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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以圣经为最高权威，
可是初期教会新约圣经还没有写作出来时，
是以什么做最高权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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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原来就有的旧约圣经以外
除了原来就有的旧约圣经以外，
另外有三个成为后来新约权威的来源 ─
1 教会以耶稣基督的言论做最高权威
1.
2. 使徒对耶稣基督的身分、事工、言论，
所作的阐释 叙述
所作的阐释、叙述
3. 使徒直接对于教义、教会生活、
信徒生活 作的教导
信徒生活…作的教导
这三方面是新约权威的来源，也是新约圣经的三大基础
新 权威
 除了使徒也有少数非使徒的新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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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在使用新旧约圣经六十六卷，
其实第 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写作完成了
其实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写作完成了，
但还没有编辑成现在这样新旧约圣经。
那时候教会大多都只有旧约、一两本福音书、一些使徒书信，
常常引用旧约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无论是旧约全书、福音书、使徒书信，
都常常在教会里公开被宣读…


西四16 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

叫他们也念 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
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
就可以看见，那时至少有歌罗西书、有老底嘉书，
歌罗 书
老底嘉书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得到老底嘉书的书信，
 当时教会是比现在的使徒书信更多的书信
 为什么最后只留下这一些呢？后面会再谈到

彼后15a-16 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如强解别的经书
样，就自取沉沦。
就自取沉沦
彼得肯定保罗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写了一些信给众教会。
可以看出使徒的书信
在初期的教会中是很高的权威，
 连彼得也是对他有很高的肯定跟推崇
 认为书中有一些难明白的，
要小 不要乱解释 那是自取沉沦
要小心不要乱解释，那是自取沉沦

第四世纪初，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
在他的书里面提到 ─
 第二世纪中叶，四福音、使徒行传、
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彼得前书、约翰一书，
这二十卷已经被编辑形成新约正典
 教父们也常常引用这二十卷里面的一些话语
为什么其他七卷还没有被列入？例如
 希伯来书作者不详
 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都比较简短
彼得后书 约翰二书 三书 都比较简短
 启示录内容太奇特，很多教会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教父常引用的就是二十卷
优西比乌是初期教会历史学家，
他讲的有很高的可信度。

为什么那时教会界对于新约廿七卷还没有完全确定，
可是却已经有搜集在一起的新约呢？
是却已经有搜集在 起的新约呢
有些初期教会的学者推论…
 早期教会有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
早期教会有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
已经推出自己的福音书、教会书信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异端马吉安，
端
安
推出自己的新约、福音书，不是他写的，
 把福音书、使徒书信里有关旧约部份都删除
 认为是新约时代，这些都已经过去、过气了
这当然不行，正统教会早期教父、使徒们都肯定旧约
因为马吉安、诺斯底主义等等，
推出认为是正典的权威，实际上是不正统的，
所以逼得教会要推出新约全书 虽然在第二世纪
所以逼得教会要推出新约全书，虽然在第二世纪
还不是非常的确定，可是却率先推出了。

A.D.1740 义大利的学者穆拉多利

第
纪末
发现了一套第二世纪末的使用的书，
被称为穆拉多利残片 Muratorian Fragment。
为什么叫残片？因为并不完整，
可是已经有大部份的新约，
可是已经有大部份的新约
 有四福音、使徒行传、保罗十三封书信、
约翰一书、二书、犹大书，启示录
 缺的只有希伯来书、雅各书、
彼得前、后书、约翰三书 五卷
有些东西可能已经损坏了，
算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考古资料。

第二世纪末有几卷还是有争议的 ─
希伯来书 雅各书 彼得后书 约翰 书
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
书
犹大书、启示录，这七卷，
到第 世纪渐渐被确认 第四世纪初才更加确认
到第三世纪渐渐被确认，第四世纪初才更加确认。
第四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理先 (豆米仙)
AD303 – 305 进行了两年全罗马帝国的大逼迫，
 要基督徒都把圣经交出来、没收、烧毁
要基督徒都把圣经交出来 没收 烧毁
 逼得基督徒要确认，这么多福音书、使徒书信，
到底那 些是要保存起来
到底那一些是要保存起来
所以在戴克理先的大逼迫当中，
戴克 先
 很多基督徒就想方设法把圣经藏起来
 就要分辨，那一些要优先藏起来、保存下去，
要分辨，那 些要 先藏 来、保存下去，
也促成了新约正典的形成

当时辨别新约正典的标准…
一、是否出于使徒
是否出于使徒 ─ 耶稣所拣选的使徒，
耶稣所拣选的使徒
加上保罗、巴拿巴、耶稣的弟弟雅各，
都被当做初期教会的权威 著作就先被肯定
都被当做初期教会的权威，著作就先被肯定
二、是否广为各地教会所接受
 福音书 路一1a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使徒书信也不是只有现在这一些而已，有老底嘉书，
嘉书，
哥林多前后书提到保罗还写了两封给哥林多的信
 林前五
林前五9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
内容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林后二9a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林前之前、林前、之间严厉的信、林后，至少有四封，
使徒所写的，比现在看到的可能多很多

