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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總論                                             2020. 01. 20. 

天主教（基督公教）、東正教（基督正教）和基督教（基督新教）這三個信奉耶穌

是基督的「基督宗教」均以《新約聖經》（以下簡稱新約）為最權威的宗教經典，具有

啟示性、權威性和基礎性。對於基督教徒，新約的權威勝過了舊約，許多舊約的律法條

文在新約被耶穌重新解釋而具有新的遵行方式。 

 

約 

新約的「約」是指「盟約」，上帝曾經與以色列人立約，成為以色列民族的神，並

揀選以色列人成為祂的子民，但是以色列人背叛了神，先知耶利米（耶肋米亞）提及上

帝將與以色列民另立一個「新的約」。基督宗教將新約聖經視為耶利米預言的「新的約」，

而將過去的那個約稱為「舊約」。事實上，耶利米所說的新約，是指向一個彌賽亞完全

掌權的國度，萬民歸向上主。希伯來書的作者所說的「新的約」（來八 8）指的是主耶穌

在最後晚餐與門徒所立的約（馬太二十六 26-29、馬可十四 22-25、路加二十二 14-20 和

林前十一 17-34），希伯來書另外提及的「第一個（約）」（來八 7, 13）指的是上帝與出

埃及的百姓在西乃山所立的約，並不是指我們現在的《舊約聖經》。 

 

彌賽亞（默西亞）基督 

新約最重要的神學觀就是相信耶穌是「基督」(Christos)，是古代眾先知預言要來復

興以色列民族的「彌賽亞」（Mashiach 默西亞），「基督」是「彌賽亞」的希臘文譯名，

意為受膏者或受傅者。「以油膏抹」是舊約被神揀選任命為君王、祭司和先知的人要接

受的敷油儀式。「彌賽亞」是猶太人經歷亡國之後，引頸期盼的拯救者，他要帶領以色

列國復興，恢復大衛（David 達味）王朝的光榮。猶太人不接受耶穌是基督，因此他們

不接受新約為他們的聖經，正統猶太教徒至今仍在等候彌賽亞降臨。基督宗教（基督教、

天主教和東正教）均接受新約聖經的 27 卷為「正典」。 

 

語文 

新約是以希臘文寫成。古代的希臘是屬於城邦政治，每個地區使用自己的方言，這

些方言今天普遍稱之為「古典希臘語」（The Classical Greek）。在許多方言中，最重要的

方言有愛奧尼亞語（Ionic Dialect）、阿提加語（Attic Dialect 由愛奧尼亞語發展出來的）、

伊奧利亞語（Aeolic Dialect）和多利亞語（Doric Dialect）。公元前第五世紀以阿提加語

寫作的散文開始發展，成為主要的文學用語，由於使用阿提加語的雅典在經濟和政治的

領導地位，使阿提加語成為重要的商業和外交用語。同時，阿提加語也與相近的愛奧尼

亞語同化，形成了傳布更廣泛的希臘語文，被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The Great, 

336-323 B.C.）和他的繼承者使用，進而成為希臘世界普遍的官方語文。這個愛奧尼亞

化的阿提加語（Ionicised Attic Dialect）就是所謂的「通用」（Koinē, common）語文，在

希臘和羅馬時代使用，也是新約使用的語文。通用希臘語以字母從左到右拼寫，有 24

個字母，包括母音和子音，並區分大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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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典的確立 

新約時代，基督徒乃是猶太教的一個分支，後來信耶穌的人增加，逐漸與猶太教分

道揚鑣。早期教會的基督徒有許多不同的神學理論，如耶穌的神性和人性、舊約和新約

的地位、教會禮儀和制度等等差異，四處流傳散佈的經典也有很多。為了釐清正統的信

仰，大公教會到第二世紀末認定具有「宣講結構」體裁的福音書為「正典」（Canon 正

經）。正典的確定最早的記錄是公元 382 年羅馬地區會議，公告的重要文件《教宗達瑪

蘇斯的法令集》（Decretum Damasi），核定的正典就包含了現在舊約和新約的經典，另外

還有幾卷「次要正典」（又稱次經）（Deutero-canonical Books）。 

 

