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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英國著名歷史學作家Tom Holland 在報章
上寫了一篇文章題為 : 我為甚麽誤判了基督
教(Why I was wrong about Christianity) ，
他專門研究古代帝國的歷史， 他最後發覺
西方的道德、倫理和平等觀，並非源於希臘
羅馬，乃是由新約聖經開始。由基督教開始
孕育出今天的法治、民主、科學、人權等普
世價值。新約聖經對世界的影響非常深遠重
大，更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宗教文獻。

 
然而近年對新約聖經記載旳可靠性，曾提出
不少的質疑。本書就這類質疑，提供重點解
說，讓讀者對四福音書中的記載差別、新約
聖經文獻的流傳、抄本內容的出入、以及記
載可靠性的理據，有扼要及正確的認識，明
白新約聖經乃是超級可靠的文獻，更叫人準
確地認識到耶穌就是神的兒子。

四福音書的記載差別

有關耶穌生平唯一的可靠記錄，就是聖經的
四福音，無論在年份、公認性和古卷的可靠
性，都叫我們確知手上的馬太、馬可、路加
和約翰福音是有關耶穌生平最真實可靠的記
述，本書將相關的質疑及理據，一一陳述。
然而福音書的讀者或會發覺各福音書中的記
載畧有差異，包括事件的內容和次序。這些
記載上的出入是否証實了四福音對耶穌的記
載是不可靠的呢？非也！ 
 

首先，第一世紀教會對耶穌的事蹟的記載，
並不是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新聞報道，他們對
事實的處理有特別的角度。新聞報道要求對
事件、人物作客觀的描述，並不加以主觀評
價；但福音書的作者寫作的目的，是為所看
見、所相信的事作見証。正如有幾位弟兄分
享某牧師如何在過往幾年用心的牧養他們，
使他們靈命中大有長進。這種見証分享著重
描繪那牧師所言所行是多麼的好，實在是位
好牧師，對次序及細節並不如現代新聞報道
的仔細，因此對同一位牧師的記述或有出
入，但完全沒有違背見証的目的和事實性。 
 
四福音書是當年對耶穌生平的口傳見証，之
後集合成書，雖然各福音書描述的細節畧有
差異，但四個見証都是描繪同一個耶穌，記
述著他所行的奇事、天國的教導、死而復活
的事蹟，見証著他就是神的兒子，這才是重
點和最重要的訊息。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religion/2016/09/tom-holland-why-i-was-wrong-about-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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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音書記載的「矛盾」

當你細讀新約聖經的四福音時，會發覺四本
福音書對同一件事件的記載都有分別，例
如：耶穌究竟是在逾越節時被捉﹝太26:18-
20﹞？還是逾越節前呢﹝約8:28﹞？究竟
在耶穌復活時有一位天使在墳墓中出現﹝太
28:2-7﹞？還是兩位天使﹝約0:11-12﹞？
究竟是一個婦人在墳墓中首先看見主耶穌復
活顯現﹝約20:1-18﹞？還是多個婦女﹝路
24:1-10﹞？還有一些事件記載的細節及教
導內容上的不同，細心比較都不難發現這些
「矛盾」。有人就因為這些記載上的出入，
說聖經的記載是互相矛盾的、是不可靠的，
相信聖經的人是盲目、迷信和反智的。真是
這樣嗎？以下是簡單的解釋：

首先，四福音從個別成書、編成正典、以後
的流傳，這些「出入」都存在，不是甚麼秘
密，是教會歷代以來是眾所周知的，教會沒
有需要「隱瞞」，也沒有嚐試過「隱瞞」，
因為教會根本不看為問題，否則教會早就刪
改重寫免去這些「矛盾」。細看所有的所謂
「矛盾」都不是聖經中的核心內容，它們只
是一些無關痛癢的枝節。四卷福音書記載耶
穌復活的事件雖然有「出入」，但四個記載
都同時指出耶穌被釘死、埋葬和復活顯現，
都見証著耶穌是神的兒子。因此，以這些記
載中的出入而全盤否定聖經的記載，那才是
反智和武斷。 

第二，四福音書之間顯而易見的「出入」，
歷代以來並沒有影響人對耶穌記載的相信，
反而今天的人才提出質疑，反影了現代人對
古代文獻記載的獨特觀點和成見。今天我們
生活在一個資訊發達的世代，由於科技發
達，現代人要求資訊的標準是多和準確，正
如我們看新聞報道時要求它全面和精確一
樣。然而，這四份福音古卷對耶穌的記載，
並不是四個電視台的新聞報道！它們乃是從
四個不同角度、就著不同讀者群（猶太人及
外邦人、住在猶大地的及住在別國的）去見
証耶穌是誰。

