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权威，有很多的讨论，挑最重要的来看 —

大众系统神学
启示论

第六课…

圣经的权威((上)
圣经的权威

一、内证 ─ 圣经里的证据
1. 主耶稣对旧约圣经的肯定
大量引用旧约，且指出旧约的预言必需应验
路廿四44 耶稣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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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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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他对全本旧约圣经加以肯定 而且讲道常常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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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致性
圣经新旧约前后写了 千多年 四十几个作者
圣经新旧约前后写了一千多年、四十几个作者，
 文化、背景、教育程度都不一样，
却非常 致的 把圣经的主题 ─
却非常一致的，把圣经的主题
从 创世记 到 启示录 一贯的来表达出来
 这种一贯、和谐一致性，
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保守，是不可能的
这四十几个作者，没有开过一次跨时空的编缉大会，
 却能够和谐一致的，从人被造、堕落、救恩的预备，
到福音书耶稣来临、救赎完成、使徒书信
 把我们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把我 信耶稣成 神的儿女 后，
个人、教会的生活，做了完整、和谐、
致、 贯的前后互相呼应的叙述
一致、一贯的前后互相呼应的叙述
这种一致性也在显明他的权威。

2. 新约的作者、使徒们也常常引用旧约
保罗 提后三16 总归纳 ─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指旧约圣经，代表众使徒跟新约的作者肯定旧约
指旧约圣经，代表众使
新
作者肯 旧约
 新约的作者常常引用旧约

4. 新约应验了旧约 ─ 主要弥赛亚的来临、有关的细节
 以赛亚书、先知书、其他书卷，
以赛亚书 先知书 其他书卷
不断预表、预告耶稣基督的来临
 直接、详细的预告，都具体一一应验在主耶稣身上
直接 详细的预告
在
身
作家张晓风曾说：「没有一个人
像耶稣还没有生下来就已经有传记了，
而且是很详细、事先写好的传记。」
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喝什么饮料，
最后穿的衣服怎样被士兵分掉
最后穿的衣服怎样被士兵分掉…
这些细节都一一兑现。
有关耶稣基督的来临、教会的诞生、
宣教的成就，后面还会继续来谈。
从这里可看出这是上帝特别保守、
从这里可看出这是上帝特别保守
也是圣经特别的权威。

5. 写实性 ─ 圣经写伟人的时候，
不像中国人，只有歌功颂德；
中
有
圣经写伟人、甚至于上帝重用的仆人，
 他们有不好、失败的地方，
也是很实在的记录下来做为后嗣的鉴诫
 如果都是隐恶扬善，反而不够真实
把失败也写下来，这种写实就知道是确实的、可靠的
6. 绝对性 ─ 圣经写好以后，不需要更正、修订，
 历史上很多理论，都因为发现新的事证，
所以推翻前面的、做大幅度的修订
 圣经不修订，不是因为老顽固、不肯改变，
圣经不修订 不是因为老顽固 不肯改变
而是因为出于神的启示、不需要修订
几千年来圣经绝对的权威绝不更改 依然有效
几千年来圣经绝对的权威绝不更改、依然有效，
也是证明圣经的权威



十诫也是很超越 ─ 有三个对象，

─ 对上帝，专心敬拜上帝
帝
第四条 ─ 要守安息日，对自己，耶稣说：
安息日不是为上帝设立、是为人设立的，
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离开工作、休息重新得力再出发
后面六条 ─ 对别人
第一条到第三条

有三个次序…
 不可杀人 ─尊重别人的生命，生命第一
 不可奸淫 ─尊重别人的婚姻与家庭
婚
庭
 不可偷盗 ─尊重别人的财物
有很多人颠倒了，要钱不要命、要钱不要婚 不要家庭
有很多人颠倒了，要钱不要命、要钱不要婚姻不要家庭…
921 大地震，我舅舅住的大楼垮了，一家三代安然无恙，
生命健在、家庭在，财产虽然损失但没关系，
生命健在
家庭在 财产虽然损失但没关系
有生命、有家庭，大家一起同心再奋斗就可以了。

7. 超越性 ─ 圣经所谈的主题，
不像一般的伦理道德、宗教规条那个层次而已，
像 般的伦 道德 宗教 条 个
很多的主题是独特的贡献，是其他的书上所没有的…


神论，我们会谈到多神论、一神论，
圣经是三 神论，圣父、圣子、圣灵，
圣经是三一神论
圣父 圣子 圣灵，
又是一、又有三个位格，超过其他的神论



救赎论 ─ 林前一 十字架的道理被当作愚拙，
保罗有点讽刺口气的回答：上帝的愚拙是比人聪明的；
；
林前二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是上帝超过我们想象的一个安排，
是 帝超过我们想象的 个安排，
不但在理论上超越，在实践上也是超越
 救赎的大能真实的改变我们的生命，
是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以作见证的

三个层次 ─
 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都讲行为方面的诫律，是外在的行为
 第九条言语方面，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九条言语方
作假 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牛、驴、财物，
是谈到意念方面，不可以贪心，
方
贪
只要不贪心，前几条行为和言语的诫律也就不会犯了，
从行为到言语到意念，从外到内、多么的完整
虽然只有短短十条诫，
 念快一点三、四分钟全部念完了
 所包含的范围跟层次是多么的完整，
含
，
先敬畏上帝、然后对待自己、对待别人，
会敬畏神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
现在的法律不管这个，但圣经还管…




