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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典的概念正典的概念

這世界上，人人都有信仰或是信念，

有的人說得出個道理

有的人可能說不出什麼道理來

成立與否實際上是取決於它背後的權威，

關鍵在於終極的依據。

對基督徒、教會整體而言，信仰的終極依據就是聖經。

提後三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啟示或是默示的題目，後面再談，

我們先談聖經的正典，還有其中的內容。

聖經是基督徒信仰跟生活的終極依據，

之所以有權威，乃在於 ─

它就是 上帝的話語，具有不可增添、不可刪減的特質

要先確定正典的內容，我們才能夠有所依據

「正點」年輕人也常用，指著說 ─

長得還蠻漂亮的、還不錯…

正典概念的來源 ─ 從舊約角度…

結四十3b 見有一人，手拿麻繩和量度 qaneh 的竿，站在門口。

和合本的量度，新譯本說是測量

竿好像尺一樣，聖經時代，是用蘆葦做成，

引申為標準，或是模範

正典在聖經裡面，最根本的意思是量器、標準，

符合某些標準，可以被放在正典當中的經卷。

正典概念的來源 ─ 從新約角度…

林後十12-13 他們用自己度量 kanon 自己，

用自己比較自己。

度量這個字，跟舊約以西結書，

所使用的概念是類似的

加六16 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

不管是舊約 kaneh，或是新約 kanon，都是講到標準。

從早期教會、第四世紀開始，

正典這個詞，就已經被用來指稱 ─

有資格被放在舊約，或是新約當中，

權威性的經卷。

新造之人的標準

在猶太人的歷史當中，那些書卷應該放在舊約內，

長久以來，一直大家的意見很分歧…

基督降生之前，撒瑪利亞人 ─

只接受摩西五經，其他的經卷一概排除

兩約之間，或說間約時期 ─

舊約最後一卷書瑪拉基書，

到新約主耶穌降生的期間，

出現一些經卷，現在被稱為次經，

都帶著非常濃厚的末日啟示的色彩

在某些猶太教團體當中，很受歡迎

被稱為次經，

代表並不享有普遍被接納正典的地位



到了基督教會建立的初期，

猶太拉比當中，曾為了經典內證的因素，

有兩三百年的時間在那裡辯論，

到底舊約聖經裡某一些書卷，能不能放在正典當中 ─

新約正典的問題，也有類似的狀況，

早期教會，為決定正典的範圍，經過開會

到了十六世紀，還有一些宗教改革家，

像馬丁路德，某些經卷能不能放在正典，

似乎是有一點保留

像 箴言、雅歌、傳道書、以斯帖記…
箴言、傳道書，屬於智慧書信

雅歌是詩歌體裁

以斯帖記，指猶太人被擄時期的一段的故事，

整本聖經中，就以斯帖記完全沒有提到神的名字

教父時期 ─ 指早期教會中的領袖，

在神學、領導教會，有特殊的地位、貢獻，

對於七十士譯本中的次經，

是不是出於神的默示，曾經經過一番辯論

宗教改革時代，天主教跟更正教 (基督新教) 的立場…
羅馬教廷堅持，次經是舊約的一部份，

次經的地位，跟其他經卷的地位，完全相同

更正教不接受這樣的說法，

少數宗派認為，次經具有教化的功能，像聖公會，

把次經放在經課集當中，目的 ─

並不認為次經可以用來引證、或決定主要教義，

而是認為次經的內容，可以作為人生的榜樣

整體基督教各個宗派，一致認為 ─

次經並不享有正典的地位，不能成為任何重要教義的依據。

正典的決定原則，在於性質決定地位

判定一卷書是不是有正典地位的衡量標準，

不是年代久遠、讀了讓人得幫助、被大多數人歡迎接受

而是在於出於上帝所默示，

由聖靈感動、神所揀選的作者所寫出來

成為神子民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原則

二十世紀美國舊約學者 E. J. Young ─
「正典著作指的是構成信仰與生活之默示的著作，

靈感、聖靈感動，出於神所啟示的書卷

若一卷書確實是神所啟示的作品，

在撰寫一開始，就已經是屬於正典了。」

正典，全然看是否出於神的啟示，不在於人的接受與否。

站在人的地位、理性的瞭解上，

還是需要有一番考究，否則很難立即性的加以認定。

正典卷數到底有多少？

我們手上拿的，大概就是六十六卷…

猶太教的經典當中，正典是三十九卷，

也就是我們所使用的舊約聖經

基督教所承認的有六十六卷，

在三十九卷之外，加上新約的二十七卷，

很容易背，39、27…
整個正典是以救主耶穌基督為中心：

舊約是預表基督、彌賽亞

新約是應驗了基督，彌賽亞降世為人、道成肉身

天主教，不只六十六卷，有八十卷 ─

除了六十六卷之外，加上十四卷的次經

次經具有第二正典的地位



舊約的正典 ─ 經年累月慢慢形成的

從摩西五經的寫作年代 ─ 主前十五世紀，

到瑪拉基書寫成的年代 ─ 主前第五世紀，

中間歷經大約有一千年之久的時間

共有三十九卷，按照基督教聖經的分法，分成三部分：

摩西五經與歷史書 ─ 從 創世紀 到 以斯帖記