 
因此福音作者們對同一事件的史料選材、細
緻度和記述的重點各有不同（不要忘記古代
的文具、抄寫、效率和保存遠遠不如今天的
方便，長篇大論、平鋪直敘的記述是少之又
少的﹔何況純事實的現代新聞式記載跟本不
存在！）因此，路加說他撰寫《路加福音》
時他選擇、考証過（路 1:1-4），約翰說他
撰寫《約翰福音》時他篩選過（約 21:24-
25）。
 
由此看見，若把這些現代的全面和精確要求
放在古代的文獻上乃是不合歷史常理，特別
是放在四福音上更是吹毛求疵，因為四福音
上的所謂「矛盾」跟本不脅威到對耶穌主體
歷史記載的可靠性。（那麼，怎樣的矛盾才
構成合理的質疑呢？例如《馬太》說耶穌復
活了，但《馬可》說耶穌沒有死！或者《路
加》說耶穌是男人，可是《約翰》說耶穌是
女人！但這類關鍵性的矛盾，並不存在四福
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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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很多矛盾其實只是表面的，從以上所
述各福音的記載角度的差異、歷史背景的研
究和經文中的查考都可以解決。例如上述天
使數目的差異，可能對馬太來說，只選舉濃
縮記述一個天使便達到他記述的目的。這種
選舉和濃縮的記載方式是常見的（也合常理
的），在另一例子更明顯：《路加福音》記
載耶穌從復活顯現到升天好像一天、兩天內
便完成（路  24章），但路加在《使徒行
傳》中親自說這段期間其實是四十日之久
（徒 1:3）！

 
按《約翰福音》的記載，在墳墓中首先看見
主耶穌復活顯現的，看似只有抹大拉馬利亞
一位﹝約20:1-18﹞，與《路加福音》記載
多個婦女﹝路24:1-10﹞互相矛盾，但只要
留意那抹大拉馬利亞在《約翰福音》同一章
裡，對門徒報告她發現空墳時，她說：「有
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哪
裡！」馬利亞說「我們」，說明不是她單獨
一人！因此所謂的「矛盾」其實並不存在。
 
還有約翰和路加可能分別用猶太人和羅馬人
的兩種不同計算時間方式來記述，造成耶穌
被拿和受死的時間出現表面上的出入。 
 
其實，四本福音書由四個作者執筆、從四個
不同資料來源（馬太、彼得、約翰）、循四
個不同角度、按四個不同的讀者群，用短短
的篇幅去描述記載同一位耶穌的三十多年的
生平和教導，若記載上完全沒有出入，才真
正的值得質疑！四本福音書對耶穌的見証是
一致的：祂就是神的兒子。

新約聖經文獻的可靠性

著名聖經經文鑑別學學者Bart Ehrman近十
年來出版了多本有關新約聖經文獻的著作，
從第一本Misquoting Jesus《製造耶穌》開
始，在大眾讀者中打出名堂，他本是一個基
要派基督徒，後來放棄了信仰，由於他對文
獻學研究抱有較“懷疑”的角度和推論，他的
著作很受無神論者歡迎，被在網上反基督教
一方奉為金科玉律，也絆倒了不少的信徒。
也正因為他對聖經文獻可靠的質疑，如今他
是伊斯蘭教學者和護教者引用最多的聖經權
威。

 
幸好，也正因為他的名氣和影響，不少學者
也回應了他的推論，在網上有很多學者們辯
論和文章，正反雙方都要據理說服觀眾讀
者，真理有時可以愈辯愈明。以下整理了一
下另一位著名新約聖經經文鑑別學學者Dr.
Dan Wallace與Bart Ehrman的辯論與評
論，特別有關手抄本的數目和年份，與新約
聖經記載的可靠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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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寫於印刷技術發明之前十三個
世紀，當時《聖經》的流傳只靠人手抄寫，
這個人手抄寫的過程容易有抄錯、删改及插
入一些原本文件沒有的材料，當中許多事件
或人物或許在多年的流傳過程中被神化，脫
離了事實的記載。原初的文獻物料，如羊皮
卷或蒲草紙，很快就朽壞。故此，其他的古
代文獻、原初著作的《新約聖經》原稿，早
已不復存在。既是這樣，我們又怎能知道今
天手中的《新約聖經》所描述的，是可信的
歷史記載，而不是一些不合符事實的傳說
呢？怎能知道歷史記載的過程中沒有被删改
或加插傳說呢？ 
 
