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各布藏经

简介

《雅各布藏经》可见于《拿克玛地文库》中第一本蒲草翻页书。

基于扁页有《使徒保罗的祈祷》，所以《雅各布藏经》虽然出现在该

书的第一页至第十六页，但仍被称为该书的第二篇文章。页数方面，

我们会在译文中相应的地方标明。

早期教会的文献没有提及《雅各布藏经》这个名字，而在《拿克

玛地文库》发现的《雅各布藏经》也是我们仅有的《雅各布藏经》。

《雅各布藏经》与其它在《拿克玛地文库》发现的经书一样，抄写年

分约为第四世纪，语言为科普替语。虽然作者宣称他是「用希伯来文

〈写〉下上主的教训」，但学者经研究却一致相信《雅各布藏经》原

本是以希腊语写成。此外，《雅各布藏经》的写作日期应该是在第一

世纪下旬与第二世纪中旬之间，而写作地点可能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一带的地方。「藏经」一词在文本出现过三次，《雅各布藏经》本身没

有标题，因此用了「藏经」一词作为标题。「藏经」一词在文本之中

多次使用，指上帝私下给雅各布启示的教训，所以我们译作「藏经」。

按照《雅各布藏经》的记载，十二门徒在耶稣复活后的五百五十天之

后聚集在一起，一同回忆并记录耶稣在世的教训，就在这时候，耶稣

向他们显现，并且私下向雅各布和彼得二人说话。而因为雅各布后来

应克林萨斯的请求，把上主私下启示给他和彼得的教训，《藏经》以

书信的形式传给他，耶稣这些藏经式的教训就得以流传下来。回忆耶

稣在世的教训是早期信徒经常会做的事，新约圣经亦经常提及不过，



《雅各布藏经》特别之处是强调耶稣在世的教训！不能与他升天之后

所作的启示相比，因为「预言的头已经跟约翰的头一同被斩去」，故

此复活前的耶稣不能像先知般说话和作启示，他只能以比喻来教训跟

从他的人，但复活以后，他便可以明明的向门徒说话。复活前的耶稣

虽然不能与复活后的耶稣同日而语，但他也有其正面的责任，他在世

的工作是与使徒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成为其它人生命的源头。耶稣本

身是一个被逼迫、受痛苦的公义者，至终死在十字架上。

《雅各布藏经》以犹太神话式智慧的化身来描述耶稣的降世，而

耶稣对义人受苦的陈述也是源于智慧神学。由智慧神话与义人受苦的

教义揉合而成的耶稣画像也成为门徒的典范。这范围亦包括对试探的

教导。《雅各布藏经》质疑任何试图影响父神作决定的祷告，更引用

马太福音 6 章 8 节有关重复祷告的教训来指出这些祷告是徒然的。

《雅各布藏经》更咒诅那些需要别人为他向上帝代求的人，称赞凭自

己的努力去获得恩典的人。这些观念可溯源于智慧的传统，该传统让

智慧努力不懈，使它和它的追随者可以得着华冠和荣冕。

《雅各布藏经》中决定论的主张最能显示诺斯底主义的色彩，正

