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約正典的形成
• 常被忽略，但是非常重要也是無法避免的問題。

• 這個主題其實是隸屬於聖經無誤論下的一個基礎論題。

福音派華人教會大都宣稱相信：

•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真理。

• 聖經無誤。

但需要更進一步的澄清與了解。

本講章取材自威敏神學院新約概論課程 (Dr. Brandon Crowe) 及
Canon Revisited: Establishing the Origins and Author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Books, Kruger, Michae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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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無誤論

• 同意聖經無誤、但不完全瞭解真意、造成私意解經而不自覺。

• 聖經無謬論，聖經底本無誤論，與聖經無誤論的差別。

• 芝加哥宣言的背景。

兩個相關的子題：

• 歷史批判學 -- 正典的形成。

• 經文批判學 -- 回溯至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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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正典

幾個常見的問題？
– 你曾被問到過嗎？你自己曾經思考過嗎？

• 新約正典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由幾個人（魚夫，稅吏， 醫生…）寫的

• 為什麼耶穌沒有寫任何一本新約經書？

• 在這二、三百年間，教會流傳很多的書信，如何知道這 27 本是真正的聖經？

• 在這三百年間，沒有中央制的教庭，正典是否只是神學爭論下的勝利者？

• 新約正典的形成是否只是為了回應異端（馬吉安，及諾斯底主義)的挑戰？

• 新約正典是在公元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大公會議 ( the third Council of 
Carthage) 由東西方各地主教共同承認確定的。距離經書寫成的時間約二、三百
年，在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 使徒書信只是針對當時教會的情形、可以適用於不同的時空環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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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論?

Dan Brown, 
Novelist

David Dungan, 
NT Scholar

Harry Gamble, 
NT / Ancient 
History Scholar



問題

是非題：

• 新約正典是在主後397年的第三次迦太基大公會議所決定的。

• 新約是由耶穌的使徒（12門徒及保羅）所寫的。

• 如果我們又發現保羅所寫另二封哥林多書信(林前5:9; 林後2:3-4)，

這些信是否應該列為正典？

5



答案

是非題：

• 新約正典是在主後397年的第三次迦太基大公會議所決定的。

• 新約是由耶穌的使徒（12門徒及保羅）所寫的。

• 如果我們又發現保羅所寫另二封哥林多書信(林前5:9; 林後2:3-4)，

這些信是否應該列為正典？

答案：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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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回應下列問題: 

需要新約
正典嗎?

正典的內容
是否完整
而且正確? 

正典的權威
來自何處?



羅馬天主教的看法

傳統、聖經及教會
– “沒有教會就不會有新約聖經” Hans K�̈�𝑢ng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教理) Q. 82: 

“於是，教會受託傳遞及解釋啟示，「並不單從聖經取
得一切有關啟示之事的確實性。因此，兩者都該以同等
的熱忱和敬意去接受和尊重」。”

–聖傳與聖經都是啟示的載體，且是相輔相成的。而教會
則是受託管理這些，並以訓導權的形式服務天主的真理。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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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羅馬天主教的看法

有聖經(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才有教會
– (以弗所2:19-20)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

是神家裡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

穌自己為房角石

–士兵收到傳令兵(教會)送將軍(上帝)的命令(聖經)。不能以為命令

是從傳令兵而來的。

–教會的無誤權威從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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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看法

Existential/Neoorthodox Mode

• 啟示不是話語，更像一個事件/遭遇

• 聖經不是永久的神的話，而是在某一刻變成神的話

• 神無誤，聖經可以有誤

• 正典的邊界是流動不定的，或者不需要正典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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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典的前設立場

神有位格並
對我們說話

正典有來自
神的權威 歷史的重要

救贖歷史 有機性的
啓示



救贖歷史
魏思堅(Geerhardus Vos )

文字與行動
的合一性

有目的
及

無誤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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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紀元:
神的作為+神的話語

出埃及 壬國 &
先知

被擄及
歸回

耶穌
第一次
到臨

耶穌
第二次
到臨

摩西五經 歷史書前段
, 先知書

歷史書後
段, 先知書 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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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預期一個新的救贖日子的來
臨、伴隨而來的也是一個新的啟
示,新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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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預期一部新的正典

耶穌對他們說…摩西
的律法、先知的書、
和詩篇上所記的、凡
指著我的話、都必須

應驗。

以賽亞書 2:2–3 路加福音
24:44–47

末後的日子、
訓誨必出於

錫安
使徒行傳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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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 挪亞 亞伯拉罕 摩西 大衛 Courtesy: José-Manuel Benito

實現 恢復 先知們



救贖歷史的最高峰

救贖的最終行動帶來

1. 對救贖行動的說玥
(i.e., 新約正典)

2.正典的完結性

17



什麼是正典？

• (具權威性收集)的書？Authoritative collection of books？

• 權威是在收集過程的當中
• 收集的(權威的書)？Collection of authoritative book?