雖然《聖經》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宗教文獻，
被尊為神的話語，所以在抄寫和流傳的過程
中，非常謹慎和認真地去避免出現抄寫的錯
誤，但在這裡，為了考証《新約聖經》的真
偽，會採用對所有古代文獻的可靠的考核方
法來作驗証。  
 
以下是考核古代文獻記載的可靠性的兩個重
要指標： 

1. 現存手抄本的數目 
現存的手抄本數目是考核記載可靠性的一個
很重要的指標。手抄本數目越多，就越容易
校對出曾被删改或增添的部份，那古代文獻
也就越可靠。
 
舉例說，若在50份六世紀的手抄本中，其
中5份寫著：「耶穌在海上行走」，其餘45
份寫著：「耶穌在海邊行走」，我們可以合
理地結論說，原文應該寫著：「耶穌在海邊
行走」。但若現存只有9份手抄本，其中5
份寫著：「耶穌在海上行走」，4份寫著：
「耶穌海邊行走」，那麼就很難斷定哪個記
載才是可靠。

1. 《新約聖經》傳說考核：手抄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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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抄本年份

手抄本與原作本的時間距離。手抄本與原作
本時代相隔越遠，就越有可能在文獻流傳的
過程中曾被删改或增添。相反，與原作本時
代相隔越近，那古代文獻也就越可靠。

 
舉例說，《馬可福音》寫作的日期約在公元
50年，一般來說一件公元200年的手抄本，
就較另一件公元500年的手抄本來得可靠，
因為公元500年的手抄本多了300年的時
間，讓文獻被删改或增添的可能。
 

 
 
結論：新約聖經文獻可靠性超卓
 
使用以上兩個考核指標，同時考核《新約聖
經》及其他一些世上重要的古代文獻，結果
發現《新約聖經》記載的可靠性，要比其他
重要的古代文獻高得很多。
 
讓我們先看一些世上重要的古代文獻的考核
結果：

以上表中所列的古代文獻都是公認為可靠
的、重要的歷史文獻。這些古代文獻現存最
古的手抄本與原著相隔750年到1,300年不
等，現存手抄本數目最多也只有30份。甚
至中國的《論語》和《易經》，考核的結果
也差不多。

至於《新約聖經》，現存手抄本數目，則遠
遠地超過以上的古代文獻：

《新約聖經》手抄本數目：

希臘文手抄本數目： 5,800 份

拉丁文手抄本數目： 10,000 份

其他語言之手抄本： 10,000 份

手抄本總數： 25,800 份 (其中在公元600年
前的手抄本有230份) 

至於手抄本與原作本的時間距離，《新約聖
經》手抄本時間距離遠遠地比其他的古代文
獻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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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以上的考核結果顯示《新約聖經》比眾多重
要的古代文獻可信得多，無論是手抄本數目
(25,800份比對20份)，抑或是手抄本與原作
本的時間距離 (35年比對750~1,300年)。這
些新約手抄本資料，讓學者有大量手抄本數
目去研究，校對出《新約聖經》的記載在流
傳的過程中文獻上的差異，並顯示出文獻原
著並分辨出任何後加的傳說， 通過了傳說的
考核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相信自《新約
聖經》寫作以來的1,900多年，今天《新約
聖經》就是準確的原著內容。

 
 
 

2. 《新約聖經》的神話考核： 《聖經》以
外的文獻
《新約聖經》通過了傳說的考核，結果證明
《新約聖經》在寫作完成之後的 19個世紀
的流傳過程中，並沒有删改和引入傳說，考
核結果發現《新約聖經》比世上眾多的古代
文獻都可靠得多。但《新約聖經》或其中記
載耶穌事蹟的福音書中的人物和事件，是否
真實存在和真的有發生呢？抑或只是猶太人
版本的《西遊記》，都只不過是一些虛構的
神話故事？神話的考核合格標準必需要合理
地證明《新約聖經》的記載，與聖經以外的
當代歷史文獻的記載相符，印證其歷史性。
學者在古代的相關文獻中，找到至少 14份 
《聖經》以外的文獻，並且這些文獻都在耶
穌死後125年內寫成，大部份是由當時政府
的史官編寫的。雖然這些記載是從非基督徒
的角度去記載，並帶有政治目的，也非純歷
史的文獻紀錄，但這些歷史資料能更客觀印
証《新約聖經》的歷史性。因此有眾多的歷
史資料清楚顯示《新約聖經》的記載並非虛
構神話。 以下是兩份《聖經》以外的文獻
的例子。

http://www.faithhelper.com/extrabiblicaldoc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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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14份《聖經》以外的文獻與《新約
聖經》內有關耶穌和初期教會相符的記載：

