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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倚靠新约 

   你在前面的课文中学习了有关新约各卷书的许多内
容。了解了它们的政治、宗教及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诸多情

况，学习了有关其作者的一些事实，研究了它们的写作原

因，阅读了每一卷书并查考了它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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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例如，为什么新约只包含

我们学到的这二十七卷书，而没有其它书卷？这些经文是

如何流传下来的？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它们今天的存在

形式与 1800 多年前刚写出来时的形式完全相同？  

课文纲要  

在神的指引下形成  
被忠实地保存与流传  

课文目的  

学完本课后，你应该能够：  

 讲述新约的形成过程  
 举例说明新约是耶稣生平和使徒教训的真实记录。  
 把新约作为带领你处理基督徒信心生活中的一切事
情的权威和倚靠。  

学习内容  

1. 学习课文进程，特别注意图表中的内容。回答习题并
检查答案。  

2. 在地图上找出与新约形成有关的地方。  
3. 复习本课，完成习题、自测题和第三单元学业报告。 
 
关键词  
   正典   抄本   手抄稿   小字体   修道院   牛皮纸   
   大圆字体   蒲纸   羊皮纸   选文集   



254 国度，权柄，荣耀 

 

课文进程  

在新约形成和流传至今的过程中，圣灵不但默示其作

者，而且也带领教会。这个过程的学习将帮助你懂得：为

什么你可以把新约当作神的话来倚靠。  

在神的带领下形成  

目标 1. 选出关于新约形成过程的四个主要阶段的叙述。 

各个书卷写成之后，又历经数年才形成新约，这些书

卷被传阅、收集成册、被教会领袖使用，并得到教会的正

式认可。  

由被拣选的人写成  

耶稣升天后不久，神感动某些人写下了你在本课学过

的、我们称之为新约的书卷。首先，使徒从他们自己与基

督一起的亲身经历出发开始传道，并告诉人们基督怎样应

验旧约中的那些预言（徒 2：14-41；3：17-26；7：2-53；
8： 26-35）。然后，保罗、彼得和其他人写信给各个不同
的教会和个人，以书面的形式强调了他们在传道和教训中

已经解释过的事情。后来，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写了

福音书，让信徒能拥有一个有关耶稣生平与教训的准确记

载，路加还写了使徒行传。最后，使徒约翰把神启示给他

的事都写出来，向信徒展现将来要发生的事（启 1：1、
11）。27 篇作品写成于公元 49 年—95 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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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信徒收集  

一些教会之间互相交换他们收到的书信（西 4：16）。
这些书信是如此的宝贵，最终都回到了它们原先的主人手

中。后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手抄本，许多城市的教会都得

到了它们。  
一些独立的书卷被传阅和抄写后不久，被汇编成册。

新约里，彼得写信提到保罗的信时，好象这些信当时已经

成为一套被接受的书卷（彼后 3：15-16）。在已经发现的
手稿中，保罗的书信都是以这种方式被编排到一起的，四

部福音书也常常放在一块儿，有时使徒行传也被包括在其

中。这些书卷写成后的几年间相继出现了很多其它相似的

作品集，很快所有的新约书卷都被收集到了一起。我们现

有的一部四世纪的重要手抄稿包含了整部新约。  

1 新约书卷——  
a）  最初可能作为独立的书信或作品被传阅。  
b）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写成。  
c）  在使徒们首先开始传讲基督的信息前就已经成书
了。  

d）  重申了信徒们已经被教导过的真理。  

获得教会领袖的肯定  

收到新约全书的人将它看作是神的话语。正如我们看

到的那样，彼得将保罗的信视为“经书”（彼后 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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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摩太前书 5：18 中，保罗用“经（上说）”一词，同
时指代引自旧约的话——“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

住它的嘴”（申 25：4），和耶稣的话——“工人得工价是
应当的”（路 10：7）。保罗和约翰都希望他们的信能在教
会里宣读，如同在犹太会堂里读旧约的习惯那样（帖前 5：
27；西 4：16；启 1：3）。  

