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正典的範圍與權威

異端分辨

我們繼續核心信仰的專輯 第 次介紹异端的定義 第二次談聖經與信經 今天談
我們繼續核心信仰的專輯，第一次介紹异端的定義、第二次談聖經與信經，今天談…

第三課…

聖經跟信經，不是兩種不同的系統、不同的內容，其實內容是一樣的，
只是它用的語言、表達方式不一樣。初代有一個教父
只是它用的語言、表達方式不一樣。初代有
個教父 Vincent of Lerins 說：
「信經不是一個新的教義，而是舊義新說，用新的方式來表達舊的教義，
用新的語言、用比較條理、邏輯的方式，來表達聖經的內涵，
所以它跟聖經是平行的系統，內涵是重迭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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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上次介紹「達文西密碼」，就娛樂的價值來說它是佳作；
就歷史事實來說 它半真半假 就信仰的角度來說 幾乎是胡扯
就歷史事實來說，它半真半假；就信仰的角度來說，幾乎是胡扯。
 這是 2004 的暢銷書，2005 羅馬天主教反擊這本書，
他們認為這本書把虛構與史實混為 談
他們認為這本書把虛構與史實混為一談
 當時國家地理的電視頻道也位這一本書做了專輯，
書比電影精彩，國家地理頻道的那個節目做得很不錯，
做得很公允、很平衡的報導，
給這本書的定位是說：介於可疑與可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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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當中，主流教會、正統教會，常常是屬於不利的劣勢，
要經過很不容易 很辛苦的過程，才能夠抵擋异端，
要經過很不容易、很辛苦的過程，才能夠抵擋异端，
所以丹布朗所說的是他的一面之詞。

2. 貶低物質：身體就是物質，可以觸摸到的、會改變的，都是屬於物質界的現象。
所以基督教非常核心的信仰 道成肉身、身體復活，
所以基督教非常核心的信仰—道成肉身、身體復活，
都是諾斯底主義絕對不能夠接受的東西。
所以初代教會很早、很迅速、很輕易地，就定諾斯底是异端，所以他們所寫的
那些福音書—抹大拉的福音書、猶大福音書，全部都排除在正典的範圍之外。
每一次有這種爭議性的書籍出版的時候，我都很興奮，因為真金不怕火燒，
 表面上好像是外人在抨擊基督教的聖經、基督教的信仰
 當世人都在注意這些書的時候，是給教會很好的機會可以來介紹正確的信仰
我就從「達文西密碼」它抨擊聖經形成的過程，
來介紹我們自己的聖經形成的過程。

我們來談談聖經正典形成的過程…
 回教跟我們讀同一本聖經；猶太教的聖經就是我們的舊約
 有些基督教團體除了聖經之外，還有加上其他的權威，譬如：
回教有可蘭經、摩門教有摩門經，韓國統一教又加上
教有可蘭經 摩門教有摩門經 韓國統 教 加上
創辦人文鮮明的著作，天主教還有次經、還有玫瑰經…
教會最早的確就像丹布朗所說的 沒有 個固定的版本
教會最早的確就像丹布朗所說的，沒有一個固定的版本。

聖經正典形成的過程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卻不是丹布朗所說的是一個陰謀的鬥爭結果
 歷史是贏家寫的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勝方是主流是正統、敗方式非主流是異端；
勝方會美化自己的動機、醜化被征服的對手
6

初代教會有人任意地刪減聖經，譬如猶太人只接受舊約、不接受新約。
初代有一個异端叫做馬吉安，他是教會的長老，他對舊約的耶和華很有意見：
祂要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也就罷了，為什麼要把埃及長子全部殺掉？
把以色列人帶進迦南，還要把迦南的原住民趕盡殺絕…
他對舊約的耶和華上帝是很感冒的 所以他的正典裏面是沒有舊約的
他對舊約的耶和華上帝是很感冒的，所以他的正典裏面是沒有舊約的，
馬吉安是歷史中第一個編聖經正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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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吉安正典只有新約，而且他的新約跟我們的新約又不一樣了：
 凡是新約聖經提到舊約的那位耶和華的經文，通通被他刪掉
 他的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是保羅，
保羅書信大部分出現在他的新約正典裏

啟廿二18b 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刪減甚麼，神必追討他的罪。

不過也有人挑戰，說啟示錄的這一句話，只針對啟示錄的這一卷書說的。
不過也有人挑戰，說啟示錄的這
句話，只針對啟示錄的這 卷書說的
沒有關係，重要的真理我們不會只倚靠一節經文…
 猶3b 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地爭辯。
清楚地指示聖經真道的範圍，聖經是整體、完整的。

