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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以聖經為最高權威，
會新約 經還 有寫作 來時
可是初期教會新約聖經還沒有寫作出來時，
是以什麼做最高權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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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原來就有的舊約聖經以外，
另外有三個成為後來新約權威的來源 ─
1 教會以耶穌基督的言論做最高權威
1.
2. 使徒對耶穌基督的身分、事工、言論，
所作的闡釋、敘述
3. 使徒直接對於教義、教會生活、
信徒生活 作的教導
信徒生活…作的教導
這 方面是新約權威的來源
這三方面是新約權威的來源，也是新約聖經的三大基礎
是新 聖 的
基礎
 除了使徒也有少數非使徒的新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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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在使用新舊約聖經六十六卷，
其實第 世紀結束的時候已經寫作完成
其實第一世紀結束的時候已經寫作完成了，
但還沒有編輯成現在這樣新舊約聖經。
那時候教會大多都只有舊約、一兩本福音書、一些使徒書信，
常常引用舊約來為耶穌基督做見證
 無論是舊約全書、福音書、使徒書信，
教
被 讀
都常常在教會裡公開被宣讀…


西四16 你們念了這書信，便交給老底嘉的教會，

叫他們也念；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書信。
叫他們也念；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書信
就可以看見，那時至少有歌羅西書、有老底嘉書，
就可以看見
那時 少有歌羅西書 有老底嘉書
我們今天已經沒有得到老底嘉書的書信，
 當時教會是比現在的使徒書信更多的書信
 為什麼最後只留下這一些呢？後面會再談到

彼後15a-16 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

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
著
智慧寫 信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
信中有些難明白的，
信中有些難明白的
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
如強解別的經書 樣，就自取沉淪。
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
彼得肯定保羅有從神而來的智慧，
寫了一些信給眾教會。
可以看出使徒的書信
在初期的教會中是很高的權威，
 連彼得也是對他有很高的肯定跟推崇
 認為書中有一些難明白的，
要小
要小心不要亂解釋，那是自取沉淪
要亂解釋 那是自
淪

第四世紀初，教會歷史學家優西比烏
在他的書裡面提到 ─
 第二世紀中葉， 四福音、使徒行傳、
保羅的十三封書信、彼得前書、約翰一書，
這二十卷已經被編輯形成新約正典
 教父們也常常引用這二十卷裡面的一些話語
為什麼其他七卷還沒有被列入？例如
 希伯來書作者不詳
 彼得後書、約翰二書、三書，都比較簡短
 啟示錄內容太奇特，很多教會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教父常引用的就是二十卷
優西比烏是初期教會歷史學家，
他講的有很高的可信度。

為什麼那時教會界對於新約廿七卷還沒有完全確定，
可是卻已經有蒐集在一起的新約呢？
是
有蒐集在 起 新
有些初期教會的學者推論…
 早期教會有諾斯底主義的基督徒，
已經推出自己的福音書、教會書信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異端馬吉安，
推出自己的新約、福音書，不是他寫的，
 把福音書、使徒書信裡有關舊約部份都刪除
 認為是新約時代，這些都已經過去、過氣了
這當然不行，正統教會早期教父、使徒們都肯定舊約
因為馬吉安、諾斯底主義等等，
因為馬吉安
諾斯底主義等等
推出認為是正典的權威，實際上是不正統的，
所以逼得教會要推出新約全書，雖然在第二世紀
還不是非常的確定，可是卻率先推出了。

A.D.1740 義大利的學者穆拉多利

發現了一套第二世紀末的使用的書，
被稱為穆拉多利殘片 Muratorian Fragment。
為什麼叫殘片？因為並不完整，
可是已經有大部份的新約，
經有大部份的新約
 有 四福音、使徒行傳、保羅十三封書信、
約翰一書、二書、猶大書，啟示錄
 缺的只有 希伯來書、雅各書、
彼得前、後書、約翰三書 五卷
有些東西可能已經損壞了，
算是一個相當完整的考古資料。

第二世紀末有幾卷還是有爭議的 ─
希 來書
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後書、約翰二書、三書、
各書
書
書
書
猶大書、啟示錄，這七卷，
到第三世紀漸漸被確認，第四世紀初才更加確認。
第四世紀初羅馬皇帝戴克理先 (豆米仙)
A.D.303 – 305 進行了兩年全羅馬帝國的大逼迫，
 要基督徒都把聖經交出來、沒收、燒毀
 逼得基督徒要確認，這麼多福音書、使徒書信，
到底那 些是要保存起來
到底那一些是要保存起來
所以在戴克理先的大逼迫當中，
所以在戴克理先的大逼迫當中
 很多基督徒就想方設法把聖經藏起來
 就要分辨，那一些要優先藏起來、保存下去，
就要分辨 那 些要優先藏起來 保存下去
也促成了新約正典的形成

當時辨別新約正典的標準…
一、是否出於使徒
是否出於使徒 ─ 耶穌所揀選的使徒，
加上保羅、巴拿巴、耶穌的弟弟雅各，
都被當做初期教會的權威，著作就先被肯定
二、是否廣為各地教會所接受
 福音書 路一1a 有好些人提筆作書…
 使徒書信也不是只有現在這一些而已，有老底嘉書，
使徒書信也不是只有現在這 些而已 有老底嘉書
哥林多前後書提到保羅還寫了兩封給哥林多的信
 林前五
林前五9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
內容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林後二9a 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
林前之前 林前 之間嚴厲的信 林後 至少有四封
林前之前、林前、之間嚴厲的信、林後，至少有四封，
使徒所寫的，比現在看到的可能多很多