經典卷數和分類 

  新約的卷數在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正教是完全相同的，共有 27 卷。 

新約的分類如下，括符中是天主教的用語： 

福音書 4 卷： 

馬太福音（瑪竇福音）、馬可福音（瑪爾谷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

音（若望福音） 

歷史書 1 卷：使徒行傳（宗徒大事錄）  

保羅書信 13 卷：羅馬書（羅馬書）、哥林多前書（格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格林多

後書）、加拉太書（迦拉達書）、以弗所書（厄弗所書）、腓立比書（斐理伯書）、歌

羅西書（哥羅森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得撒洛尼前書）、帖撒羅尼迦後書（得撒洛

尼後書）、提摩太前書（弟茂德前書）、提摩太後書（弟茂德後書）、提多書（弟鐸

書）、腓利門書（費肋孟書） 

希伯來書（天主教通諭希伯來書屬於保羅著作，基督教認為作者存疑不詳） 

大公書信 8 卷：希伯來書（希伯來書）、雅各書（雅各伯書）、彼得前書（伯多祿前書）、

彼得後書（伯多祿後書）、約翰一書（若望一書）、約翰二書（若望二書）、約翰三

書（若望三書）、猶大書（猶達書） 

啟示書卷 1 卷：啟示錄（若望默示錄） 

 

手抄文本 

我們目前擁有的新約，沒有任何一卷經文存留原始的版本，都僅有傳抄多次的手抄

本（manuscript），即在印刷術普及之前以人手抄寫的經文。考古學者發現了為數龐大的

新約聖經手抄本，至今已經有超過 6,000 卷希臘文的新約抄本，包括完整的書卷及殘卷，

另外新約拉丁文抄本超過 10,000 卷，還有超過 9,300 卷的新約抄本是以其他語文寫成，

如敘利亞文（Syriac）、斯拉夫文（Slavic）、歌德文（Gothic）、衣索比亞文（Ethiopic）、

科普特文（Coptic）和亞美尼亞文（Armenian），這些數字隨著考古發現仍然不斷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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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約的手抄本當中，年代最古老的是大約於公元 125 年抄寫的若望李蘭德蒲草紙本

（John Rylands Papyrus），所存留的是若望福音十八章 31-33, 37f 節的殘卷。 

 

新約希臘文古抄本的材質，直到公元第四世紀均用蒲草紙抄寫，之後就極少使用蒲

草紙，而用動物皮紙（Parchment，主要是綿羊皮，也有用山羊皮、小牛皮或其他動物的

皮）抄寫，因此蒲草紙抄本年代最久，也格外珍貴。目前留下來的手抄本有大寫字母蒲

草紙本（Papyrus Majuscules）、大寫字母（Uncial 或 Majuscule）皮紙抄本、小寫字母

（Minuscule）皮紙抄本和皮紙聖句集（Lectionary），學者推測原始的新約是以蒲草紙兩

面書寫而成。大寫字母的抄本直到公元第十世紀，從第九世紀起就有小寫字母的抄本出

現，第十一世紀起，所有的抄本就都用小寫字母了。 

 

作者和寫作年代 

  新約的作者隨著經文鑑別學的發展，使傳統上確定的作者在新的研究下有許多不同

的意見，普遍來說，新的研究普遍推遲了新約各卷完成的日期，並且認為這些著作可能

經過了後人編輯和增補，甚至是後人所作，以古人為名，如若干保羅書信。學者大都認

為新約各卷大約在公元 60-120 年間完成，最晚完成的啟示錄（若望默示錄）也不會晚

於公元第二世紀初。 

以下表格是新約各卷和可能的作者 

卷名 可能的作者 卷名 可能的作者 

馬太福音（瑪竇福音） 馬太或其弟子 提摩太前書（弟茂德前書） 保羅（保祿）？ 

馬可福音（瑪爾谷福音） 馬可或其弟子 提摩太後書（弟茂德後書） 保羅（保祿）？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路加或其弟子 提多書（弟鐸書） 保羅（保祿）？ 