這一些團體都是先有哲學前提，再來決定他們需要哪一種正典，
正統的基督教卻是先有聖經正典，再來發展我們的信仰教義，
耶穌曾經說 約五39b 給我做見證的就是這經。
耶穌曾經說：
給我做見證的就是這經
這經是指舊約聖經，因為耶穌說這話的時候
新約聖經還沒有形成
新約聖經還沒有形成。

新約聖經有幾卷很晚才寫成的書信，稱為教牧書信，
包括提摩太前後書 提多書 多次使用類似猶大書的字眼
包括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多次使用類似猶大書的字眼，
就是比較含糊籠統，像真道、善道、純正的道理，
這 類的字眼 來指示使徒所傳講整套完整的福音 我們來讀這幾處經文
這一類的字眼，來指示使徒所傳講整套完整的福音，我們來讀這幾處經文：
 提前二4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那個真道是指什麼？沒有講清楚
 提前四6 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
在真道的話語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用的也是真道跟善道，含糊的字眼，在講整套完整的福音
 提前六12a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還是真道

 舊約是耶穌基督的預表、耶穌基督是舊約的應驗
 至于新約聖經，更是以耶穌基督為啟示的中心、終極的目標

來一1~2a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眾先知指的就是舊約、祂兒子指的是新約，
眾先知指的就是舊約
祂兒子指的是新約
所以舊約跟新約，都是上帝啟示給祂百姓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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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讀聖經的時候，讀到這些真道、善道，你心目中在想哪一些範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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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談次經跟偽經，沒有被列入正典主要原因—沒有以耶穌基督為中心。
次經跟偽經其實還滿好看的，有點像讀達文西密碼，
趣味性很高、很吸引人閱讀。

但是因為它反復不斷地在使用，所以我們相信初代教會讀到這些字眼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是在講什麼、他們都知道是指 套完整的內容。
他們都知道是在講什麼、他們都知道是指一套完整的內容。
有幾個疑問，就是為什麼只有新舊約聖經被列入基督教信仰的正典？
可能你聽過次經、偽經，為什麼次經、偽經被排除在外呢？
初代教會曾經流傳、就是在看他們的作品，常常引經據典使用
「非正典」的書卷：希伯來福音、埃及人福音、彼得福音、
保羅行傳、黑馬牧人書、巴拿巴書、十二使徒遺訓…
保羅行傳、黑馬牧人書、巴拿巴書、十二使徒遺訓
這些都頻繁地出現在初代神學家的作品裏面，
但是後來都沒有被教會接受為正典。

次經的一卷書叫做多比傳，主人翁多比，
在路上散步的時候，被天空的一隻飛鳥的大便弄瞎了眼睛，
 天使就指示他說：要你的兒子去海邊釣魚，
取它的肝跟膽 膽是為了驅魔 肝是為了治你的眼睛
取它的肝跟膽，膽是為了驅魔、肝是為了治你的眼睛
 又指示他的兒子去娶一個遠親的女兒撒拉，撒拉有剋夫命、
剋死了七個丈夫 都是在洞房夜的時候死掉 原來是有魔鬼
剋死了七個丈夫，都是在洞房夜的時候死掉，原來是有魔鬼。
多比的兒子叫多比雅，他就用魚的膽來驅魔…

今天我們接受為正典的書信：
啟示錄、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後書，
都曾經被一些教會質疑過，就是爭議性比較高的。
特別是啟示錄，在當時的東方教會是比較被爭議的，
就是很多人懷疑啟示錄的正確性，
但是後來經過了鑒定討論之後，啟示錄仍然被列入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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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次經的時候、好像在讀傳奇故事一樣，很有意思，
但是次經與偽經中錯誤的教導—
如積功德贖罪、為死人禱告，
這些經外的作品也許有一些歷史參考的價值，
這些經外的作品也許有 些歷史參考的價值，
但是它們不是上帝所啟示的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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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聖經的書卷在時空巨流的移動之下慢慢的形成，
過程雖然費時曠日，卻是在聖靈的保守之下拍板定案
過程雖然費時曠日，卻是在聖靈的保守之下拍板定案。
那個形成的過程是漫長，就是經過了好幾百年才形成的，
這個顯示出教會在接受正典範圍的時候是非常謹慎的，
新約正典確定的時間是很慢的。