三、是否跟舊約和諧一致
所謂的福音書、使徒書信，如果真的是使徒的作品，
就不應該跟舊約衝突；
可是有一些是假冒的，就產生衝突了…
帖後二2a 我勸你們：有冒我名的書信。
帖後三17 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我的筆跡就是這樣。

保羅眼睛已經不好，口授別人替他寫信，
最後他親自簽名…
為甚麼有書信、福音書跟舊約衝突？
 假的使徒所寫的才會衝突，真的不會
 主耶穌跟使徒都肯定舊約的權威，
所以跟舊約有衝突的也就被排除在外了

使徒在漫長傳福音的歲月中，寫給教會的信
絕對比現在新約看到的使徒書信更多，
絕對比現在新約看到的使徒書信更多
但是沒有都流傳下去，


可能有一些福音書，
初期教會已經看出寫作的人並不是聖靈全然保守，
不夠權威、甚至有一些錯誤


有些使徒書信雖是使徒的作品，
 並沒有必要在每一個教會都傳讀
 有些只寫該教會當時特殊的狀況，
等到事情過去也就可以了，
其他教會不必要當作對自己的教導
要不然新約聖經可能就很大本了

四、是否跟信仰的基準、或者說信經符合


最有名的信經就是使徒信經，雖不能百分之百

確定是使徒寫的，但的確很早就出現了
確定是使徒寫的
但的確很早就出現了
 信經很濃縮的把標準的教義編成簡短的信條，
讓信徒都可以背誦 來肯定核心的教義
讓信徒都可以背誦，來肯定核心的教義
在基督教變成國教以後，許多人湧入教會，
 有真信的、假信的、被強迫信的，
怎樣認識正確教義？就是讓他們明白信經
 特別是文盲，看不懂聖經，
如果有簡短的信經，卻有標準的教義，
背了就可以建立正確的信仰
信經就成為一個標準，
信經就成為
個標準
跟信經有衝突的，就當作是錯誤的、被屏除了。

根據這四個標準，初期教會就把許多的次經
都摒除在新約正典之外，還有一些到現在還留下來的，
有些完整、有些不完整，主要分為三大類…
一、福音類：除了 馬太、馬可、路加、約翰，
尼哥底母福音、彼得福音、埃及福音、
馬吉安福音、十二使徒福音、多馬福音、
腓
腓立福音、希伯來福音，
音 希 來 音
有些掛著使徒的名字，是不是真的使徒寫的？可能不是
二、行傳類：保羅行傳，彼得、約翰、安德烈、多馬行傳，
是不是正確？是可疑的

考古發現 ─ 西奈抄本，第四世紀初君士坦丁時代，
君士坦丁是第一個信耶穌的羅馬皇帝，
是第
羅馬皇帝
已經包含現在所看見的廿七卷新約。
同一個世紀的梵蒂岡抄本，
只缺少 希伯來書後半
希伯來書後半、教牧書信、腓利門書、啟示錄，
教牧書信 腓利門書 啟示錄
不表示原來的梵蒂岡抄本沒有這幾卷，
可能是當初有 因為年代太久遠已經損壞或者遺失了
可能是當初有，因為年代太久遠已經損壞或者遺失了。
可以看見第四世紀的時候，新約這廿七卷
已經很明確、穩定的、完整的被匯集在一起了。
A D 367 東方教會的教父也是神學家亞他拿修
A.D.367
東方教會的教父也是神學家亞他拿修，

三 其它
三、其它：巴拿巴書、黑馬牧人書、彼得啟示錄
拿 書 黑馬牧 書 彼得啟示錄

他的信件裡有一封現在被編號第卅九節期書，
很明確的說新約就是這廿七卷所組成，
是到目前為止最明確新約正典廿七卷的記載。

中文有新約次經的譯本，
中文有新約次經的譯本
但應該優先把聖經、把正典先看熟。

四世紀末、五世紀初，四次教會會議對新約正典進一步肯定…
 A.D.382

教父耶柔米在羅馬的大馬新會議

很明確的肯定新約就是這廿七卷
很明確的肯定新約就是這廿
卷
 A.D.393 非洲希坡會議
 A.D.397 迦太基舉行的會議
迦太基舉行的會議，
主要人物奧古斯丁
 A.D.419 迦太基第二次會議
都正式追認這廿七卷書就是新約正典
不要誤會新約是他們決定的，
 新約是第二、第三、第四世紀，
漸漸在教會界確認
 教會會議只是把教會已經確認的新約
來追認一下

新約是神的靈特別的保守、帶領，
讓教會界察覺在這麼多福音書、書信當中，
那一些是所有教會都需要來閱讀、信守，
而且要永永遠遠傳承下去
 經過這二、三百年認定的過程，
幾次教會會議一再追認，完全確定，
此後教會界不再爭議關於
正典、次經、旁經、假冒的東西，
都已經正式區別出來
新約正典到第四世紀終於完成了！


新約正典的形成、確定，漫長的過程表示
教會界慎思明辨、慎重其事、小心查證、慢工出細活，
越發讓我們看見新約正典的真確、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