在新约书卷写成和传阅的许多年里，不同地方的其他

教会领袖认为它们是神的话语。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广泛

引用新约各卷书里的话语，像对待旧约经文一样给予它们

同样的尊重。下表是其中某些领袖的概况，他们生活的年

代和居住的地方，以及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引用和参考

的新约书卷。（注意：缩写 c.意为大致日期；缩写 fl. 意
为某人大致的生活年代。）  

早期教会领袖对新约的使用  

姓名和年代  居住地  引用或提到的书卷  
罗 马 的 克 莱 蒙

特 (Clement) 
(c.30-100) 

罗马  马太福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

希伯来书。  

波利卡普  
(Polycarp) 
(c.69-155) 

士每拿  马太福音，使徒行传，保罗书信，

彼得前书，约翰一书。  

帕比阿斯  
(Papias) 
(c.80-155) 

希拉波立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彼得前书。  

加斯廷·马特  
(Justin Martyr) 
(c.100-165) 

罗马  福音书，使徒行传，彼得前书，

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

迦后书，希伯来书，启示录。  
艾伦奈奥斯  小亚细亚  除腓利门书和约翰三书外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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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aeus) 
(c.140-203) 

高卢  新约书卷。  

特图利安  
(Tertullian) 
(c.150-222) 

迦太基  除腓利门书、雅各书、约翰二书

和约翰三书以外的所有新约书

卷。  
塔提安 (Tatian) 
(fl.170) 

叙利亚  
罗马  

大部分新约书卷。  

提阿腓留斯  
(Theophilus) 
(c.115-188) 

安提阿  大部分新约书卷  

克莱蒙特  
(Clement) 
(c.115-215) 

亚历山大  除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三书
以外的全部新约书卷。  

奥雷金 (Origen) 
(c.185-253) 

亚历山大  除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以外的所
有新约书卷。  

奥尼修斯  
(Dionysius) 
(c.200-265) 

亚历山大  除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以外的所有
新约书卷。  

2 在第一课所描述的罗马帝国地图上找出上表所列的

地名。表中所列教会领袖对新约书卷的使用及地图表

明  
a) 直到公元 180 年，教会领袖们尚未在其著述中引
用或提及启示录。  

b) 公元 170 年前，士每拿的波利卡普和加斯廷• 马

特都提到了福音书。  
c) 艾伦奈奥斯撰写完其著述时，除约翰三书以外的
所有新约书卷都被提到了。  

d) 公元 160 年之前，罗马以外的领袖们未在其著述
中引用或使用新约。  

e) 截止公元 215 年，新约已被包括埃及和非洲在内
的至少五个不同地方的教会领袖们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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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列出的教会领袖不仅引用和提到了新约各卷

书，他们还靠它们去抵挡那些假教师。例如，在撰文驳斥

像诺斯底主义（第九课中曾学过约翰一书中对这种类型的

假教训的驳斥，它的观点是——灵是好的，物质是恶的）

这样的错谬时，艾伦奈奥斯和奥雷金都曾援引新约中的论

述。这些教会领袖对新约书卷的运用，表明了他们对新约

书卷的高度重视。  

被教会认可  

到第四世纪后期，教会领袖正式认可了那些被认为是

受默示所写的书卷，属于或形成了正典圣经，即获得神默

示和具有权威性的作品集。  
要通过正式的认可，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1）

被有些人认为也是神默示的另外一些作品的出现，2）马
吉安（Marcion）所列的不完全书目或正典的影响，3）戴
克理先（Diocletian）的逼迫。  

   1）其它作品的出现．．．．．．．。教会建立后的最初 150 年间，

有关基督和使徒的并不仅限于新约的 27 卷书。路加在他
的福音书引言中说道：“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

中间所成就的事”（路 1：1）。保罗也曾警告帖撒罗尼迦
人，不要相信任何在谈及主的日子时与他的见解相反的书

信，即使这些书信冒名说是他写的（帖后 2：2）。  

随后，又出现了许多作品，如《克莱蒙特前书》

（ 1Clement）（约公元 96 年）、《巴拿巴书信》（ The 
Epistle of Barnabas）（约公元 130 年）、《十二使徒的教
训》（The Teaching of the Twelve Apostles）（约公元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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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约公元
140 年）。这些作品都满有敬虔之心，并得到某些教会的
高度重视。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也出现了大量自称是受