詩歌智慧書 ─ 伯、詩、箴、傳、歌五卷，

文體：希伯來的詩歌體裁

內容：因認識神而得的生命，生活中的智慧

先知書 ─ 大先知跟小先知，

內容比較多大先知，內容比較少小先知。

大先知書五卷：賽、耶、哀、結、但

小先知書十二卷：何西阿、約珥書、阿摩司、
俄巴底亞、約拿、彌迦、那鴻、哈巴谷、
西番雅、哈該、撒迦利亞、瑪拉基

希伯來文聖經 的分法…

律法書
Torah

摩西五經
主前十五世紀

創世記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先知書
約書亞記

士師記

撒母耳記上下

列王記上下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以西結書

十二卷小先知書

聖卷
Holy Writings

文獻
主前第三世紀

詩篇

約伯記

箴言

路得記

雅歌

傳道書

耶利米哀歌

以斯帖記

但以理書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歷代志上下

我們所認為的歷史書、詩歌

智慧書、先知書，都有一部

分是放在他們的聖卷當中。

主前第二、三世紀的死海古卷中，發現舊約所有正典的經卷，

在當時已經被放在一起了，可見對於當時猶太人而言，

舊約的三十九卷，

就是猶太教所普遍接受的正典經卷。

另一種舊約正典成形於比較晚時期的說法 ─

到主後九十年，耶路撒冷城跟聖殿被毀，形成舊約聖經，

聖殿被毀，沒有地方可以獻祭，以色列的宗教體系，

必須要有具體、形式上的維繫力量，

就有了希伯來文聖經正典的確定

獻祭為中心的宗教，被轉換成或是逐漸演變成

「書」的宗教、經卷的宗教

希伯來的宗教的確是「一本書」的宗教，

聖經就是上帝對他們所說的話，所啟示的真理。

這個經卷逐漸產生跟成形的過程，是慢慢的被建立起來。

次經，主要是在猶太人兩約之間的宗教作品，

反映出當時猶太人的生活與思想。分成四類：

歷史、傳奇或故事、智慧文學、啟示文學。

這十四或十五卷的次經，主前第三世紀在北非亞歷山大城

把希伯來文翻譯成希臘文的時候，被加上去的。

次經填補了 瑪拉基書到 馬太福音之間大約 450 年的空白，

包括猶太史學家約瑟夫在內，主後第一世紀的猶太學者，

都不認為次經或偽經的價值與地位，可以跟正典相提並論

猶太人的權威版本瑪索拉經卷裡，沒有這些次經在內

早期教父，翻譯拉丁文聖經的耶柔米，

沒有接納次經為正典，只承認是教會中的經典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

次經被正式排除在基督教的正典之外

只有在天主教的聖經裡還可以看到這些次經



偽經，被傳統教會判定是真偽難辨的著作，

主要因為 很多內容荒誕不經

對於認識神沒有正面的幫助

跟救恩歷史的啟示沒什麼直接的關聯

因此不享有正典的地位，比次經還更低。

其中包含與整本聖經不太一致的教訓 ─

所羅門智訓 上帝用既有的材料來創造萬有，

聖經讓我們看見，祂是從無來創造的

便西拉智訓 賙濟窮人可以讓人贖罪

巴錄書 上帝聽死人的禱告

這些都不是跟正典所啟示真理的內容可以相容。

猶大書14-15 引用偽經 以諾一書六十8、46，

主要目的 在於作為例證，而不是作為證明或是證據。

有關舊約正典決定的原則，可以歸納成三個部分：

1. 靈感，就是出於神所吩咐的，

2. 必須符合五經的教訓 ─

有關神的屬性，

神拯救祂百姓的原則等等

3. 必須具備先知的身分 ─

是神所揀選的僕人所寫的

出二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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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正典
提後三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所講的聖經

福音書、其他的書信裡，

主耶穌講到「經上記著說」

都是指著希伯來人的經卷，就是今天所說的舊約。

在耶穌那個時代，並沒有新約的正典，

新約的正典是經過一段時間慢慢形成的。

在主耶穌跟使徒們的心中，舊約已經有權威，

在耶穌的話語、四福音、

新約其他的經卷當中，

引用舊約非常多，

新約引用舊約有 295 次、接近 300 次。
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
天父上帝，我們是你所造的，

何等需要你向我們說話，才能夠來認識你。

謝謝你在歷世歷代，

不僅透過先知、使徒、你所揀選的僕人說話，

而且把一切的內容，記載在聖經當中成為正典。

主啊，讓我們真的明白其中的性質，

就珍惜你給我們的話語，

也但願在你的話語當中，得到造就、得到成全。

求你繼續在這個課程當中，引領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