1. 耶穌的弟弟名叫雅各。
2. 耶穌的傳道事工地點在巴勒斯坦。
3. 耶穌是一位有智慧、道德高尚和行善
的人。

4. 有記載說耶穌可以行神蹟。
5. 有記載說耶穌出現是聖經預言應驗。
6. 耶穌被一些人認為是救世主。
7. 很多猶太和外邦人成了耶穌的信徒。
8. 耶穌被猶太領袖審判以傳異教定罪。
9. 耶穌因此被處死。

10. 耶穌死在羅馬巡撫彼拉多的手上。
11. 耶穌死在逾越節前夕。
12.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
13. 耶穌死後不久，有關祂的教導(有關祂
的復活)在猶大地方再次傳開。

14. 耶穌的信徒來自社會各階層。
15. 耶穌被敬奉為上帝。
16. 耶穌基督信徒被稱為基督徒。
17. 耶穌的死亡成為信徒的拯救。
18. 基督徒相信永生。
19. 基督徒起誓不行惡犯罪。
20. 基督徒不愛世俗物質並凡物公用。
21. 基督徒舉行主餐禮。

小結：

《新約聖經》不單通過了傳說的考核，也通
過了神話的考核。《新約聖經》的歷史性早
被文獻研究印証，它不是千百年基督徒們以
訛傳訛的傳說，也不是穿鑿附會的道德神
話，《新約聖經》乃是對耶穌可靠、屬實的
記載。

質疑 ：手抄本 9世紀後 為 多 數 

但Bart Ehrman 指出一個事實：雖然有眾
多的手抄本，但當中94%是9世紀後的抄本
（4世紀或之前的抄本只有190份左右，9世
紀或之前有有1300份左右），給人的印象
是手抄本雖然數目極多，但絕大部份都距離
原著時間700多年，數目再多都沒有用！

然而事實上雖然9世紀後的抄本佔了總數的
94%，但比較9世紀前的抄本內容，那94%
的抄本只增加了2%內容長度(length)及5%
的內容出入(variants)。這意味抄寫流傳的
失真度極低。並且在近135年間，出土了
134件蒲草紙手抄本，並沒有任何新的文字
出入處(textual variants) 。

另外，除了聖經手抄本外，Dr. Wallace指
出教會教父 (Church Fathers) 的他們的教
導著作中都詳盡引用新約聖經，從一世紀到
中世紀的教父著作裡所有引用超過
1,000,000節聖經（整本新約聖經只有
7,941節），這麼龐大的經文引用，即使連
一份聖經手抄本都沒有，也足以湊合成出整
本新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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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手抄本除了數目多、年期古遠，事實上
在比較眾多手抄本的內容時，即使是不同地
域、不同語言、不同時期的抄本，聖經內容
並沒有出現南轅北轍、重大和重要的差異。
在沒中央統一編輯修訂的自由抄寫流傳的過
程下，文本內容居然是如此穩定。換句話
說，若聖經抄寫流傳的過程真如 Bart
Ehrman所述那麼悲觀和不可靠，現存的手
抄本應該出現很多錯漏百出、面目全非的版
本，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剛好相反。也正
是這種非常穩定的抄本內容，加上大量及年
期古遠的手抄本的存在，就能夠在二百萬頁
的手抄本中分辨出原著的內容。因此你能夠
信任手上的新約聖經，內容正是原初作者的
手稿內容。

質疑 ： 手抄本的文稿出入

Bart Ehrman也提出了手抄本間的文稿出入
(variants) ，古代所有文件都是經人手抄
寫，四卷福音書也不例外，歷時1,400多
年，直到印刷機的出現。試想在抄寫過程
中，一份一份的被人抄寫，當中必有錯漏加
減，也沒有原手稿可核對，經過了1,400年
的人手抄寫，誰敢肯定新約聖經所記載的耶
穌，不也是經年錯漏加減、以訛傳訛、穿鑿
附會、誇張神化的結果呢？