默示所写的作品，其中有《彼得的使徒行传》（ Acts of 
Peter）、《彼得的启示录》（Apocalypse of Peter）和《多马
福音》（Gospel of Thomas）。许多这样的作品都具有想象
和虚构的特点。  

面对这一局面，教会领袖们必须说明有哪些书卷是被

所有人认可为圣灵的权威作品的。  

    2）马吉安书目．．．．．（约公元 140 年）。随着其它作品的

出现，马吉安的不完全书目或正典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马吉安是一名假教师，他只承认路加福音和十封保罗书信

——而且前提是除去了其中他不喜欢的所有内容。他拒绝

大多数教会领袖认可的具有默示性的其它书卷，并在自己

身边聚集了一批承认他片面教条的跟随者。教会领袖们必

须对被马吉安所否定的那些书卷的权威性予以肯定。  

    3）戴克理先的逼迫．．．．．．．。导致这部正典形成的另一个因

素是罗马皇帝戴克理先于公元 303 年颁布的法律。依照这
个法律，所有宗教书籍都要被烧掉。对教会领袖而言，这

使得正式认可这些应该被保存，免于被毁的书卷的事项变

得非常重要起来。  

3 在笔记本上简要解释以下事件是如何导致新约正典

的形成的。  
a) 像《巴拿巴书信》和《黑马牧人书》这样的作品
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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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马吉安仅接受路加福音和十卷保罗书信。  
c) 戴克理先皇帝制定法律烧毁一切圣书。  

形成新约正典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于公元

397 年举行的第三次迦太基会议。以前的教会会议曾在不
同的地方举行，如尼西亚会议（公元 325 年）、老底嘉会
议（公元 363 年）以及大马色会议（公元 382 年），并且
列出了不同的书目。然而，正是在第三次迦太基会议上才

首次作出了正式声明，即哪些书卷被认为是正典的，是正

典圣经的一部分。这个声明是一个书目，列出了我们现在

的新约圣经所包括的 27 卷书的名字，一卷不多，一卷不
少。  

正典中所包括的各个书卷都必须经得起以下检验：  

1）使徒性。它的作者必须是使徒或某个与使徒关系
密切的人。  
2）属灵性。它必须具有最高层次的属灵特征和道德
特征，并专注于基督和祂的事工。  
3）普世性。它必须被整个教会所接受。  
4）默示性。它必须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证明它是圣灵
默示的。  
一封信或一卷书，要根据它的内容来看它是否是圣灵

默示的、是否具有权威性。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教会领袖不

可能编造出一部分正典来。教会领袖的任务是承认那些具

有正典价值的作品，并将它们归入正典中。很明显，是圣

灵带领了教会领袖，被他们所认可的那些书卷已经经过时

间的考验，并满足了教会的所有需要。  
4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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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约正典中的一些书卷并不是由使徒写的。  
b) 第三次迦太基会议举行时，新约的 27 卷书已被许
多教会领袖引用和参考。  

c) 第三次迦太基会议指定了那些经得起正典性检验
的书卷。  

d) 第三次迦太基会议，仅从符合四项正典性检验的
众多作品中挑选了 27 卷。  

5 在笔记本上完成以下练习。  
a) 说明为什么第 4 题中的ｄ项是错误的。  
b) 说明为什么一些不是由使徒写的书卷被包括在新
约正典里。  

6 将新约的形成阶段（右边）与本课提到的与之相关联

的事件（左边）搭配。  
.. ..a 塔提安（Tatian）引用或参

考了新约的大部分内容  
.. ..b 四部福音书被集中在一起。
.. ..c 彼得提到保罗书信时，好象

它们已经被收集成册了。  
.. ..d 第三次迦太基会议公布正

典性书卷的目录。  
.. ..e 路加记载了基督的生平和

教会的建立。  
.. ..f 驳斥诺斯底主义时，奥雷金

（Origen）引用了新约。  

1）写作阶段  
2）收集阶段  
3）肯定阶段  
4）接受阶段  

忠实的保存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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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  把有关新约可靠性的陈述和支持它们的具体事
实相联系。  