三、是否跟旧约和谐一致
所谓的福音书、使徒书信，如果真的是使徒的作品，
就不应该跟旧约冲突；
可是有一些是假冒的，就产生冲突了…
帖后二2a 我劝你们：有冒我名的书信。
我劝你们：有冒我名的书信
帖后三17 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

保罗眼睛已经不好，口授别人替他写信，
保罗眼睛已经不好
口授别人替他写信
最后他亲自签名…
为甚么有书信、福音书跟旧约冲突？
 假的使徒所写的才会冲突，真的不会
假的使徒所写的才会冲突 真的不会
 主耶稣跟使徒都肯定旧约的权威，
所以跟旧约有冲突的也就被排除在外了

使徒在漫长传福音的岁月中，写给教会的信
绝对比现在新约看到的使徒书信更多，
绝对比现在新约看到的使徒书信更多
但是没有都流传下去，


可能有一些福音书，
初期教会已经看出写作的人并不是圣灵全然保守，
不够权威、甚至有一些错误


有些使徒书信虽是使徒的作品，
 并没有必要在每一个教会都传读
 有些只写该教会当时特殊的状况，
等到事情过去也就可以了，
其他教会不必要当作对自己的教导
要不然新约圣经可能就很大本了

四、是否跟信仰的基准、或者说信经符合


最有名的信经就是使徒信经，虽不能百分之百

确定是使徒写的，但的确很早就出现了
确
是使徒写 ，但 确很早
了
 信经很浓缩的把标准的教义编成简短的信条，
让信徒都可以背诵，来肯定核心的教义
在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许多人涌入教会，
 有真信的、假信的、被强迫信的，
有真
怎样认识正确教义？就是让他们明白信经
 特别是文盲，看不懂圣经，
文盲
如果有简短的信经，却有标准的教义，
背了就可以建立正确的信仰
信经就成为一个标准，
信经就成为
个标准，
跟信经有冲突的，就当作是错误的、被屏除了。

根据这四个标准，初期教会就把许多的次经
都摒除在新约 典 外
都摒除在新约正典之外，还有一些到现在还留下来的，
有 些到 在 留 来的
有些完整、有些不完整，主要分为三大类…
一、福音类：除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尼哥底母福音、彼得福音、埃及福音、
马吉安福音、十二使徒福音、多马福音、
希
，
腓立福音、希伯来福音，
有些挂着使徒的名字，是不是真的使徒写的？可能不是
二 行传类：保罗行传 彼得 约翰 安德烈 多马行传
二、行传类：保罗行传，彼得、约翰、安德烈、多马行传，
是不是正确？是可疑的

考古发现 ─ 西奈抄本，第四世纪初君士坦丁时代，
君士
君士坦丁是第一个信耶稣的罗马皇帝，
是第 个信耶稣的罗马皇帝
已经包含现在所看见的廿七卷新约。
同一个世纪的梵蒂冈抄本，
只缺少 希伯来书后半、教牧书信、腓利门书、启示录，
不表示原来的梵蒂冈抄本没有这几卷，
可能是当初有，因为年代太久远已经损坏或者遗失了。
可以看见第四世纪的时候，新约这廿七卷
已经很明确 稳定的 完整的被汇集在 起
已经很明确、稳定的、完整的被汇集在一起了。
AD367 东方教会的教父也是神学家亚他拿修，

三 其它 巴拿巴书 黑马牧人书 彼得启示录
三、其它：巴拿巴书、黑马牧人书、彼得启示录

他的信件里有一封现在被编号第卅九节期书，
很明确的说新约就是这廿七卷所组成，
很明确的说新约就是这廿七卷所组成
是到目前为止最明确新约正典廿七卷的记载。

中文有新约次经的译本，
但应该优先把圣经、把正典先看熟。

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四次教会会议对新约正典进一步肯定…
 AD382

教父耶柔米在罗马的大马新会议

很明确的肯定新约就是这廿七卷
很明确
肯 新约 是
卷
 AD393 非洲希坡会议
 AD397 迦太基举行的会议，
主要人物奥古斯丁
 AD419 迦太基第二次会议
都正式追认这廿七卷书就是新约正典
不要误会新约是他们决定的，
 新约是第二、第三、第四世纪，
渐渐在教会界确认
 教会会议只是把教会已经确认的新约
来追认一下

新约是神的灵特别的保守、带领，
让教会界察觉在这么多福音书、书信当中，
那一些是所有教会都需要来阅读、信守，
而且要永永远远传承下去
 经过这二、三百年认定的过程，
几次教会会议一再追认，完全确定，
此后教会界不再争议关于
正典、次经、旁经、假冒的东西，
都已经正式区别出来
新约正典到第四世纪终于完成了！


新约正典的形成、确定，漫长的过程表示
新约正典的形成
确定 漫长的过程表
教会界慎思明辨、慎重其事、小心查证、慢工出细活，
越发让我们看见新约正典的真确、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