如文中所表达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们：那领受了生命和相信天

国的人，他永远不会离开，就是父愿意他受逼迫，他亦不会离去」。

这决定论可以在耶稣与雅各布和彼得的接触之中清楚看到，《雅各布

藏经》记载耶稣把雅各布和使得拉到一旁，要充满他们，但彼得却告

诉 耶稣他们饱足了。这番话与哥林多前书 4 章 8 节那群人所说的「已

经饱足于！已经丰盛了！」好像如出一辙。由此而论，耶稣在《雅各



布藏经》所说的话正好代表带动感的诺斯底主义批评静止的诺斯底主

义。文中有关在城内居住的人与在城外居住的外邦人的关系这比喻也

表达了饱足的人会变成饥饿的可能性。

《雅各布藏经》对上帝的观念也显示诺斯底主义的色彩，内文的

一番话是很好的例证，作者以反问的形式指出信徒不应该相信父爱世

人、他的欢心可以用祷告去赢取、他会因某个人而赐福给另一个人和

他会听从求告他的人的请求。按照《雅各布藏经》对上帝的描述，上

帝并不干预这世界所发生的事，他抽离于这个属于邪恶的世界，他只

爱一群被拣选的人，当他们遵守他的旨意，他对他们的爱便会越发加

增。



文本

〔页 1〕〈雅各布写〉信给〈他的儿子克林〉萨斯。〈愿〉平安〈从〉

平安〈归与你〉、〈慈爱从〉慈爱、恩〈典从〉恩典、信〈心从〉信心、

生命从神圣的生命。

你请求我把上主给我和彼得所启示的藏经告诉 你。我不能不

答应你，但又不能直接给你说明，于是就用希伯来文〈写〉下上主的

教训。我把它寄给你，唯独是给你，因为你是使圣徒蒙救赎的仆人。

你要小心，不要随便把这封信传给众人，就算是我们十二个门徒，救

主亦不愿向我们每一个启示当中的教训。但因信这教训！而得救的人

有福了！

我在十个月前曾写信告诉你另一个救主给我启示的藏经。你要按

照上主给我雅各布的启示来颂读和理解。然而，至于今次〔页 2〕的

教训，〈因为〉我〈尚未能〔完全〕的明白，而因为 它亦是〉为〈你

和〉其它属于你的人揭示的，〈你当用尽力〉，寻找〈当中的教训！〉

这样，〈你便会得着救〉恩。之后，你〈亦〉要把它揭〈示出来〉。

一日，〈正当〉十二使徒聚集在一起，一同追忆上主或公开、或

暗中，对他们每一个所说的话，并把它记录下来，而我自〈己〉则在

写下以上所提及的〈藏经〉的时候，看啊，救主显现在我们面前。他

离开〈我们〉，〔而〕〈我们〉一直在等〈候〉他，这是他从死里复活

的五百五十天〈之后〉。我们对他说：「你是否〈已经〉离去，并〈永

远〉与我们分开？」

但耶稣说：「不是的。但我〈很快〉便要到我原先从那里而来的



地方去。你们愿意的话，就一同跟我去吧！」

他们一致回答说：「你若盼咐我们去，我们就去。」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 诉 你们，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吩咐而得