前面我们学习了新约的形成，现在我们要来查考我们

已有的证据，证明新约是被人们认真抄写并按它最初被写

成的样子流传至今的。学习这个证据时，我们将找到理由

来说明我们为什么可以确信，新约就是耶稣生平和使徒教

训的可信赖的记录。  

众多古老手抄本的存在  

的确，新约全书的原始手稿——如保罗亲笔写的哥林

多前书——一篇也未存留下来。然而，数以百计的手抄本

却被发现并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些最早的来自主后二世

纪。这些手抄本可以分为四种：希腊蒲纸和羊皮纸手抄本，

翻译版本，教会领袖的摘录，以及教堂中使用的选文集或

诵读本。  

希腊蒲纸和羊皮纸手抄本．．．．．．．．．．． 

如你所知，新约的作者们使用的是希腊语。新约信件、

书卷的原稿和最早的抄本是写在一种被称为蒲纸的材料

上的，后来的抄本则是写在羊皮纸上。  
蒲纸是用生长于埃及的纸草芦苇的叶子制成的书写

材料。首先将手稿抄在纸草卷上，然后对每片独立的叶子

进行裁剪并装订成被称为抄本．．的书。今天书籍的制作，仍

然使用了同样的方式。蒲纸很便宜，但纸质易碎。在气候

干燥的地方，如埃及，蒲纸可以保存数百年。但在气候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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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的地方就极易朽坏。尽管它们易碎，但还是有八十八部

蒲纸抄本存留了下来。迄今为止，这些已发现的手抄本中

最古老的当是推兰蒲纸抄本 457（ the Rylands Papyri 457）
（Ｐ 52）。它来自于二世纪初，包括部分约翰福音的内容。

如果约翰福音写成于第一世纪末（公元 95 年左右），那就
意味着这一残片的手抄本，写于约翰福音成书之后的五十

年内。  

下表简要列出了六部最重要的蒲纸手抄本。（注意：

蒲纸手抄本用字母 P 和上标数字表示，有时也写上发现该
抄本的人的名字。）  

新约的蒲纸手抄本  

编号和名称  
抄写

时间
所包含的部分新约内容  

P52推兰 (Rylands) 

蒲纸抄本 457 
二 世

纪初  
约翰福音 18：31-33，37-38

P75 
二  

世纪  

约翰福音 1— 5， 8— 9 章大
部分的内容；6— 7，10— 15
章的部分内容；路加福音

3—24 章  

P13 
三  

世纪  

希伯来书 2：14—5：5；10：
8-22；10：29— 11：13；11：
28—12：17 

P45切斯特·比提Ⅰ  

(Chester BeattyⅠ ) 

三  

世纪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

福音、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

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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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 切斯特·比提Ⅱ

（Chester BeattyⅡ）
三  

世纪  

除腓利门书和教牧书信之

外的保罗书信的大部分内

容；希伯来书  

P47 切斯特·比提Ⅲ

(Chester Beatty Ⅲ ) 
三  

世纪  
启示录 9：10—17：2 的大
部分内容  

从四世纪开始，新约被抄写在羊皮纸和牛皮纸上——

由动物皮制成的更为经久耐用（也更昂贵）的书写材料。

它们也被制作成抄本。有 270 多本羊皮纸或牛皮纸的大圆
字体手稿（用希腊大写字母写成），2790 多本以上的是小
字体手稿（用草体或希腊连写字写成）。下表列出的是其

中五种最重要的手抄稿。  

新约的羊皮纸和牛皮纸手抄本  

名称  
抄写  
时间  

所包含的部分新约内容  

梵蒂冈  
(Vaticanus) 抄
本  

四世纪

中叶  
马太福音到希伯来书 9： 13 

西奈  
(Sinaiticus) 抄
本  

四  
世纪末  

新约全本  

亚历山大  
(Alexandrinus)
抄本  

五  
世纪初  

几乎整本新约；  
缺马太福音两章、约翰福音两

章和哥林多后书的大部分内容  

华盛顿  
(Washingtonia

四世纪

末五世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

音、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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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s)抄本Ｉ  纪初  