• 權威是在書卷本身
–與其討論書卷要符合什麼正典的條件
–我們更應該回想正典被認知/接受的過程

• 因為是神在歷史中親自引領
• 聖經是被'選出'還是被'認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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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典的形成

• 神護理性的彰顯 (providential exposure)
• 排除不在內的+顯出屬其中的書信

• 正典的“特徵”(attributes of canonicity)
• “正證”=

回溯至使徒的源頭+使徒的時代+合乎使徒教義+信眾整體上的接受

• 聖靈的內證 (internal testimony)=光照
•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約翰10:27)
•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 (約翰10:5)
• 聖經的聲音是牧人的聲音

»羊跟隨是因為聽到牧人聲音
19



“正典” 的定義

• Exclusive (最終限定版) 第四世紀？
• 在第四世紀前我們沒有正典
• 現在也沒有？！！

• Functional (大眾運作版）第二世紀？
• 在教會初期(使徒先知)，一些是一些不是
• 現在也不確定！！

• Ontological (神定原始版) 第一世紀
• 最後一滴墨落紙的一刻
• 唯一不變正典的可能性

Michael J. Kru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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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新約正典

1.來自主耶穌的使徒權柄

2.救贖歷史的完結性

3.歷史過程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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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典性的 “特徵” 

1. 不能 “証明” 任何事

2. 倒果為因的論証

3. “特徵”相符並不能使經書成為正典



正統教義使徒的時代

正典性的”特徵”

教會
(使用)使徒的源頭

23



使徒的
源頭

但並不是每本都是使徒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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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
時代

必需是寫自使徒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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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oughby Papyrus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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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from NY Times



The Isaiah scroll (1QIsaa) contains almost 
the whole Book of Isa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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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ad_Sea_Scrolls#/media/File:Great_Isaiah_Scroll.jpg
public domain work of ar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ad_Sea_Scrolls#/media/File:Great_Isaiah_Scroll.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正統教義

The teaching of the Twelve Apostles: Didache
十二使徒遺訓

Regula Fidei [Rule of Faith]
信仰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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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使用)

為東西方教會所認知並普遍使用
(使用 use, 但不一定有用處 not use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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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是主耶穌授權的代表
• 使徒明白自己的身份
• 使徒明白他們傳遞主耶穌所教導的
• 使徒明白他們的教導是權威的
• 使徒明白他們在寫聖經

使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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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是主耶穌授權的代表

• 他們是初代見證人
– (約翰10:26)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
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27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
與我同在。」

– (使徒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 Once-for-all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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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是主耶穌授權的代表

• 主耶穌親自差派 (大使命)
– (約翰20:20)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
就喜樂了。 21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
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 (約翰13:19)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要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
事情成就的時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20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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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是主耶穌授權的代表

• 他們是教會的根基
– (以弗所2:19)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
了； 20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21各
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 (太16:18)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
權柄不能勝過他。 19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
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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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明白自己的身份

• 他們被揀選
(徒10:40)第三日，神叫他復活，顯現出來； 41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
顯現給神預先所揀選為他作見證的人看，就是我們這些在他從死裏復活
以後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 是新約+奧秘的執事
(林後3:6)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着字句，乃是憑着精意；
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
(林前4:1)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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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明白他們傳遞主耶穌所教導的

• (林前11:23)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
• (約一1:5)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
們的信息。

• (來2:3)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
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 (彼后3:1)親愛的，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在這兩封信裏，
我都提醒你們，激發你們真誠的心， 2要你們記得聖先知預先所說的
話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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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明白他們的教導是權威的

• (帖後3:6)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凡有弟兄
不按規矩而行，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

• (帖後2:15)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
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 (林前15:1)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
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2並且你們若
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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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肯定寫作的必要
–路1:1-2; 彼得後書 3:15-16

• 他們肯定是神的話
–加拉太1:1; 帖前2:13; 林前14:37

• 他們要人相信+聽從
–約20:30-31; 帖後3:14

• 他們要人在公共場所念出(等同舊約)
–帖前5:27; 歌羅西4:16; 啟1:3

使徒明白他們在寫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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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典內容的認定

四褔音書合訂本: ＡＤ 150 或更早期!
穆拉多利殘篇 Muratorian Fragment (AD 170);

列出了當時在教會誦讀的新約經卷; 
俄利根 Homily on Joshua 7.1, ca. A.D. 240; 列出27經書!
優西比烏: (ca. 263–369); 27經書的分類

亞他那修: 39th Festal Letter (A.D. 367)
列出27經書為正典書目



新約的書卷成為正典的原因
是:

没有人能阻止正典的形成. 
W. Bar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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