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舊約聖經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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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確定一部書是聖經

聖經綱目（hn,Q|, Kanw,n, Canon）
測量竿（則40:3, 5; 41:8）；

規律（迦6:16）；界限，範圍（格後10:13,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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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確定一部書是聖經

聖經綱目（hn,Q|, Kanw,n, Canon）

第二世紀教會開始用這字來指信仰的準則
或標準。

3



怎樣確定一部書是聖經

聖經綱目（hn,Q|, Kanw,n, Canon）

勞狄西亞公會議(公元360年)以「綱目性」一
詞指聖經 「舊約和新約聖經正經」(EB 11)

第四世紀中葉，拉丁教會開始使用「綱目」這個字
來指「被承認的聖書集成」

EB=《聖經文献選集》，施安堂神父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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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確定一部書是聖經
「綱目」用於聖經，有兩重意義：

Ø表示信徒的信仰與生活的準則，此乃
「綱目」的積極意義，也可以說是聖經
的標準性，指聖經因有這樣的標準性，
故得以作為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之規範、
準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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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確定一部書是聖經
Ø表示被教會承認，並定義為信仰與生活
之準則的書籍的書單或目錄。

《基督啟示的傳遞》206頁

因此，《聖教法典》的一切條例，也被稱為
Canon，故稱為 Canon Law。同樣，大公會
議文獻，也稱為正典，表示信友應信應行的
規條。 6



怎樣確定一部書是聖經
「在聖經內以文字記載陳述的天主啟示，是藉
聖神的默感而寫成的，因此慈母教會基於宗徒
的信仰，把舊約與新約的全部經典，同其所有
各部分，奉為聖經正典⋯⋯。
因為受默感的聖經作者的一切，應視為是聖神
的話。故此理當承認聖經是天主為我們的得救，
而堅定地、忠實地、無錯誤地、教訓我們的真
理」《啟示憲章》11 7



聖經書目
猶太教 他們傳統沒有新、舊約的講法，或者可以講他們
根本沒有「新約」的存在。只承認希伯來⽂或阿拉美⽂所寫
成的為聖經。分成三⼤類：

法律書（妥拉Torah hrwt）：創、出、肋、⼾、申（5）
先知書（Nebiim ~yaybn）：

前先知書－蘇、民、撒上、撒下、列上、列下（5）
後先知書－依、耶、則、歐、岳、亞、北、納、⽶、

鴻、哈、索、蓋、匝、拉（15）
聖卷/雜集（Ketubim ~ybwtk）：詠、箴、約、歌、盧、哀、

訓、艾、達、厄上、厄下、編上、編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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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書目

天主教 教會初期對聖經書目，有很⼤的爭議，

在脫利騰⼤公會議（1546年）中做成官⽅決定
（DS1501-1504），梵蒂岡第⼀屆⼤公會議增加了接
受這些書目的理由（DS3006），梵⼆只接受之前⼤

公會議所肯定的(《啟示憲章》11 , 20)。舊約46卷，
新約2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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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書目
舊約46卷：
梅瑟五書：創、出、肋、戶、申
歴史書：蘇、民、盧、撒上、撒下、列上、列下、編上、

編下、厄上、厄下、多、友、艾、加上、加下

智慧書：約、詠、箴、訓、歌、智、德

先知書：依、耶、哀、巴、則、達、歐、岳、亞、北、
納、米、鴻、哈、索、蓋、匝、拉 10



聖經書目
新約27卷：
福⾳書：瑪、谷、路、若
宗徒⾏實：宗徒大事錄

保祿書信：羅、格前、格後、迦、弗、斐、哥、
得前、得後、弟前、弟後、鐸、費、希

公函：雅、伯前、伯後、若一、若二、若三、猶

默⽰錄：若望默示錄 11



⼝傳資料 零碎片段 編輯成書 最後修訂

聖經的成書過程

古埃及書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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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成書過程
⼝傳資料 零碎片段 寫作成書 最後修訂