以进入天国。你们能进入天国，只是因为你们是饱足和丰盛的。让雅

各布和彼得跟我来，好让我充满他们！」耶稣把他们二人拉到一旁，

又吩咐其余的人继续他们刚才的工作。

救主对〈他们二人〉说：「恩典已经赐下给你们〔页 3〕〔1 至 6

行残缺不全无法翻译〕而〈……〉他们却不明白。你们难道不希望被

充满吗？你们的悟性〈醉〉了吗？你们难道不希望清醒过来吗？你们

或睡或醒，都当感到羞愧！记着，你们已经亲眼见过人子，并跟他说

话，也听了他的道。看见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些不曾看见他、不曾与

他为伴、不曾与他说话、不曾从他那里听过任何教训的人有福了！生

命是属于你们的。又要记着，当你们有病的时候，他医治了你们，好

叫你们得以作王。那些从病痛中得解脱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将

再陷入病痛之中。那些未曾生病，且在生病之前己晓得解脱之道的人

有福了！上帝的国是你们的。因此我告诉 你们，要成为饱足，不要

让你们的心灵有任何空间。那从这空间进来的，会嘲讽你们。」

彼得便回答说：「看啊！你已经三次告 诉我们〔页 4〕要〈成〉

为〈饱足！〉但〉我们是饱足的。」

〈救主〉回答〈说：「正因〈为这样，我告诉 〉你们∶「要成

为饱足，」〈以致〉你们不至〈缺乏。〉因为〈缺乏的人〉不会〈蒙救

赎〉。因为成为饱足是好的，而〈缺〉乏就不好。正如你缺乏是好的，



而相反你被充满却是不好同样，饱足的乃是缺乏的，而缺乏的不寻求

饱足， 他们就像那些缺乏的被充满、或那些被充满的甚至于满溢。

因此，你们在自己可以被充满时必须成为缺乏，又要在你们可能缺乏

时被充满，以致你们或许可〈以为〉自己得〈着〉益处。所以要藉着

圣灵被充满！却要在悟性上缺乏！因为悟性乃是〈属于〉灵魂的，也

有灵魂的〔本质〕。」

但我回答他说：上主啊！你若是愿意，我们必定顺服你。因为我

们已经离开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家乡来跟从你。所以请

你保守我们不要被恶魔试探。」

上主回答说：「倘若你们遵行父的旨意，却没有接受他赐下撒但

的试探作为额外的恩典，你们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被撤但压迫和

逼迫，而仍然遵行他的〔页 5〕旨意，我〈告诉〉〔你们〕，他会爱你

们，他会让你们与我同等，他又要记念你们。因为你们已经按你们的

拣 选，在他的眷佑中蒙怜〈爱〉。故此，你们岂能不宁止贪爱肉体和

畏惧受苦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也要像我一样被那恶者欺负、不公

平地控 、关在牢中、不合法地判罪、〈无辜〉地钉死，和〈蒙羞地〉

埋葬吗？你们得圣灵在你们四周环绕保护着你们，你们竟敢顾惜肉身！

倘若你们想想这个世界在你们〈之前〉已经存在了多久，在你们之后

又会存在多久，你们就会发现你们的一生犹如短暂的一日，而你们所

受的苦亦只是片刻之事。真的，善良不会进入这个世 界。所以务要

轻蔑死亡、关注生命！当紧记我的十字架和我的死，你们就得以存活！」

但我回答他说：「上主啊！不要对我说十字架和死亡的道理，因



为它们离〔页 6〕你甚远」。

上主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们，若不相〈信〉我的十字

架，没有人能得救。〈因〉为人若相信我的十字架，上帝的国就是他

们的。故此，要寻找死亡，像死人寻找生命一样！因为他们寻找什么，

就给他们揭示什么。还有什么使他们愁烦呢？你们若把心思转向死亡，

就能从死亡明白拣选的道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们，〈……〉

害怕死亡的人，没有一个能得救。因为〔上帝〕的国度属于那些把自

己交给死亡的人。你们要胜过我！要使自己像圣灵的儿子！」

我便问他说：「对那些要求我们说预言的人，我们该怎样说预言？

因为很多人求问于我们， 他们期望听到我们的教训。」

上主回答说：「你们岂不知道预言的头已经跟约翰的头一同被斩

去吗？」但我说：「上主啊〈……〉有可能除去预言的头吗？」

上主对我说：「你们若明白『头』的意思，又明白预言是从头而

来，〔那么〕你们就明白

『它的头〔页 7〕被除去』的意思。从前〈我〉用比喻对你们说

话，你们不明白。现在我明明 的向你〈们〉说话，你们〔仍旧〕是

不明白。但你们已经成为我比喻中的比喻，也在我明明的〔讲话〕中

成为可见的〔明证〕。

「当赶快得着救赎，不要等人催促！倒要自己热切的追求；可以

的话，要在我之先得着！因为你们的父也是这样爱你们。