小字体 33 
Miniscule 33 

九世纪  四福音书、使徒行传、  
全部书信  

7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现存最早的蒲纸抄本来自第三世纪。  
b) 术语抄本指的是用于古代手抄本的希腊字母的类
型  

c) 切斯特·比提蒲纸抄本Ｐ 45 、P46和Ｐ 47抄写于第

三世纪。  
d) 现存最早的完整新约抄本完成于第四世纪后期。  
e) 有 2650 多本的蒲纸、牛皮纸和羊皮纸手抄本，保
存了部分或全部的新约内容。  

早期译本．．．． 

新约写成并流传后不久被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其

中一些译本成书于梵蒂冈抄本前两百年。这样的话，它们

是新约存在与形成的一个较早的证据。下表列出了五个最

重要的译本。  

早期译本  

名称  时期  语言  
所包含的部分  
新约内容  

非洲拉丁语

译本  
大 约 公

元 150年
拉丁语  

几乎整部新约圣

经  
塔提安的四

福音合参  
大 约 公

元 170年
古叙利亚语  

四部福音书的合

编  
西奈的古叙 四世纪  古叙利亚语  大部分福音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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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语译本 容  
沙希地语译

本  
公元  
200 年  

埃及语  
（埃及古语）

几乎整部新约圣

经  

拉丁文译本
公元  
384 年  

拉丁语  整部新约圣经  

教会长老们的．．．．．．作品．． 

除希腊语和其它语言的新约抄本以外，自一世纪以

来，还有众多教会领袖在其作品中引用了新约的许多内

容。这些领袖包括前文标题为“早期教会领袖对新约的使

用”的表中所列的大部分人物，这些作者对新约的引用说

明当时新约全书的手抄本已在许多地方为人所熟知。如果

将这些教会领袖所引用的内容放在一起，它们可能包含了

整部新约圣经的大部分内容。  

选文集．．． 

除了希腊语抄本、各种译本和教会领袖的作品之外，

还有 2200 多本包括有部分新约内容的选文集。它们在教
堂里被用于公开的经文诵读。已发现的最早的一批是公元

六世纪的选文集。  
正如你所见到的，只把希腊蒲纸本、羊皮和牛皮本及

教堂用的选文集算在一起，就有至少 5300 部整部或部分
新约的抄本。  

对新约和与其同时代的其它作品，就现存手抄本的数

量和年代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以下是这样的三

部作品：塔西图（Tacitus）的《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s 
of Imperial Rome）、犹流·凯撒（ Julius Caesar）的《高卢



倚靠新约 267 

 

战争》（Gallic War）、黎维（Livy）的《与汉尼巴的战争》
（The War With Hannibal）。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有关罗马帝
国政治和军事历史的。注意下表各项中新约和这些作品的

不同之处。  

手抄本的对比  

文献名称  现存抄本

数  
原稿与最早的  
手抄本之间的年代间隔  

罗马帝国编年史  2 800 年  
高卢战争  10 900 年  
与汉尼巴的战争  20 300 年  
新约  5300 多  250 年，一些手抄本距原稿

的年代不到 50 年  

显然，新约手抄本的数量占了绝对优势。大量的新约

早期蒲纸抄本、羊皮抄本、牛皮抄本、摘录集及译本提供

的实物证据说明了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基督的生、死及

复活是所有古代历史文献中记载最丰富的事件。  

8 与塔西图、犹流·凯撒以及黎维的与新约同时期的作

品相比，新约抄本的数量至少是它们的  
a) 10 多倍  
b) 100 多倍  
c) 250 多倍。  

新约是完全可靠的  

十四个世纪以来，新约一直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

的。这些手抄本大部分都保存在欧洲各地的大教堂和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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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有些则被一些富人收藏了起来。然而，1437 年，
约翰恩·古腾堡发明印刷术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