全本新約聖經有約138,000個希臘字，但在
現有的5,800多份希臘文的手抄本之間，估
計有400,000個的「出入」 (variants)，這
數目看似驚人！然而這數目之大，不是因為
抄錯抄漏特別多，而是手抄本的數目多（若
世上只有一份手抄本，「出入」會是零！若
有兩份，才會有有「出入」，若有30份
「出入」的數目自然上升）。然而仔細分析
那四十多萬個「出入」，當中75%是拼寫錯
誤、19%翻譯不出來的「出入」（像英文
an apple 抄錯成 a apple，但中文翻譯不出
來，也不影響「蘋果」的原意）。Dr
Wallace展示過希臘文 “他愛她” 這句話，就
有近1,000種不同而意思一樣的寫法！

 
除此之外，有5%是不重要的「出入」（類
似中文寫白字），只有 1%有意思的
(meaningful)，而這1%中只有一半，大概
是1,500-2,000個是影響字句意思 (viable
and meaningful)的「出入」。（值得注意
的是，5,800份希臘文的手抄本，共有240
萬頁，其中只有少於2,000個影響字句意思
的「出入」，已表明抄寫流傳的過程非常準
確和穩定！）。
 
但諷刺的是，連Bart Ehrman自己也承認這
些「出入」絕大部份無關痛癢，並且所有
「出入」絲毫沒有影響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訊
息！（註一、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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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 ： 手抄本的抄寫過程

新約聖經抄寫流傳如此準確和穩定，不是因
為抄寫員特別準確，而是一種多線交錯抄寫
流傳的過程。若一份文稿，一份連一份的抄
寫，當中必有錯漏加減，當沒有原手稿可核
對，這種單一直線的抄寫過程，必然錯漏百
出：在單一直線的抄寫過程，上一份抄本中
被刪除的部份，在下一份及後繼的抄寫便不
會再出現；上一份中增加的，在下一份及後
繼的抄寫員也無從知道哪部份是新增的，這
樣單一直線的抄寫，最後的抄本將是面目全
非。

然而，新約聖經抄寫流傳的特性，避免了這
個結果。新約聖經有27卷書卷，都由多位
作者，各在不同地點寫作，又抄送到不同目
的地。這些書卷手抄本各自抄寫流傳，傳遞
的地域甚廣，到後期在各地收集不同書信才
成書，幾本福音書及保羅書信就是這樣。因
此，新約聖經抄寫過程並非單一直線的，而
是多線和交錯。在多線和交錯抄寫過程中，
同一份原稿，被抄寫多次，再流傳開去。這
樣，原稿的抄寫不是單一直線的，而是多線
同時進行的。這樣，在某一抄寫線上的錯漏
加減，不會出現在另一抄寫線上的手抄本
上，而且當不同手抄本版本相遇，還可以互
相較對。

初期教會為了傳道的需要，新約聖經被大量
抄寫並快速分散各地，數目眾多、遍佈各
地，所以從沒有一個時期，有人能夠重新收
集各版本，編輯修訂其內容，再出版一部統
一的「正版」的新約聖經。換句話說，新約
聖經抄本是自由流傳，從未被操控。新約聖
經的多線和交錯抄寫過程，一方面無法杜絕
人手抄寫的錯漏加減，但同時確保了原著手
稿內容，存留在眾多的手抄本之間。只要透
過比較5,800份希臘文的手抄本及參考近
20,000份其他語言的手抄本，就能分辨出
絕大部份抄寫導致的「出入」，原文的記載
也因此呈現出來。

結論：

新約聖經記載著耶穌基督的事蹟和教導，也
是世人認識耶穌的途徑。起初耶穌的門徒與
耶穌生活，親眼目擊他的神蹟奇事，經歷他
從死裡復活的顯現，認出衪就是神的兒子，
並四處傳揚他，四卷福音書及教會書信也就
應運而生。新約聖經的多線交錯抄寫過程及
自由流傳的特性，留給後世數目眾多、年期
古遠的手抄本，而原著手稿內容就存留在眾
多的手抄本之間，能夠被分辨出來，讓我們
能夠非常肯定今天手上的新約聖經，內容正
是原初作者的手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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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Bart Ehrman & Daniel Wallace Debate
Original NT Lost?
Dan Wallace at SymposiaChristi 2016
Purdu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Text (Dr. James Whit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New Testament
Manuscripts (CSNTM) 