「当恨恶伪善和邪恶的思想！因为〔邪恶〕的思想生出伪善。而

伪善与真理相距远矣。



「不要让天国枯萎！好像一棵棕树〈苗〉，其果子落在四周。〈它

们〉发芽长出叶子，它们生长，却让母树枯萎了。同样的，〔这好像〕

〔也〕是同根生的果子一样。它在种植后，经过很多〔功夫〕，才结

出果子来。如果新的树苗实时就可以供采摘，这当然是好得无比。〔那

么〕你会发现它。

「既然我在之前就是这样得了荣耀，为什么现在我赶着要走时，

你们却要挽留我？〔页 8〕 你们为了要听比喻的缘故，勉强我在苦

难之后留下与你们同在，已有十八〔个月〕之久。听见教训的人已经

可以满足，而他们亦明白『牧人』、『撒种』、「建造房子』、『童女的灯』、

『工人的工价』和『圣殿税与妇人』的比喻。

「你们当为这道理大发热心！至于这道理，第一部分是信，第二

是爱，第三是行为。因为生命是从它们而来。道就好像一粒麦子。当

人把它撒在地上，他是带着信心撒的。当麦子发芽成长，这人就爱它，

因为他并不是看见一粒麦子，而是许多的谷粒。他完成收割的工作，

便能得救，因为他已经预备好食物。他又留下一些作撒种之用。你们

领受天国也是这样。你们若非藉着智识领受天国，就不能寻见它。

「因此我告诉你们：「要儆醒！不要宁留在过犯中！」我曾经多次

向你们全部人说：「也单独向你雅各布说：「你们要得救！」。我已经命

令你来跟从我，而我亦已教导你如何面对掌权者——『看啊，我已经

降到世上来，把道理说明，又忍受了苦痛，我除去我的冠冕，〔页 9〕

为的是要拯救你们。』因为我降到世上，为的是要与你们同在，以致

你们也可以与我同在。而且，看到你们的住处没有房顶，我下来时，



就住在接待我的人的家里。

「所以，我的弟兄啊，你们要相信我！要明白那大光！父不需要

我。因为父亲不需要儿子， 但儿子却需要父亲。我正要到父那里去。

因为就是你们，子的父也不需要。

「你们要留心听那道！认识智识！爱惜生命，除了你们自己之外，

没有人能逼迫你们，亦没有人能压迫你们！

「你们这些卑鄙的人啊，可怜的人啊，假装认识真理的人啊！说

谎话违背智识的人啊！得罪圣灵的人啊！你们从起初就应该说话，只

是现在还要听什么呢？你们从起初就应当儆醒，以致天国接纳你，只

是现在还要沉睡吗？〔页 10〕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要洁净的人

落入不洁中、光明的人落入黑暗中，比你们成为掌权者或是放弃权位

还要容易呢。

「我记起你们的眼泪，你们的哀恸，和你们的悲伤。它们离我们

甚远。但你们这些未能承受父产业的人啊，在需要时要痛哭哀恸！要

宣告子将按计划升天的好消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们，我若是被

到那些听我话的人当中，我若是把道传给了他们，我就根本不需要降

到世上来。所以你们将来要避开这些人！

「看啊，我即将离你们而去，我不愿意再宁留在你们中间，正如

你们亦不希望如此。所以你们现在要赶快跟从我！因此我告诉 你们，

我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而来到世界。你们是我所爱的。你们也要成为多

人得生命的原因。要向父呼求！要常常向上帝祷告，祂就会应允你们！

亲眼看见你们的人有福了。他会在天使当中得宣称，在圣徒当中得荣



耀。生命是属于你们的。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要欢喜快乐。〔页

11〕要遵行〔父的〕旨意，以致你们可以得蒙救赎！要敞开自己，面

对我的责备，你们就能救自己．我为你们向父祈求，他就会大大的饶

恕你们。」

我们听见他这样说：「就高兴了。因为〈我们〉曾一度为〈他〉

先前的说话而忧伤。但当他看见我们欢喜，便说：「你们需要代求的

人有祸了！你们需要恩惠的人有祸了！那些懂得自己呼求并得着恩典

的人有福了！试把你们自己与外邦人作比较：他们是怎样在你们的城

外 住？ 为什么你们因自愿离开自己的城而愁烦？你们为何甘愿放

弃自己的住处，让给那些等候进城安居的人？你们蒙拣选〔却〕又逃

跑的人啊！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会被俘虏！抑或你们认为父爱世人，

他的欢心或可以用祷告去赢取，或者他会因某个人而赐福给另一个人，

还是他会听从求〔告他〕的人？他知道人的心意和肉体的需要。难道

它没有为魂呼求吗？因为没有魂，身体就不能犯罪，正如〔页 12〕

没有灵，魂就不能得救。但假如魂被救脱离罪恶，而灵也随之获得拯

救，身体便因此离开罪恶。因为是灵使魂〔活着〕。但身体却把它杀

死。这就是说：「它杀死自己。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们，他不会饶恕