至少天主教過去一千多年，認為教會的權威是高過聖經，
或者教會的權威跟聖經的權威是 樣的；
或者教會的權威跟聖經的權威是一樣的；
最近五十年來，天主教才承認說：
聖經的權威是高過教會、高過傳統。
我們的答案是這樣：大公會議不是決定正典，
我們是追認被教會奉為正典、被教會奉為權威的聖經，
當福音書 保羅 彼得的書信
當福音書、保羅、彼得的書信，一被寫成文字，
被寫成文字
就被各地的教會傳閱頌讀，
帖前二13 為此
為此，我們也不住地感謝神，因你們聽見我們
我們也不住地感謝神 因你們聽見我們
所傳神的道就領受了；不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的道。
這道實在是神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

我們不談舊約，因為舊約爭議性不高，就是耶穌所使用的舊約，我們也接受，
所 我們不必去談論舊約 我們現在談論新約正典的形成
所以我們不必去談論舊約，我們現在談論新約正典的形成。
新約正典的形成時間非常的晚，它是在主後第四世紀才形成的，
是教會開了四次會議以後 才正式地拍板定案
是教會開了四次會議以後、才正式地拍板定案，
AD393 希波會議、AD397 迦太基會議，才確定正典的範圍。
有人就會問：這四、五百年裏面，如果教會內部出現异端的時候，
 我們憑什麼來斷定呢？今天我們可以憑聖經來判定异端
 那個時候，聖經根本還沒有形成，教會究竟憑什麼標準來裁決？
 而且教會是開會來決定二十七卷的內涵、範圍，
而且教會是開會來決定二十七卷的內涵 範圍
那是不是教會的權威高過聖經的權威呢？

 這個是因為神運行在人的心中，我們才承認、才接受那是神的道。
 所以教會是被動地追認、追溯既往已經存在的正典為聖經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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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正典曾經有不同的清單，
我們現在有留下來的十三份的清單裏面，
有七份是相同、六份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然是有一些爭議性。

最近這幾年有一個議題常常被討論，
還有人出版書在討論這個議題：
究竟先有聖經、還是先有教會？
究竟是先有信仰、還是先有信仰團體？
是先有以色列人、還是先有十誡呢？

但只有少數的幾卷書是有爭議性的，
 啟示錄一開始東方教會沒有接受
 保羅在寫信給某些教會的時候，
保羅在寫信給某些教會的時候
譬如：老底嘉的教會、歌羅西的教會…
可能保羅寫給某 個教會
可能保羅寫給某一個教會，
其他的教會不知道，
所以有一段時間不敢列入正典

表面上看當然是先有猶太人、以色列人、希伯來人，
上帝才賞賜十誡 十誡就是頒賜給以色列人
上帝才賞賜十誡，十誡就是頒賜給以色列人，
所以好像是先有信仰團體、之後才有神的話。
 但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的百姓
但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的百姓，
要接受神的話語的以色列人才算是上帝的百姓
 也就是說：神的話語反過來，
會去規範以色列人、會來篩選祂自己的百姓，
接受神的話、接受聖經，才是信仰團體
表面上好像是先有教會、才有新約的正典，
表面上好像是先有教會
才有新約的正典
但是其實是接受神的話語的百姓，我們才算他是教會。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神會保守祂自己的啟示，在教會當中被流傳、被教導，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
神會保守祂自己的啟示 在教會當中被流傳 被教導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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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些有爭議性的書卷上，
信仰團體、就是教會的重要性，才益發地顯出來。
所以基本上是神的話語 正典在先 教會在後
所以基本上是神的話語、正典在先，教會在後，
教會是回頭來追認神的話語、聖經的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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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經外的作品，在當代是被普遍使用、引用，
而最後都沒有列 聖經的範圍
而最後都沒有列入聖經的範圍，
也有一些現在是聖經書卷，可是在初代教會，是被人家質疑的，
譬如：雅各書 彼得前書 後書 啟示錄 可是最後都安全過關
譬如：雅各書、彼得前書、後書、啟示錄，可是最後都安全過關，
這中間究竟有哪一些判准呢？
教會怎麼樣判斷、評定，哪一些書卷是上帝的啟示，或者是人為的作品？
一般來說，有四個鑒定的標準，也可以說是聖經每一卷書的特色…
1. 以作者考量：書卷必須出自使徒或使徒的第一代門生的作品。
譬如：馬可跟路加不是使徒 可是他們是使徒的第 代門生
譬如：馬可跟路加不是使徒，可是他們是使徒的第一代門生，
他們曾經親耳聽過耶穌，或是使徒的見證。
內容的考量 必須以耶穌為中心 以耶穌的身分 工作為中心
2. 內容的考量：必須以耶穌為中心，以耶穌的身分、工作為中心。
 福音書是耶穌的傳記
 使徒行傳是繼續敘述耶穌在歷史中的影響
 書信的部分，是闡述耶穌的教訓所產生的神學，以及生活教導跟應用
導