登山宝训也超越一般的伦理道德，

一般谈到对待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得罪我们，
赦免、不计较、不计恨，已经很伟大了，
可是圣经不只如此，它叫我们要爱仇敌，
这个层次是更超越的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希望人家这样对待你 也不要这样对待人
不希望人家这样对待你、也不要这样对待人，
圣经讲得更积极 ─
你希望人家这样对待你 你就先怎样对待人
你希望人家这样对待你，你就先怎样对待人

二、外证 ─ 圣经之外有那些证据？是更客观的…
1. 新旧约的预言，继续在后来的历史应验
 前面圣经的预告、后面的圣经应验，还算是内证
 圣经写作完毕之后才应验的事情，就是很重要的证据了
 古代有名的海港推罗、西顿，
照圣经的预言后来毁灭了
 巴比伦也是、以东也是


登山宝训的境界，无论爱仇敌、先对别人好…
训
一切都是那么的超越。
经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超越之处 ，
圣经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超越之处…，
这些超越性，也可以看出圣经的权威。

2. 传道的果效 ─ 主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已经预告，
太廿八使万民作门徒，太廿四传遍天下，徒一传到地极，

这些是极大极难的事情，圣经照着自己的预言应验了。
旧约也老早提到…
创十二1-3
创十二1
3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加三14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

可以临到外邦人。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
赛四九6b 归回尚为小事，

以色列归回已经应验
太廿八
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
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徒一
回头一看，95% 以上已经应验，
多
多数民族、地区、偏远地方，
，
都有宣教士去了。

巴比伦
玛代
波斯
希腊
罗马

以色列的亡国跟复兴，
徒一耶稣要升天的那
徒
耶稣要升天的那一天，门徒还在问这件事，
天，门徒还在问这件事，
耶稣回答：「父已经定了时候和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句话是肯定的！
这事到1948 年才成就，以色列终于复国，
这是伟大神迹 ─
没有一个国家亡国两千多年能够复国。

但二32-35 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银的脚，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你观看
见有 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 被风吹散 无处可寻
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
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半铁半银 - 罗马政权征服那么多民族，
罗马政权征服那么多民族
却没有办法真正融为一体
 打碎巨像的石头，却是一颗活石，
打碎巨像的石头 却是 颗活石
扩大如山、充满天下…


描写罗马帝国以后，福音的扩散
描写罗马帝
后 福音的扩散
像一座会长大的高山，扩散到全天下。
二43 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

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这些民族并不能融合成为一体、不能真正的相合。

二44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
天上的神必另立
国 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这当然是在讲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
 这个天国在罗马帝国时代诞生
 一产生，就永不败坏、永不会
被别国征服 也有能力征服列国
被别国征服，也有能力征服列国
这是关于宣教的应验旧约的部分，
旧约已经让我们清楚看见 ─
救恩不是只临到以色列人，
也临到天下万族列邦。
这些是照字面上应验的，
所以也是外证、是外在、客观的印证。

路二22-32 耶稣生下来满了第八天，去耶路撒冷圣殿行奉献礼，

有一个人名叫西面，是很公义、很虔诚的老人家，
有
个人名叫西面 是很公义 很虔诚的老人家
一生就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当看见约瑟 马利亚抱着耶稣进来的时候
当看见约瑟、马利亚抱着耶稣进来的时候，
就把耶稣这个小婴孩接过来，称颂神说：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这个救恩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从教会历史来看，这福音是先给以色列人的，
 可是多数以色列人不认耶稣作他们的弥赛亚
 福音就先给万民、先给外邦、传遍天下，
福音就先给万民 先给外邦 传遍天下
罗十一当外邦人得救的人数都填满了，
以色列全家才要得救
给万民、给外邦、然后以色列，也已经应验了大部分了。

太廿八18-20 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万民不是万人，是每一个民族，
万民不是万人
是每 个民族
 现在新约已经有三千种文字
 正在翻译，最少、最偏僻的民族，
正在翻译 最少 最偏僻的民族
有四百个语言正在进行，就是最后的应验
徒一6-8 那时耶稣要升天了，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任务不是以色列地上政权的复兴，
 你们的任务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会得到能力
 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极
最偏僻的地方
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政治领袖，
希望他的国可以遍满全天下、
统治万民 每一个民族
统治万民、每
个民族，
很多人有这个心志，只有耶稣说到做到。

传给万民，到了启示录就已经预告将来完全的应验…
启五8-10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歌颂神：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启七9-10 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

虽然都是指着将来的应验，实际上已经应验绝大部分了！
 现在世界上还真正没有福音的地区已经是非常偏僻了
 过去十年在回教地区，我亲眼看见
很少数的民族 福音进去了、
很少数的民族，福音进去了、
他们自己已经起来领导教会
我们从宣教的预言、后来的应验，
我们从宣教的预言
后来的应验
可以看出圣经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