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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1。聖經是神的啟示嗎？ 

2。目前的聖經可信嗎？ 

3。學習聖經的方法。  

4。學習聖經的步驟。 

神的啟示： 

普世性（general) 啟示：創造 

特別性 （specific) 啟示：聖經 

聖經是神啟示祂自己的管道，神的自我介紹。神把有限的人所能了解的向人啟示。尚有許

多我們無法了解的事，那些隱密事是屬耶和華神的。 

• 申 29:29 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 神的；唯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

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聖經內容： 

• 歷史： 

從新約的角度，前五卷歷史書與世俗的歷史記載是相配合的。約瑟夫（Josephus)-歷史

學家，非信徒，在他記載的歷史中也提到耶穌，以及祂對自己的宣稱。舊約本身就是

以色列人的歷史。 

• 地理： 

所提到的地名，河流，山名都是真實的地方。 

• 科學： 

地球是圓的：賽 40:22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蟲。他鋪張穹蒼如幔

子，展開諸天如可住的帳棚。 

空氣有重量：詩 62:9下流人真是虛空；上流人也是虛假；放在天平裡就必浮起；他

們一共比空氣還輕。 

• 醫學 

隔離(quarantine)：利 13:4-6 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現象不深於皮，其上的毛

也沒有變白，祭司就要將有災病的人關鎖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察看他，若看災病止

住了，沒有在皮上發散，祭司還要將他關鎖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察看他，若災病

發暗，而且沒有在皮上發散，祭司要定他為潔淨，原來是癬；那人就要洗衣服，得為

潔淨。 

血中有生命：利 17:11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

你們的生命贖罪；因血裡有生命，所以能贖罪。 

第八天行割禮：創 17:12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裡生的，是在你後裔之外用

銀子從外人買的，生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 論理道德：箴言、傳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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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言 

耶穌基督的生平 

由童貞女所生：賽(Isa)7:14   /  太(Mt)1:18～23 

耶穌的出生地：彌(Mic)5:2    /  太(Mt)2:1 

埃及逃難生活：何(Hos)11:1   /  太(Mt)2:14～15 

耶穌受死目的：賽(Isa)53:4-6  /  彼前(1Pe)2:24 

耶穌被人出賣：亞(Zec)11:12-13 / 太(Mt)26:14-16 

耶穌被釘十架：詩(Ps)22:1-31  / 可(Mk)15:21-36 

耶穌的復活。：詩(Ps)16:9-10 / 徒(Ac) 2:31-32 

對推羅的預言 

結(Ezc)26:19～21 

被巴比倫花了十三年的時間攻破。後來遷到海島上。當希臘的亞歷山大王攻打這海島

時，他把舊的推羅城所有石頭，泥土、木頭。。。用來填海，因此成就了先知以西結

的預言，至今都無法重建。 

 

對古列/塞魯士 的預言 

賽(Isa) 44:28: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拉 (Ezr) 1:1-2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

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 「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 神已將

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 

神如何保護這本神的啟示？ 

• 曾經預言聖經在百十年後會消失的法國人文主義者伏爾泰（Voltaire），但是最諷

刺的是，日內瓦聖經公會利用他的印刷機在他出生時的住處印聖經。 

• 雖然羅馬皇帝戴克理先想滅基督教，焚燒基督教書集，沒想到神使他的兒子君士坦

丁在攻打入侵的法蘭斯人時看到異象，有一具十字架，上面刻這「憑此征服」的字

樣。第二年春天，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信仰，公元 312年 10月凱旋回羅馬預備登

基時，為自己樹立一尊雕像，手中拿著十字架，並且令希臘史學家優西比烏

（Eusebius) 用國庫的錢印制了五十本聖經，基督徒成為羅馬的國教。 

• 再次想到詩篇第二篇： 

• 詩(Ps) 2:1-4 

1 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2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 

3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 

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目的：生命的書，使祂的子民結果子(生命改變,生出另一個生命)的書。 

真正的作者：神 

寫下來的作者：40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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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2 Ti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 

• 彼後/2 Pe 1: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 林前/1 Co 2:13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

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 申 12:32(Dt 12:32): 凡我所吩咐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 

• 啟 22:18~19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神

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甚麼，神必從這書

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 

聖經中所用的語言：希伯來文，亞蘭文，希臘文 

傳遞的方式： 

• 耶和華神說 

• 異象 

• 異夢 

• 神完全掌管，確定其正確性 

聖經無誤論 

原本無誤，人把神的旨意寫下來是完全不會錯的。因爲沒有印刷術，更沒有影印機，

完全用抄寫的方式傳下來，挑戰我們的是：現在所用的版本與原本是否有差異。 

瑪所拉舊約版本 

瑪所拉人是ㄧ群猶太學者，在西元 500到 950年之間以殷勤從事編輯、校訂舊約經

文工作為重任，他們的總部是在加利利海附近，所編成的舊約經文被稱為瑪所拉經

文也就是今日標準版的希伯來文聖經。 

死海古卷的發現 

• 死海古卷在死海的西北方ㄧ個叫作昆蘭（Qumran)的地方。 

• 第一個洞穴是在 1947年 

• 後來又發現了十個藏書的洞穴 

• 除了以斯帖記以外，有全部的聖經 

• 還有解經書，旁經，次經，偽經，宗教儀文，門訓手冊，團體相處法則。 

• 這些手抄本約在西元前 200年到西元後 200年之間。 

死海古卷如何被發現 

ㄧ位叫莫罕默德的牧童走失了羊。為了知道羊是否在洞裏，就用一塊石頭丟進死海

西邊的一個崖洞裡，此洞穴大約在耶利哥城南邊 13公里的地方，但出乎意料之外

他聽見石頭打破瓦罐的聲音，進入洞穴細查之後，他發現一個令人驚訝的情景，在

洞穴地上有幾個大瓦罐，裡面那藏著許多皮質經卷，並且都用亞麻布包裹，因為瓦

罐妥善密封的緣故，這些經卷竟然無損的保持了 1900年（他們是在西元 68年左右

被存放入此洞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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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古卷的價值： 