摩阿布石碑（約公元前
850年書寫，1868年
在約旦被發現，羅浮宮）

Rosetta stone
羅塞特石碑（大
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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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資料 零碎片段 編輯成書 最後修訂

舊約的成書過程

谷木蘭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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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

15

瑪索辣經⽂（Massoretic Text⽂- MT） 原⽂是希伯來⽂

七⼗賢⼠譯本（Septuagint - LXX） 希臘譯⽂

拉丁通⾏本（Vulgata – V. G.） 拉丁譯⽂



梅瑟五書
『誰也可以承認梅瑟在寫作時，曾採用了口
傳或書寫的資料，在梅瑟寫作之後，有許多
修定與增補，目前已無人再疑惑這些資料的
存在，也不否認時代的變遷、社會與宗教的
進展、梅瑟法律有所演變，歷史敘述有所補
充......』

(聖經宗座委員會 16.1.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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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創世紀（tyf,a{r;b.-在起初/ Genesis 開始）

出谷紀（twOm,,v..-名字/ Exodus 出⼝、出路）

肋未紀（ar|q.Yiw:.-叫了/ Leviticus 有關肋未的，禮儀的）

戶籍紀（rB;d.miB..-在曠野/ Numeri數字）

申命紀（~yrib\D.-話/ Deuteronomium重申法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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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成書於公元前430年左右，由四大源流，或由數
十種小源流組成，原因：

（一）天主的稱號在五書中並不統一
i)雅威－多提到天主與人的關係，特別是

與以色列民族發生密切關係時用「上主」

ii)厄羅因－當講論天主為宇宙的造物主，
萬國的主宰時多用「天主」 18

（hrwt）



梅瑟五書
成書於公元前430年左右，由四大源流，或由數
十種小源流組成，原因：

（二）五書的文體不一
這是自然的事，因為五書的題材有歷史

性的、有法律、有族譜、有演詞、有詩歌，文
體改變，文體也隨之而改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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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成書於公元前430年左右，由四大源流，或由
數十種小源流組成，原因：

（三）五書中重複的地方太多
重複的敘述：應考慮是作者是重複敘述

兩件相類似的史事，還是重複同樣的事，例
如：創12和20；出16與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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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成書於公元前430年左右，由四大源流：

iiiii)雅威典(Jahwist)簡稱( J典)
ii)厄羅因典(Elohist)簡稱( E典)
iii)申命紀典(Deuteronomist)簡稱( D典)
iv)司祭典(Priestly Book)簡稱( P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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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iiiii)雅威典(Jahwist)簡稱( J/ J典)

雅威神學團體，成立於公元前950年，在南國
猶⼤達味撒羅滿啟發時代，以開朗樂觀的角
度描述「天主在我們中間」的親切，⽽且稱
呼天主的專有名號為「雅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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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創3:1-13）



梅瑟五書
iiiii)雅威典(Jahwist)簡稱( J/ J典)

J典的天主觀

1）與⼈同在的天主（參閱：創3:8-9；創16:7, 13；創15:9,
17-18；出24:9-11）

2）以慈愛遮蓋⼈的罪惡（參閱：創2:17-3:21；創4:10-
4:15；創11:7-9 - 12:3）

3）撇除神話的天主觀（參閱：創2:8-20a；出10:13b）
4）超越自然的天主觀（參閱：創2:16-17；創15:17；出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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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ii)厄羅因典(Elohist)簡稱( E/E典)
厄羅因/依羅興神學團體，成立於公元前750年，
在北國以⾊列。當時亞述帝國興起，他們無
法容忍反抗亞述的國家，以⾊列將被滅亡。
在這背景下，厄羅因團體以悲觀的⼼情寫下
作品。他們不敢直接稱呼天主之名雅威，⽽
以「厄羅因」作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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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ii)厄羅因典(Elohist)簡稱( E/E典)