改变。1456 年他在德国美茵茨城（Mainz）印刷的第一部
书就是圣经——即后来为人们熟知的《古腾堡圣经》。这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结束了费力的手抄形式，圣经能

够以成百本的数量快速而廉价地被印制出来。今天每个人

都能拥有一本自己的新旧约圣经了。  
圣经的译本很多，包括“新国际版译本”在内的绝大

部分现代译本，依据的都是所有现存希腊语手抄本中被最

广泛选用的一些读本。这些原文之间存在有一些极小的、

无关紧要的差异。然而，这几百本希腊语手抄本之间的实

际差异加起来，还不到新约全书一页的三分之二，整部

书的千分之一。这一事实说明，所有手抄本均出自同一原

始手稿，也说明那些抄录新约书卷的人是多么细致认真。

众多手抄本的内容是如此的一致，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

说：今天的新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原稿的忠实再现。 

9 新约的大部分现代译本所依据的原文主要来自  
a) 教会长老们的摘录。  
b) 各地教堂保存的选文集。  
c) 现存的希腊语手抄本。  
d) 古叙利亚语和古埃及语译本。  

10 将右边有关新约的叙述与提供事实支持它的句子（左
边）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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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二世纪后期，艾伦奈奥斯
(Irenaeus)引用或参考了
除腓利门书和约翰三书

以外的全部新约圣经的

内容。  
.. ..b 黎维作品手抄本有 20本，

而新约全书或部分书卷

的手抄本的数量是 5300
本左右。  

.. ..c 众多希腊语手抄本之间
的差异总和，还不到新约

全书一页的三分之二。  
.. ..d 新约的沙希地语译本成

书于公元 200 年。  
.. ..e 推兰蒲纸译本 467（Ｐ 52）

可以追溯到二世纪初。  

1）今天的新约是原
始 手 稿 的 完 全

的、忠实的再现。 
2）在原始手稿写成
后的五十年间，

出现了新约手抄

本  
3）现存的整部新约
的成书年代不迟

于三世纪初。  
4）新约手抄本数量
至少是其它同时

代作品的手抄本

的 250 倍。  

由于有众多忠心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基督徒的工作，

你和我才有了今天的新约，这些忠心仆人受到神的默示写

下新约，他们认真抄录、保存并将它传到我们手中，为给

我们提供一部现代、准确的译本，对几百部希腊语手抄本

进行耐心的比较，还将它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语言。新约是

多么珍贵的无价之宝！它向我们讲述了无以伦比的救主，

祂来建立的奇妙国度，我们得到事奉祂的权力以及我们将

与祂永远分享的荣耀。我们要勤奋学习新约，把它的信息

牢记在心中，我们要满怀信心地将它的真理传讲给世人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神活泼的、不断更新生命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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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搭配题。 请将右边的人或事的名称与左边相应的描

述搭配。  

.. ..a 在公元 303 年下令烧毁所
有圣书的皇帝  

.. ..b 不承认一些新约书卷的默
示性的假教师  

.. ..c 生活于公元 30—100 年，
曾引用过新约书卷的一位

教会领袖  

.. ..d 在 德 国 的 美 茵 茨 城

（Mainz）印刷了第一部圣
经  

.. ..e 特指那些具有权威性和默
示性书卷的名词  

.. ..f 成书于公元 140 年却不属
于正典范畴的一部作品  

.. ..g 最早的一本完整的希腊语
新约手抄本  

.. ..h 约在公元 150 年成书的新
约译本  

.. ..i 仅承认路加福音和保罗的

十篇书信  
.. ..j 公元 397 年，正式认可正

典性书卷  

1）  罗马的克莱蒙
特（Clement）  

2）  马吉安  
3）  戴 克 理 先

（Diocletian）  
4）  《黑马牧人书》
（The Shepherd 
of Hermas）  

5）  第三次迦太基
会议  

6）  正典  
7）  西奈抄本  
8）  非洲拉丁语译
本  

9）  约翰恩·古腾堡
(Johann 
Gut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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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  选出各项中能够最恰当地补充下列句子的短
句。  