比較最完全的以賽亞書，這手抄本與我們現正使用的聖經 95%是ㄧ樣的，不同的 5%

乃是出於拼字上的不同，並不影響其中要表達的意思。四海古卷不但肯定了以賽亞

書的可信性，而且也因此可以很有把握的相信所有舊約聖經偉人，諸如，摩西、大

衛及眾先知所說的話都是很真實的被流傳了下來。 

希臘文七十士譯本 

由於猶太人被滅而分散在各地多年以後，很多人不懂希伯來文，因此無法讀以希伯

來文寫的舊約聖經。因此在西元前 285～246 牛之間，埃及王多利買二世期間完成。

是由 72位猶太釋經的長老花了 72天把希伯來文的摩西五經翻譯成希臘文。由於希

臘文七十士譯本（西元前 285）與現今我們擁有的瑪所拉舊約手抄本十分相近，使

得我們能夠確定即使經過了 1000多年，舊約依然能保存它的精確性。 

新約 27 卷書分類 

5  卷歷史書 

21 卷書信 

1  卷預言書 

甚麼時候以及為什麼要有新約？（來至游子吟） 

原因： 

1。抵制馬吉安（Marcion）所開始的異端。 

2。東方教會開始運用來源不正的經卷。 

3。羅馬大帝戴克理先（Diocletian）要摧毀所有基督教的聖經。信徒需要知道哪些

新約書卷是值得捨命保存。 

雖然對 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後書、啟示錄 列入正典有爭議，但是經過兩位教

皇：亞他那修（Athanasius)及耶柔米（Jerome) 及兩次大會 ：大馬新（Damasine) 

會議 及 迦太基（Carthage）會議，於西元 382 將目前的二十七卷書列入新約正

典。於西元 393年所召開的希伯會議(Council of Hippo)定下了新約 27卷書的權威

性.  

寫作期： 

從公元 50-140 年，新約各卷書慢慢寫成，在某些特定的教會流傳，並且在聚會中

誦讀。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耶穌的教導(提前 5:18)以及有關耶穌的死(林前 

11:26)與復活(徒 10:36-40)的見證，被使徒們引用，都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權威地

位，不亞於舊約聖經。使徒所寫的書信，從一開始，也被教會視為是對教義與實際

生活教導的權威。彼得就曾經引用保羅所寫的書信(彼後 3:15-16)。 

新約選擇的標準： 

• 是否是先知、使徒，或與使徒有親蜜關係的門徒所寫？ 

• 是否以帶有權柄的口氣？（「耶和華神如此說」 

• 是否有預言性嗎？ 

• 是否可以信、可以懂？ 

• 是否使讀者的生命得到改變？ 

• 是否已經被眾人接受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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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 39卷書:西元前ㄧ世紀完成。 

分類： 

前 5 卷書：摩西五經/The Pentateuch 

《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12 卷歷史書 

《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尼希米-

以斯拉记》、《路得记》、《以斯帖记》、《历代志上下》 

5  卷：詩篇智慧書 

《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 

5  卷：大先知書-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 

12  卷：小先知書-《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

《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

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新舊兩約之間約 400 年，稱為成沉默期 (次經就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除了目前有的正典聖經還有：次經、旁經、偽經、外經 (見所附參考資料) 

異端 （Heresy) 

違背聖經與基督教教義的一個主張。不是個人對神話語的誤解。不是個人的意見。

而是破壞基督教的信仰，是敵擋基督教教義的主義。是使徒時代就有的： 

• 猶太教 （Juduizers) 

• 尼可拉黨（Nicolatians) - 啟(Rev)2 

• 許米乃、腓理徒 - 提後(2 Ti)2:7 

• 行邪術的西門 - 徒(Ac) 8:9-24 

• 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 不相信耶穌基督的復活 

• 耶和華見證人 (Jehovah Witness) 

• 安息日會 (Seventh-day Adventist) 

• 摩門教(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 …等等 

 

以下的異端，都是違背了基督教教義的根基，例如： 

• 關於創造與罪惡的來源 

• 關於三位ㄧ體 

• 關於基督的位格（有人性與神性） 

• 關於聖靈 

最有效敵擋異端的方式就是正確的了解正典，扎根在正確的教義根

基。訓練認假鈔的方法就是好好的認真鈔。也是這堂課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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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1。分享上週你在課堂上的領受，以及你從講義裡得到的提醒。Please share in the class 

about what you learn from the teaching, class discussion, and from the notes.  

 

 

 

2。你相信聖經是神的啟示嗎？為什麼？Do you believe Bible is God’s revelation? Why? 

 

 

 

3。你為甚麼相信現在所讀的聖經就是神起初的原意呢？為什麼？Do you believe the Bible 

you are using now is trustworthy? Why? 

 

 

 

4。請把對耶穌基督在舊約中的預言與新約中應驗的經文抄一次(第二頁) Please copy the 

prophecy concern Jesus in the OT and fulfilled in NT(page 2) 

 

 

 

 

 

 

 

 

 

5。神的話對我們有甚麼作用呢？你的經歷呢？What effect the God’s words on you? Share 

your experience with the classmates. 

 

 

 

 

6。不讀神的話會有甚麼後果呢？為什麼？Any consequences of not reading the bible? Why? 

 

 

 

 

7。告訴你的同學，你每天輕輕聽的作法。Share with your class about your plan to read 

Bible da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