（註一）Bart Ehrman在他的演講中談到手
抄本數以萬計的「出入」，但他承認這些
「出入」絕大部份是無關痛癢的。Bart D
Ehrman: Most of these di�erences in the
manuscripts are completely insigni�cant  

（註二）Bart Ehrman在他的英文平裝版
Misquoting Jesus《製造耶穌》的答問部份
中p.252，表示手抄本的「出入」絲毫沒有
影響信仰的核心訊息。（見圖）因為核心的
教義，並非建立於某一節經文上，乃是從多
處的經文內容歸納出來的，所以某一節經文
的手抄本「出入」，也不會影響核心的教
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ABBZe5o6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dq5yv7HO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iayuxWwuI
http://www.csntm.org/Manuscrip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ndrV8-qvA&index=3&list=PLvyyOi7wMO28k-afNiSzYW5er_rVUOe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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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內證」一 ：
目擊證人的紀錄
新約聖經記載著耶穌生平，是基督教信仰的
核心，耶穌按舊約聖經所預言的，由童貞女
馬利亞所生，降生於伯利恆，也按聖經所預
言的，在三年的傳道生平中行出無數的神
蹟：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
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平靜風浪、行在
水向上、五餅二魚五千人得飽等；耶穌自己
也按聖經所預言的，為世人的罪被釘十架而
死，亦按聖經所記，衪三天後從死神復活、
向門徒顯現及升天。基督教信仰視耶穌基督
就是神的兒子，祂完成了上帝救贖的工作，
這一切都是基於新約聖經的福音書中對耶穌
生平的記載。因此，新約聖經的福音書的記
載有多可靠，一直以來有廣泛及深入的歷史
和學術的研究。

 
福音書的記載是真是假？會不會是後人的篡
改和創作，神化了一個本來只是令人景仰的
好老師／革命家？有關記載的可靠性，可從
文獻手抄本的考證，即透過比較及研究現存
手抄本，去建立新約聖經的文本可靠性，結
論是：由於新約聖經的現存抄本數目之多及
抄本年份之久，新約聖經遠比其他重要的古
代文獻抄本可靠，我們手上的新約聖經，就
是原初的原著的內容。另外，也可從福音書
的記載內容本身去研究，以下是近代研究的
一些有趣的發現，表明福音書乃是歷史紀錄
的證據。 

有人因為不相信新約聖經福音書內耶穌的神
蹟，又因為聖經文本的流傳都是靠手抄的，
就認為福音書的記載必定是後人創作的神話
故事，錯漏百出，寫作者們又不在場、也與
耶穌相隔很久，都是把耶穌的傳說以訛傳
訛，為了傳教就加油添醋，最終加到福音書
上。這個說法不無道理，也實在發生了！但
不是發生在新約聖經四福音書中，而是發生
在距離新約聖經四福音書寫成後一二百年的
很多「偽經」創作中，如多馬福音、腓力福
音、猶大福音、馬利亞福音等等。這些「偽
經」福音書寫作遠離以色列、也相隔耶穌一
二百年，由不認識耶穌也可能未踏足過猶大
地的作者，憑空創作耶穌神蹟事蹟，的目的
正是傳揚他們另類的教義，並不是記載耶穌
生平史實。

 
雖然今天聖經學者也認為新約四福音書的寫
作，都不在猶大地，也相距耶穌數十年，但
四福音寫作的目的，是要趁門徒還在世時把
耶穌生平史實寫下來。若把「偽經」福音書
與新約四福音書內容比較一下，就突顯了新
約四福音書充滿目擊證人描述所紀錄的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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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人物的名字

「名字」按時代和地區有別，例如在文革期
間出生的，多起名為如向紅、衛東、衛紅、
學軍、學農等；地區也有分別，近年中國大
陸名字只有單字，如王偉、張敏、李靜等。
香港和台灣向名字則多為兩個字。

2002年有歷史學者研究及統計了第一世紀
前後在不同地區猶太人的名字，發現生活在
以色列的猶太人與生活在埃及的猶太人所使
用的名字相差很遠。由於古代資訊不流通，
地區間的距離造成了文化和資訊的阻隔。
研究中把這些猶太人名字按流行次序排列，
例如在第一世紀以色列地區首六個最流行的
男性猶太人名字是：西門、約瑟、拉撒路、
猶大、約翰和耶穌；與新約四福音書及使徒
行傳使用的名字正正吻合！並且因為這些都
是最流行的名字，在人群中同名的很多（新
約中就有8個西門、6個約瑟、5個猶大、兩
個耶穌），因此稱呼某人都必須加上別的形
容，例如西門彼得、加略人猶大、施浸約
翰、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多馬」這名字在
研究中不很流行，因此在四福音書中是以
「多馬」直接稱呼了，沒有加上別的形容。
 
