與相若的《聖經》章節

對比，得出作者以「世尊」替代(但不取締) I神的兒子」、

「道/聖盲」、及「主」三個對耶穌的稱謂。所以， I世

尊」是一個綜合性的名號，在《聖經》和教會傳統中，可

謂絕無僅有。

《一神論》可能寫於公元六四一年(即阿羅本入華後

第六年) ，但亦有可能寫於於公元六三五/六三六年(入

華後第一、三年) 。從本文對「世尊」一詞的分析，可見

《一神論》的神學語言和思想成熟及具特性，似是經多年

的蘊壞和應用而提煉出來，不是六、七年間(更非一、兩

年間)可從無變有。此套神學語育必有其生長的過程和環

境，該地方既用中文，也宮佛教文化。《尊經》所盲阿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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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自的西城某處，或許就是那地方。在那里，中國基督

宗教進行了第一次如劉再復教授所說的「創造自式J 0 4ó 

關鍵詢:景教敦煌文獻一神論世尊布施論世尊

作者電郵地址: dtw祖血@ho恤祖l.co血

46 中國個名學人劉再復盤授在二0一一年-1*:訪叢中指出「轉化性創撞其童心 壘『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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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說範某一既定的西方範式，開布中國古代實嗯，又拒祖祖固定聶華一現有的中國模

式，透過「轉化性創遁J '走出一儡現代中國自己的時. J 引自囑熙櫥， (矗幫神學的

壘與非) ，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二。一二年春 (ht旬/加ww.iscs.org.hk1

Common/R曲der/News/ShowNews.jsp前ïd=1776&Pid=8&V4缸'Si個=O&Cid=331&Charset=部

ig5 瞳SC8 ' 2018 年 3 月 8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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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rm “Shizurl' in the Tang Jingjiao 

Document Shizun Bushi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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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Candida!e 

Departmen!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Hum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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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τbis article inves世ga臨出.enameS祖izun (世尊) inShizun 

Bushi Lun ( (世尊布施論:> ), which is a part of 也e Jingjiao 

docum阻t YishenL間((一神論:> ) writ!en in 635/636 AD, the 

first ye海r when Aluoben and his delegation ar討ved C:凶na.

Shizun Lun is m刮到y a narrative on 也.e p聞目on and 

post-passion even個 of Jes閣. It uses two nam，間 for J，副聞:

Mishihe and Shizun. This article finds 也at 也e au也or uses 

Shizun when n血nes such as “ Son of God"，“Logos" 祖d

"Lo的"缸e used in the Bible. It therefo血 concludes 也atShizun

18 a composite name rc;司presenting all these theologi阻l

concepts of Jesus. Shizun does not r，叩la間也ese conc句妞，

however, as 也.ey are also expr目sed in other separa扭 ways.

τ'he ar且cle notes 也at a composi祖 name for such purpose can 

rarely be found in biblical and church traditions，祖d surmises 

由前也18 W，扭扭 mnova世on of 由e au也前， perhaps fi前由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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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pose of ma祖ng it simpler to explain the f1倒也 to the 

officials who needed to make a succinct submission 扭曲e

Emperor. The composite name，甜 it so resulted, forms a new 

perspective on Jes間， one 也at perhaps would find some echoes 

旭 contempor缸y theology, such as David Trac叮y'冶s

event." S祖iz帥， as a composite n甜le， represents “也e Crucified 

and Risen One who is Lord", i.e.，也e Christ ev個屯阻d the 

Religion of the Classics (as the Emperor called the faith after 

having b間:n presented wi也 530 volu血es of sa叮ed books 血d

images) sho叫d no doubt be consid叮'ed as one 也at embodied 

也e “diale心tics of 也e symbols of cross-resurrection-

incarnation. " 

Keywords: Jingjiao; Dunhuang Docu血ent; Yishen Lun; 

Shizun Bushi Lun; Lord of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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