約翰福音（若望福音） 約翰（若望）或

其弟子 

腓利門書（費肋孟書） 保羅（保祿） 

使徒行傳（宗徒大事錄） 路加 希伯來書（希伯來書） 保羅（保祿）？

巴拿巴（巴爾納

伯）？亞波羅（阿

頗羅）？ 

羅馬人書（羅馬人書） 保羅（保祿） 雅各書（雅各伯書） 雅各（雅各伯） 

哥林多前書（格林多前書） 保羅（保祿） 彼得前書（伯多祿前書） 彼得（伯多祿） 

哥林多後書（格林多後書） 保羅（保祿） 彼得後書（伯多祿後書） 彼得（伯多祿） 

加拉太書（迦拉達書） 保羅（保祿） 約翰一書（若望一書） 約翰（若望） 

以弗所書（厄弗所書） 保羅（保祿）？ 約翰二書（若望二書） 約翰（若望） 

腓立比書（斐理伯書） 保羅（保祿） 約翰三書（若望三書） 約翰（若望） 

歌羅西書（哥羅森書） 保羅（保祿）？ 猶大書（猶達書） 猶大（猶達） 

帖撒羅尼迦前書 

（得撒洛尼前書） 

保羅（保祿） 啟示錄（若望默示錄） 約翰（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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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後書 

（得撒洛後書尼） 

保羅（保祿）？   

 

新約事件和各卷內容 

新約記載的事件始於耶穌生平（公元前 4-6 年至公元 30 年被釘十字架），在耶穌去

世之後，門徒見證他們見到了復活的耶穌，宣稱他是上帝道成了肉身顯於人間，以己身

為人贖罪，免除人的罪債，使人得到心靈的自由，勝過死亡，可以擁有永遠的生命。使

徒行傳記錄早期信耶穌是基督的門徒如何傳教，尤其是描述保羅（保祿）的傳教事蹟和

輝煌的成果。保羅生前寫給各教會的書信，匯集成為新約，並收錄了其他使徒所寫的大

公書信。公元 100 年左右完成的啟示錄（默示錄）描寫世界的終結，提醒世人堅守信仰。 

福音書： 

馬太福音（人）：耶穌生平，對象是猶太人 

馬可福音（獅）：耶穌生平，對象是猶太人和外邦人 

路加福音（牛）：耶穌生平，對象是外邦人 

※馬太、馬可和路加福音內容接近，可以同觀比較，被稱為「對觀福音」（synoptics） 

約翰福音（鷹）：耶穌生平，對象是外邦人（論道思想濃厚，與前三卷完全不同） 

歷史書： 

使徒行傳：早期教會發展的歷史，著重彼得和保羅的傳道 

保羅書信： 

羅馬書（義大利城市名）：寫給尚未拜訪的羅馬教會，說明神學思想和勉勵信徒 

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希臘城市名）：來往信件，解答問題和勉勵信徒 

加拉太書（土耳其地區名）：教導和勉勵信徒 

以弗所書（土耳其城市名）：教導和勉勵信徒 

腓立比書（希臘城市名）：教導和勉勵信徒 

歌羅西書（土耳其城市名）：教導和勉勵信徒 

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後書（希臘城市名）：教導和勉勵信徒 

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人名）：教導年輕的傳道者 

提多書（人名）：教導年輕的傳道者 

腓利門書（人名）：勸告奴隸的主人腓利門接納逃跑歸信的奴隸 

大公書信： 

希伯來書：基督的超越，新約與舊約的連結 

雅各書：教導和勉勵信徒 

彼得前書、彼得後書：教導和勉勵信徒面對逼迫 

約翰一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教導和勉勵信徒活出愛 

猶大書：以古為鑑，勉勵信徒 

啟示文學： 

啟示錄：天啟末日思想的預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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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信仰和猶太教的衝突 