新約福音書卻正正是使用當代以色列地猶太
人的名字。相對於「偽經」福音書，無論在
名字的使用、數目和次數，「偽經」顯然是
傳說及後人創作，並非史實。

新約地理和市鎮

 
新約福音書中記載了很多準確的地理資料，
當地獨特的樹林品種（撒該在耶利哥所攀爬
的桑樹！）、氣候環境特徵、房屋構造、市
鎮間的距離、高低等，最重要是市鎮的名字
（23個大小市鎮，共150多次），一些不見
經傳的小鎮如敘加、迦拿等。試想想，一個
外地人曉得香港這大城市名字並不奇怪，但
他知道小瀝源有愉翠苑，那大概是他掌握了
詳細的資料。在「偽經」福音書中，只提到
耶路撒冷一個地方，並沒有其他地理的資
料！

這些研究的發現，以及跟「偽經」福音書作
比較，說明新約四福音的作者們雖然身不在
以色列，但所掌握的資料乃是當時猶太地發
生的人物和事件。正如路加福音的作者說：
「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
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
給我們的。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
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使你知道
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一1～4）

3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Ylt1pBM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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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內證」二： 
非設計的巧合
有關新約聖經的可信性和歷史性，近年在學
術界有不少研究，正好回應網絡上及普及文
化的挑戰和傳聞，之前文章簡述了新約福音
書中的地理資料，如樹林品種、氣候環境特
徵、房屋構造、市鎮間的距離及市鎮的名
字，都是非常準確；福音書中猶太人名字與
第一世紀猶太人名字流行次序排列一致，這
都顯明福音書乃是由目擊者的親身經歷來的
資 料 。 （ 詳 參 ：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The Gospels as
Eyewitness Testimony 作者：  Richard
Bauckham）

新約聖經「內證」的另一個研究，就是「非
設 計 的 巧 合  Undesigned
Coincidences」，就是新約書卷中一些不
起眼的記載，卻能夠解釋另一書卷中的記
載，並且明顯地兩者並沒有預設的關連。例
如馬可福音的記載等解釋約翰福音的疑問，
又或使徒行傳能解釋保羅書信的事件，並湊
併成一個更完整的歷史處境。這許多的「非
設計的巧合」再一次說明了新約聖經的記載
是基於歷史事實，並不是穿鑿附會的創作
（ 詳 參 ： Hidden in Plain View:
Undesigned Coincidences in the Gospels
and Acts作者 Lydia McGrew）。以下是一
些「非設計的巧合」的例子：

1. 耶穌到了彼得家裏，見彼得的岳母正
發燒躺著。耶穌一摸她的手，燒就退
了，於是她起來服事耶穌。傍晚的時
候，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
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邪靈都趕出
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太八14～16）這段馬太福音的記
載，很多有病能人傍晚的時候來找耶
穌治病，為何是傍晚呢？馬太福音 沒 
有交侍，只是描述。但在馬可福音的
記載中，「他們到了迦百農，耶穌就
在安息日進了會堂教導人…. 他們一
出會堂，就同雅各和約翰進了西門和
安得烈的家。 西門的岳母正發燒躺
著，就有人告訴耶穌。」（可一21～
30）就有提到原來那天是安息日。馬
可福音的記載解釋了馬太福音中同一
事件的記載。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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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徒們聚集到耶穌那裏，把一切所
做的事、所傳的道全告訴他。他就
說：「你們來，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
方去歇一歇。」這是因為來往的人
多，他們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耶
穌說：「你們有多少餅？去看看。」
他們知道後就說：「有五個，還有兩
條魚。」。耶穌吩咐他們，叫眾人一
組一組地坐在青草地上。」（可六30
～40）這段馬可福音中五餅二魚五千
人吃飽的記載，提到來往的人多，卻
沒有解釋，也提到民眾地坐在青草地
上。但從約翰福音中：「那時猶太人
的逾越節近了。耶穌舉目看見一大群
人來，就對腓力說：「我們到哪裏去
買餅給這些人吃呢？」（約六4～
5），原來五餅二魚發生在逾越節，因
此那麼多人來往，並且逾越節正是唯
一有青草的季節。這樣，約翰的記載
解釋了馬可福音中同一事件的記載。