E典的天主觀

1）⼀位隱蔽的、奧祕的、在幕後的天主（參閱 創

21:17；出24:3-8）

2）⼀位藉著苦難救贖的天主（參閱：創15:13-16；創
50:20；參考：格前1: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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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iii)申命紀典(Deuteronomist)簡稱( D/D典)
申命紀神學團體，約成立於公元前622年，北國以
⾊列被亞述帝國滅亡。⼀些受過法律訓練的⼈⼠及
較早前逃往南國猶⼤的⼈，已經過了三、四代的安
穩⽣活。他們覺得北部的救恩史觀，對南⽅⼈也是
⼀個合適的訊息。所以在神聖的默感下，寫了⼀本
「最新的」、第⼆版本的「法律」，即「申命紀」。
這作品在約史雅為王時，重修聖殿時在聖殿內發現
這書⽽頒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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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iii)申命記典(Deuteronomist)簡稱( D/D典)

D典的天主觀

天主的本性是愛。祂愛祂的⼦民，如同⼀位慈⽗愛祂
的兒⼦（參閱 申1:31）。天主先愛自⼰的⼦民，揀選他
們並親切的引導他們離開埃及（參閱 出19:3-6；申5:1-5;
29:4）

我們也應全⼼地去回應，以愛還愛（參考 若一4:7-5:4a），
如同以⾊列⼦民⼀樣（參閱 申6:4-5; 30:11-14；谷12:28-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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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iv)司祭典(Priestly Book)簡稱( P/P典)
司祭神學團體，約成立於公元前598年，成員包括
所有耶路撒冷聖殿匝多克的⾼級司祭和日後的厄則
克耳先知。
公元前587年，他們被放逐到巴比倫，539年由波斯
王居魯⼠解放，所有被放逐者都可以各歸本家。匝
多克的司祭受過⾼等教育，和在巴比倫居住，見多
識廣，故回國後，受聖神默感中，寫下整個救恩歷
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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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iv)司祭典(Priestly Book)簡稱( P/P典)

P典的天主觀

1）天主的「聖⾔」（參閱創1:3；參考若1:1-13, 14）

2）天主既是救世主又是創造主（參閱：創1；出40:34；若
1:1-13, 14；哥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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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
創1-11：主要來源出自雅威典和司祭典
創12-50：雅威典、司祭典和厄羅因典

其中14章來自不明的來源

出⾕紀資料來自雅威典、厄羅因典和司祭典
僅有少數12章和13章的⼀節是取材自申命紀

肋末紀全部都是出於司祭典

⼾籍紀的資料來自雅威典、厄羅因典和司祭典

申命紀主要資料是申命紀典，少數章節是選用其他三
項⽂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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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梅瑟五書（hrwt）