猶太教有三個信仰基礎：「聖神」，除上帝（天主）外再無別神。「聖民」，除被擄歸

回者外再無真正神的子民。「聖國」，惟有彌賽亞（默西亞）的國度將超乎萬國。對於新

約時代信耶穌是基督的猶太教徒而言，耶穌基督是上帝的肉身顯現，也就是「道成肉

身」；還有聖靈（聖神），形成父、子、靈「三位一體」的聖神觀。所有信靠耶穌是基督

的人，都是神國的子民，徹底顛覆了猶太教的聖民觀念。超乎萬國的「聖國」，則是普

世的基督徒所建立的神聖國度。 

 

猶太教還有三個信仰重心：「聖所」包括聖殿與會堂，後來會堂取代了聖殿，成為

宗教和教育的中心，早期基督徒的聚會場所取自猶太會堂的藍圖。「聖書」即律法書，

研讀《律法書》（指摩西五經或全本舊約）與禱告取代了獻祭儀式，基督徒加入了新約

成為包括新舊約的聖經，也同樣以禱告為祭。「聖約」，忠於與神的聖約，守約的條件有

四樣：行割禮（男孩子在出生後第八天割去生殖器的包皮）、不吃豬肉、守安息日（星

期五日落至星期六日落）和不拜偶像。基督徒僅僅遵守不拜偶像，而其他守約的條件都

因著「因信稱義」（因信成義）而允許不再施行，尤其是基督教以經跨越了巴勒斯坦，

傳到了整個羅馬帝國，眾多信奉基督的外族信徒，在環境上已經無法再遵守猶太教眾多

繁瑣的規條，信仰的遵行方式在不同的地區做出了調整。 

 

新約時代的猶太教派 

猶太教在亡國期間發展出五個派別：嚴守律法的法利賽派（Pharisees 法利塞，原意

分開）、祭司等上層階級的撒督該派（Sadducees 撒杜塞）、激烈反抗羅馬的奮銳黨（Zealots

熱誠者），此派的人常隨身攜帶匕首，進行刺殺行動。還有隱居修行的隱士派（Monastic 

Sects），死海附近發現的愛色尼人（Essenes）和昆蘭社團（Qumran Community 谷木蘭

社團）是為此派，隱士派還有五旬派，又稱黨醫團（Therapeutae），強調研經和操練靈

性。此外，有與耶路撒冷聖殿分道揚鑣的撒瑪利亞黨（Samaritans 撒瑪黎雅黨），以基利

心山（Mount Gerizim）的聖殿為敬拜中心，只接受律法書，不接受其他的經卷。 

 

探討新約聖經要注意的背景 

一、新約時代的基督教還沒有從猶太教分離出來，基督徒指的是跟隨基督的猶太教徒，

因此，當非猶太人接受基督信仰，就成了猶太教徒，他們是否必須遵守猶太律法的

要求成了保羅（保祿）和耶路撒冷保守勢力之間的爭論。 

二、巴勒斯坦的猶太教徒與羅馬帝國其他地區的猶太教徒對信仰的觀念不同。巴勒斯坦

地區的猶太教徒相對來說比較保守，對於希臘文化的抗拒較大，他們熱切等候彌賽

亞（默西亞）降臨，帶領他們在政治和軍事上戰勝羅馬統治，恢復大衛（達味）王

朝的光榮，看重神蹟和末日決戰。巴勒斯坦以外的猶太教徒則接受希臘哲學和文

化，用新的思想接受基督信仰，看重智慧和口述論證。 

三、當時的猶太教和基督信仰是非常複雜多元的，在被擄於巴比倫之後，猶太教產生了

許多改變。猶太教由耶路撒冷聖殿為中心的信仰變成以律法書為主的會堂模式，到

了公元後 70 年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後，猶太教才逐漸統一。希臘羅馬的宗教、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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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哲學思想、政治制度均對猶太教和基督信仰有密切的影響，在公元第一

二世紀羅馬的信仰五花八門，基督徒甚至與異教信仰沒有完全切割，分不清自己所

信的是光明神米特拉（Mithras）、太陽神（Helios）或基督。 

四、基督徒傳道初期，信仰基督的人很少，羅馬政府並未特別注意他們。基督信徒對教

義的爭論在羅馬政府看來是屬於猶太教內部的問題，當羅馬的猶太教徒為了基督爭

論擾亂時，羅馬政府就把所有的猶太人趕出羅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