3. 「那時，耶穌在一些城行了許多異
能。因為城裏的人不肯悔改，他就責
備那些城說：「哥拉汛哪，你有禍
了！伯賽大啊，你有禍了！因為在你
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西
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太十一20～21）這段馬太福音經文
提到耶穌在伯賽大行過特別的神蹟異
能，但沒有說是甚麼特別的神蹟。然
而在路加福音中：「使徒們回來，把
所做的事告訴耶穌，耶穌就私下帶他
們離開那裏，往一座叫伯賽大的城
去。…….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和兩條
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遞給門徒，
擺在眾人面前。」（路九10～16），
原來五餅二魚五千人吃飽的神蹟就是
發生在伯賽大！並且也解釋不在約翰
福音中：「耶穌舉目看見一大群人
來，就對腓力說：「我們到哪裏去買
餅給這些人吃呢？」（約六4～5）耶
穌在行五餅二魚神蹟前，為何問腓力
而不問其他門徒，因為約翰福音後
部：「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
有幾個希臘人。他們來見加利利的伯
賽大人腓力，請求他說：「先生，我
們想見耶穌。」」（約十二20～21）
記載了原來腓力是伯賽大人。如此，
路加的記載解釋了馬太福音及約翰福
音的經文，還原了完整的歷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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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彼拉多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
嗎？」耶穌回答：「是你說的。」彼
拉多對祭司長們和眾人說：「我查不
出這人有甚麼罪來。」」（路二十三3
～4）這段路加的記載很奇怪，彼拉多
審問耶穌是否猶太人的王，耶穌直認
了，那是叛國大罪！何以彼拉多說
「我查不出這人有甚麼罪來」？但從
約翰福音中：「於是彼拉多又進了總
督府，叫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
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我的
國不屬於這世界；我的國若屬於這世
界，我的部下就會為我戰鬥，使我不
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
於這世界。」」（約十八33～36），
耶穌說他是王，但他的國不屬於這世
界，因此彼拉多才說耶穌無罪。這
樣，再一次，約翰的描述解釋了路加
的記載 ，因此彼拉多才說耶穌無罪。
這樣，再一次，約翰的描述解釋了路
加的記載。

5. ，因此彼拉多才說耶穌無罪。這樣，
再一次，約翰的描述解釋了路加的記
載。「那時，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
的名聲，就對臣僕說：「這是施洗的
約翰從死裡復活，所以這些異能從他
裡面發出來。」（太十四1～3）以上
希律與臣僕說的對話，發生在皇宮之
中，馬太怎樣知道？ 但在路加提到：
「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神國
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個門徒，
還有被惡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經治
好的幾個婦女，內中有稱為抹大拉的
馬利亞，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
來，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
拿，並蘇撒拿和好些別的婦女，都是
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
（路八1～3），原來門徒中間有一位
在有希律家宰的妻子！那就說明馬太
資料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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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
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一同做
工。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裏辯
論，勸導猶太人和希臘人。西拉和提
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保羅正專心
傳道，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徒八3～5）保羅在哥林多與亞居拉
及妻子百基拉一起邊工作邊傳道，直
到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了，保羅
才專心傳道，為何兩位弟兄到了，才
能專心？在哥林多前書中保羅說：
「我虧負了別的教會，向他們取了工
價來給你們效力。我在你們那裡缺乏
的時候，並沒有累著你們一個人，因
我所缺乏的，那從馬其頓來的弟兄們
都補足了。我向來凡事謹守，後來也
必謹守，總不至於累著你們。」（林
前十一8～9）。原來西拉和提摩太從
馬其頓來帶著奉獻，保羅就就不用帶
職，可以全時間傳道。

7. 馬太和馬可福音提到彼得  三次不認
主，約翰福音卻沒有記載。然而約翰
福音記載：「第三次對他說：「約翰
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為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
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
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
「你餵養我的羊。」（約二十一
17），就正正對應那三次不認主。

總結 : 

 
 
《新約聖經》文獻記載的可靠性無可置疑，
文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  的 文獻外証和內証，
讓讀者能夠確知今天新約聖經中耶穌的事蹟
以及使徒的經歷，乃是當時發生的史實。耶
穌基督乃是神的兒子，他來到世間死在十字
架上，並且三天後從死裏復活，乃是要拯救
世人，這就是上帝給我們的啟示，並呼召人
接受上帝的赦免， 成為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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