梅瑟五書約於公元前400年左右，由編輯神學家團體
(Redactors’ Theological Circle)編輯⽽成，並被猶太⼈
視為天主的聖⾔。



歴史書

32

「歴史書」共有⼗六部，在這⼗六部書中，又
分為幾部分：

蘇、民、撒上、撒下、列上、列下
這六部書中原來被稱為「早期的先知書」，被
學者稱為「申命紀傳統的歴史書」，即經過申
命紀派的學者加以整編⽽成。



歴史書

33

穿插在申命紀學派歴史中，有⼀部小書，《盧德
傳》，是有關達味曾祖母的事蹟。這書的來源與
成書日期無法確定，有可能在充軍前寫成。

《多俾亞傳》和《友弟德傳》據考證原⽂可能是
希伯來⽂，或阿拉美⽂，⾄低限度也是閃族的其
中⼀種語⾔。因原⽂遺失了，只留下希臘⽂譯本。

《瑪加伯上、下》由⼀位受希臘⽂化影響的猶太
⼈寫成所以原⽂是希臘⽂。



歴史書

34

總結：
舊約的歴史書並沒有將以⾊列⼈全部的歴史詳
盡並有系統記錄。

作者的重點放在：天主怎樣在以⾊列⼈的歴史
中與他們交往，⽽且實⾏祂對以⾊列祖先所造
過救恩的許諾。

可說是記載天主對以⾊列⼈的救恩史



智慧書

35

舊約中有七部（智慧⽂學書）也稱為「訓悔⽂學」：
約、詠、箴、訓、歌、智、德

《約伯傳》、《箴⾔》、《訓道篇》、《智慧書》、
和《德訓篇》，屬「智慧⽂學」。是從⽣活經驗中，
體會出⽣命的意義。

《聖詠集》、《雅歌》為詩歌體裁。聖詠集是宗教
的詩歌，雅歌是情歌。



先知書
「先知」(Prophet)英⽂譯自希臘⽂名詞Profhth,。
「代替某⼈、代表某⼈發⾔」，中⽂的先知⼀
詞時常指「預先知道」的意思，這是並不理想
的解釋（譯⽂）。因為，先知很多時是「代表
天主向當代時的⼈發⾔」，所以是「受命發⾔
⼈」，「上主的使者」，「先見者」。

36
先知代⾔時的開場白：「上主對我說」、「上主這樣說」、
「上主曉諭我說」、「上主的斷語」



先知書

37

舊約先知書兼⼗六卷，四卷屬⼤先知書，其他⼗⼆卷
稱為⼗⼆小先知書。

四⼤先知書：《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厄則
克耳》和《達尼爾》。

⼗⼆小先知書：《歐瑟亞》、《岳厄爾》、《亞⽑
斯》、《亞北底亞、《約納》、《米該亞》、《納
鴻》、《哈巴⾕》、《索福尼亞》、《哈蓋》、匝加
利亞》和《瑪拉基亞》

《哀歌》和《巴路克》



舊約的形成

38

『同樣猶大也把因我們所遭遇的戰禍，而散 失了的一切
文獻搜集起來。這些文獻現在存 在我們這裏。』(加下
2:14) 
Ø 時約180BC，德訓篇約在此時成書，約50年 後，出現
德訓篇的希臘文譯。

Ø 在希臘譯文的序文上已清楚，指出猶太人 的聖經書目
〔法律、先知、別的祖傳文 獻〕，可以說是業已完備。



新約全書
新約27卷：
福⾳書：瑪竇、馬爾谷、路加、若望
宗徒⾏實：宗徒大事錄
保祿書信：羅馬書、格林多前書、格林多後書、迦拉達
書、厄弗所書、斐理伯書、哥羅森書、得撒洛尼前書、得
撒洛尼後書、弟茂德前書、弟茂德後書、弟鐸書、費肋孟
書、希伯來書