2 启示类书卷的正典性检验具体针对的是  
a) 书的实际内容。  
b) 书的原作者。  
c) 书对读者的影响。  
d) 教会对书的重视。  

3 证明新约形成和存在的最早证据是  
a) 拉丁文译本  
b) 梵蒂冈抄本  
c) 非洲拉丁语译本  
d) 古腾堡圣经  

4 推兰蒲纸抄本 457（Ｐ 52）的意义在于  
a) 它是在原始手稿之后五十年内成书的。  
b) 它包括了整部约翰福音。  
c) 它表明当时保罗书信已经被收集成册。  
d) 它成书于第三世纪初期。  

5 对新约的形成而言，第三次迦太基会议的重要性在于  
a) 首次将全部新约书卷集中在一起。  
b) 它解释了默示性书卷是什么意思。  
c) 宣布了所有符合正典性检验标准的书卷。  
d) 将所有非使徒亲自写的书卷排除在外。  

6 与塔西图（Tacitus）、黎维（Livy）和犹流·凯撒（ Julius 
Caesar）的作品的手抄本相比，总体上，新约手抄本
的  
a) 数量与它们一样，但时间较它们早。  
b) 数量多得多，年代也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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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数量较少，年代较晚。  
d) 数量非常大，但是年代较晚。  

7 直接导致有关正典的正式宣告的因素是  
a) 马吉安书目的影响。  
b) 四部福音书被集中为一卷。  
c) 新约被译为叙利亚语。  
d) 波利卡普 (Polycarp)对圣经书卷的引用。  

8 能证明现今的新约是原始手稿的忠实再现的最重要

的证据是  
a) 在许多城市发现的、超过 2200 部以上的教堂用选
文集。  

b) 罗马教会领袖们对新约的引用。  
c) 新约的几种拉丁语译本。  
d) 许多内容非常一致的希腊语手抄本。  

9 按年代顺序排列。  
.. ..a 第三次迦太基会议正式认可了正典性书卷。  
.. ..b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  
.. ..c 约翰恩·古腾堡印制了第一部圣经。  
.. ..d 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宣讲旧约。  
.. ..e 在驳斥诺斯底主义时，奥雷金（Origen）参考了新

约书卷。  
.. ..f 新约的非洲拉丁文译本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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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6 a 3）肯定阶段  
b 2）收集阶段  
c 2）收集阶段  
d 4）认可阶段  
e 1）写作阶段  
f 3）肯定阶段  

1 a）开始，可能作为独立的书信或作品被传阅。  
d）重申了信徒们已经被教导过的真理。  

7 a）错误  
b）错误  
c）正确  
d）正确  
e）正确  

2  b) 公元 170 年前，士每拿⋯⋯都提到了福音书。  
c) 艾伦奈奥斯⋯⋯所有新约书卷都被提到了。  
e) 截止公元 215 年⋯⋯教会领袖们使用过。  

8 c）250 多倍  
3 以下答案仅作参考：  

a）教会领袖们需要决定这些著述是否应该成为新约
正典的一部分。  

b）教会领袖们需要公开宣布：那些被马吉安否认的
具有默示性的书卷也是正典的一部分。  

c）教会领袖们需要决定，哪些书卷是正典的组成部
分，应当得到保护，免于被烧毁。  

9  c）现存的希腊语手抄本。  
4 a）正确  



274 国度，权柄，荣耀 

 

b）正确  
c）正确  
d）错误  

10 a） 3）现存的整部新约的成书年代不迟于三世纪初。 
b） 4）新约手抄本数量至少是其它同时代著作手抄

本的 250 倍。  
c） 1）今天的新约是对原始手稿的完全的、忠实的

再现。  
d） 3）现存的整部新约的成书年代不迟于三世纪初。 
e） 2）在原始手稿写成后的五十年间即出现了新约

手抄本。  
5 a）  因为只有 27 卷书符合正典性的四项检验标准。 

b） 因为它们是由那些与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人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