任何魂的罪，或是身体的过犯。为没有披戴肉体的人可以蒙拯救。你

们是否以为很多人已经寻见天国？那把自己看为是天国中的『第四者』

的人有福了。」

我们听到，就难过起来。但当他看见我们忧伤，就说：「因为这

个缘故，我要对你们说：



「好叫你们可以认识自己。因天国好比在田间发芽的谷穗。它成

熟的时候，便结出子粒，撒在四周，使田间再次充满了下一年用的谷

穗。至于你们自己，要赶快在生命中收割，好叫你们可以被天国所充

满！

「我一日尚与你们同在，你们就要听从我，并要顺服我！我离开

你们以后，你们要记念我！ 你们记念我，是因为我从前与你们同在，

〔而〕你们却不认识我。认识我的人有福了。听见但不相信的人有祸

了！那些〔页 13〕没有看见〔却〕相〈信〉的人有福了！

「但我仍然要劝你们。我向你们揭示我自己，以致我能够为你们

建造一座极宝贵的房子，因为它能给你们庇荫，也同样能在你们邻舍

的房子出现倒塌危机时，成为他们的支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们：

那些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而被 到这里来的人有祸了！将要上到父那里

去的人有福了！我仍然要责备你们，你们是这样的。要学像那些不是

这样的人，以致你们可以与那些不是这样的人同在！

「不要容让天国在你们里面成为沙漠！不要因照亮你们的光而骄

傲！倒要像我待你们那样彼此相待！我为了你们的缘故，已经甘愿把

自己放在咒诅之下，为的是要使你们得救。」

彼得就此回答说：「有时你邀请我们进入天国。但，上主啊，然

后你又再次拒绝我们。有时你 我们、带我们到信心之地，并应许赐

生命给我们。但之后你又再次将我们办诸天国之外。」

但上主回答我们说：「我曾经多次向你们陈述信心的事，并向你

们揭示我自己，〔页 14〕〈雅〉各〈啊〉，你却不明白我。我现今再次



看到你们是常常喜乐的，因为你们站着生命的应许而欢喜快乐。但当

我教导你们有关天国的事的时候，你们却显得沮〈丧〉和忧伤。但你

们已经藉着信心〈和〉智识而得着生命。所以当你们听到被拒〈绝〉

的话，你们不必理会它。但当你们听见应许，你们却要加倍的欢欣！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领受了生命和相信天国的人，他永远不会

离开，就是父愿意他受逼迫，他亦不会离去。

「这就是我现在要告诉 你们的话。但现在我即将要上到我从那

里而来的地方。你们却在我急于要走的时候离弃我，你们不是倍伴我，

却是追赶我。你们要留心那正在等候我的荣耀。当你们敞开心灵、仰

望上头时，试听听天上的歌声！今天我必定要坐在父的右边。最后的

话我已经说了。我将要离开你们。因为圣灵的战车正准备载我上腾。

此刻我要准备脱去自己所穿的，好穿上新衣。现在，要留心：那在子

降临之前就宣告子的人有就蒙子宣告的人乃是再三蒙福的，〔页 15〕

子宣告他们，好叫你们也在他们中间有分。」说了这些话，他就离去

了。

然而我和彼得双膝跪下、献上感谢，并将心扁送上到天堂。我们

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战争的声音、号角声，和极大的骚乱声。

经过了那地方，我们把意念再向上提升。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

见天使的歌声和颂赞，以及天使的欢乐。同时，天上的大军唱出颂赞

的乐章，我们也一起欢欣快乐。

之后，我们盼望再次将我们的灵提升到至高的王那里去。我们上

升了，却不容看见或听见任何东西。其余的使徒叫我们。他们问我们：



「你们从主听见什么？」又问：」他对你们说了什么？」又问：「他去

了那里？」

但我们回答他们：∶他已经升上去了。」又说：「他给了我们一个

保证，和应许赐生命给我们所有人，并向我们展示在我们之后要来的

儿女，他吩咐〔页 16〕〈我们要〉爱他们，因为我们要为了他们的缘

故得蒙救〈赎〉。」

他们听了，就确实相信上主的启示。但他们为着将要出生的人而

感到困扰。我不愿意他们有机会落入罪中，就 他们各自到别处去。

而我自己则上去耶路撒冷，在那里祈祷，祈求能够成为将要被显明的

蒙爱者的一分子。

我现在祈求新的开始可以从你而来。因为当他们藉着我、藉着我

的信和比我更佳的〔信心〕得光照，我就可以得救。我愿意我的信心

是较小的。

所以你要努力学像他们，并祈求你能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因为救

主并没有为他们的缘故，在我们所说之外给予我们启示。可是，我们

确实成为那些上主向他们宣讲使他们作为他儿女的人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