公函：雅各伯書、伯多祿前書、伯多祿後書、若望一書、
若望二書、若望三書、猶達書

默⽰錄：若望默示錄 39



福⾳成書過程
⼝傳資料 零碎片段 寫作成書 最後修訂

因耶穌是以⼝傳的⽅式宣講，跟隨他的門徒，成為
⽣活見證，他們⼤多沒有讀過書，⽽憑記憶來宣講
耶穌的福音。

當教會越傳越廣，宗徒無法親自到每⼀地區講道或
視察，在這時間，⼀些書寫片段對宗徒的講道逐漸
形成。後收集成書，並在最後修訂，編輯成今日的
福音。 40



歴史書（福⾳、宗徒⼤事錄）

41

福⾳書：《瑪竇福音》、《馬爾谷福音》、
《路加福音》、《若望福音》

作者－
宗徒：瑪竇、若望（親自目睹者）

宗徒弟子：馬爾谷、路加（宗徒的親傳弟⼦）

《宗徒大事錄》



對觀福⾳

42

對瑪竇、馬爾⾕和路加這三部福音的內容，結構
和記事次序，⽂詞的互相對照、參照。
內容：雖然三部或兩部福音是如此接近，但在記載重

要事蹟時，有很⼤的差別。例如：耶穌的童年史
和復活的記述。

結構和記事次序：結構⼤致相同。例如：耶穌只⼀次
上耶路撒冷，與若望所記不同。記事次第，馬爾
和路加⼤部分相同，瑪竇則有自⼰的編排。

文詞：當記述耶穌和別⼈說話時，三位聖史用的⽂詞
多次完全⼀樣。顯示三福音有相屬關係。但論到要緊
的事時，卻有差異，例如：天主經，成聖體時的話。



43

教會毫不猶豫地肯定四部福音的歷史性， 並堅決
認為，它們忠實地傳授了天主子耶 穌在人間的生
活，直到祂升天那日，為人類的永遠得救，實際
所做和所教導的事。

聖史們所寫的四部福音，有些是從許多⼝ 傳或筆
錄的資料中選出來的，有些則是其 他資料的綜合
或按教會情況所加的解釋，但最終仍保持著講道
的形式，為常把有關耶穌的真實的事件，傳報給
我們。

(CCC126; DV19) 



保祿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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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書信⼤多分兩部分：

前半部是道理的闡述，主要是發揮耶穌基督
所給⼈帶來救恩的意義；後半部是針對當時
教會所發⽣的倫理問題，給予指導和教誨。

在書信的開始，加上致候詞和頌謝詞，在結
尾也做了⼀個簡短結束。



保祿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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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書信，除以長短分次序外，也可從它們的
書寫時期、重要性、書寫地點、和寫對象劃分：

早期書信：得前、得後

四⼤書信：羅、格前、格後、迦

獄中書信：斐、哥、弗、費

牧 函：弟前、弟後、鐸



保祿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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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書信為各地教會面對的問題⽽書寫回答和
指導，其中有:

得撒洛尼前、後書
迦拉達書
斐理伯書
格林多前、後書
哥羅森書
厄弗所書



保祿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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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保祿寫給羅馬的信，首先羅馬教會不是他所建
立，因為他將途經羅馬，⽽順道探訪，故藉這
機會向羅馬信徒介紹自⼰所宣講的福音，召叫
的反省。冋時呼籲團體，要過真實的基督徒⽣
活，特別在團結合⼀⽅面努⼒。

Ø 費肋孟書是私⼈信件，有關對待奴隸的社會問
題。

Ø 弟鐸書和弟茂德前、後書是寫給自⼰的徒弟，
指導他們如何管理教會，所以稱為牧函。



其他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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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信是寫給教會的公開信，故被稱為
「公函」：
雅各伯書、伯多祿前書、伯多祿後書和猶
達書。
以上大半都是針對當時教會的情況，提出
教理方面的指導和倫理方面的勸勉。



若望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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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書的著作有五本，除若望福音外，還有：
• 若望一書、若望二書和若望三書，默示錄

Ø 若望福音是若望宗徒對耶穌言行的親身見證和宣
講的結果：耶穌的先存性，耶穌三次往耶路撒冷。

Ø 若望一書：信與愛：對基督的正確信仰，要透過
相稱的行為表現出來。

Ø 若望二書：要在愛中行走，以及提防假導師。

Ø 若望三書：似在處理團體款待傳福音使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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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默⽰錄

《默示錄》屬默示錄文體，也被諭為新約的先
知書，因為描述的是世界末日後的景象。

默示錄用了很多象徵性的數字和野獸等等，都
是針對當時的現實而寫。主要為安慰那些正在
受苦的教會，預告他們將會得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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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是他在猶太人地域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見
證人。他們卻把他懸在木架上，殺死了。 第三天，天
主使他復活了，叫他顯現出來，不是給所有的百姓，
而是給天主所預揀的見證人， 就是給我們這些在他從
死者中復活後，與他同食共飲的人。他吩咐我們向百
姓講道，指證他 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與死者的判官。
一切先知都為他作證:凡信他的人，賴他的名字都要獲
得罪赦。』

(宗10: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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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