4. 以內容的影響力來考量，必須具有屬靈震撼力及道德感化力。
聖經正典不僅深刻地影響人的思想，它也會改變人的行為，
聖經正典不僅深刻地影響人的思想
它也會改變人的行為
這種力量證明正典是神的話。
雖然第 個標準有 點 觀
雖然第四個標準有一點主觀，
 對某一些人很有感動、很有影響的書卷
 對某一些人而言，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但仍然是 種還算可靠的鑒別方法
但仍然是一種還算可靠的鑒別方法。
解經的問題：有聖經不夠，還要有信經，有信經還需要解經，
聖經雖然自給自足、雖然充分有餘，但是仍然需要有好的教師來解釋。
 很大的問題是因為「異端」—從同一本聖經
讀出了跟正統教會不同意義來，讓教會很納悶
 初代教會領袖愛任紐強調聖經的整體性：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需要從全盤來瞭解聖經，
不可以斷章取義，
不可以斷章取義
解經是涉及上帝啟示的一致性以及連貫性

3. 以讀者為考量，聖經書卷必須廣為各地教會所接受、使用。
我們必須承認對于正典的理解或者是應用，早期教會比我們還清楚，
我們必須承認對于正典的理解或者是應用
早期教會比我們還清楚
這一些曾經親耳聽過使徒教訓的古代教父們，經過多方的考究、反復的思量，
他們知道哪
他們知道哪一些書卷是神的啟示，譬如以啟示錄為例：
書卷是神的啟示 譬如以啟示錄為例
 被東方教會質疑，就是講希臘語言的地區，走的是神秘、靈修、默想的路線。
為什麼他們反而不能夠接受這種比較神秘性的啟示錄的內容呢？
 反而是講求邏輯推理思考，理性路線的西方教會，
是講求邏輯推 思考
性路線的西方教會
他們都很能夠接受啟示錄，這是一個很吊詭的現象
我是認為 東方教會讀啟示錄的時候 他們沒有什麼太新奇的感覺
我是認為，東方教會讀啟示錄的時候，他們沒有什麼太新奇的感覺，
因為這種書卷，在東方也許太多了，他們不稀罕，他們不會覺得有什麼特色。
但是無論如何，如果有教會不能接受的時候，其他的教會就必須等候，
如果是出自于神的啟示，祂會感動所有的教會最後都接納。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鑒定、拍板論定，啟示錄，最後還是被普世的教會接受
 至于諾斯底福音書、馬利亞福音書、猶大福音書，
至于諾斯底福音書 馬利亞福音書 猶大福音書
早就在初代教會被拒絕、被排除了

早期教會爭論的重點，
是舊約跟新約的連貫性、或是關聯性，
 針對猶太人，他們只接受舊約、不接受新約
 針對諾斯底主義、或是馬吉安，他們反對舊約、只接受新約
愛任紐：舊約是種子發育期，新約是果實成熟期。
如果沒有前面的種子，就沒有後面的果實，
如果沒有前面的舊約，就沒有後面的新約，
所以舊約跟新約，是前後連貫一致的。
奧古斯丁：新約在舊約中隱藏，舊約在新約中彰顯。
同樣地強調新舊約之間，這個非常密切的連貫性。
在第三第四世紀的時候的教會，解經分成兩派：
 安提阿學派，提倡字面解經，
主張平實、規矩、自然、簡單讀出作者的原意
 亞歷山太學派，提倡靈異解經，
主張字面的經文、背後隱藏屬靈的涵義

字面解經用最簡單的話，就是白紙黑字所傳達最直接的意思。
靈意解經剛好相反，就是不信任白紙黑字所傳達的直接信息，
所以比較會畫蛇添足，也就是讀經的人，往往不是讀出作者的原意，
而是加進了自己的意見，把自己的想像力、自己的看法，
加進經文，認為那個才是作者隱藏的涵義。
應該是字面解經比較好，
 在過去有一千多年的教會歷史，是由靈意解經來支配
在 去有 千多年 教會歷史 是由靈意解經來支
 一直要到馬丁路德的時候，才大刀闊斧地修正了，
所以從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
所以從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一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字面解經成為教會主流的解經
當不同的教會領袖，讀聖經有不同意見、不同看法、不同亮光的時候，
只好訴諸全體的意見，就是普世的大公會議，
經過審慎的評估，經過集思廣益，經過全體同意，
最後得出來的信經 它的權威是跟聖經是 致的 是彼此支援的
最後得出來的信經，它的權威是跟聖經是一致的，是彼此支援的。
針對三個核心信仰，教會制定了三個信經，是普世教會都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