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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论 ─ 圣经的权威，外证
3. 恒久性：

圣经在严厉的考验当中，做到它自己所说的…

太五17-18、启廿二18-19
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不能删除的。神的话是 点 画都不能废去的、不能删除的。

历史上有多少消灭圣经的运动，

基督教 经 屹而基督教、圣经，仍然屹立不摇，

这个是两千年来，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

 所有在历史上要消灭基督教的，都被消灭了

 现在还有这个妄想的，也要亲自尝到苦果

圣经照它自己所预言的，

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应验的，点 画都不能废去、都要应验的，
从恒久性，就可以知道他的权威。

4. 普遍性 ─ 圣经是可以让万民，每一个民族都得到益处的。

新约圣经 已经翻译成两千多种语言新约圣经，已经翻译成两千多种语言，

正在翻译的还有四、五百种。

佛教徒也很多 佛经翻译成的语言佛教徒也很多，佛经翻译成的语言，

跟圣经比起来差太远了

圣经 译成各民 各族 各国的语言圣经翻译成各民、各族、各国的语言，

是照圣经自己所预言的，表示它是

每个民族、地区、国家、每个人，心里真正需要的，

因为这是上帝的启示

太阳照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天一亮就起来读经，

而且是许许多多的人，而且是许许多多的人，

没有第二本书像圣经

 能够满足普天之下所有信它之人的需要 能够满足普天之下所有信它之人的需要

 其实不信的人也需要，只是他们还不知道

5. 充足性 ─ 史料很充足。

要判断历史上的记载 传说是否真实要判断历史上的记载、传说是否真实，

不能只单凭一个线索而已，

有 多 材料来 相要有很多的材料来互相印证。

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
文 禹 真甲骨文专家…大禹不一定是真正的人，

可是大禹治水史料太充足，

当时的文献、夏商周都有记载

圣经的史料也是最充足的，本身就一百万字
写作的过程，其他的历史书跟其他的

文学记载，也多的不得了，

两千年来圣经研究，多少房间才装得下

这么多的史料 如果你还不相信它是真的这么多的史料，如果你还不相信它是真的，

那所有的历史书都该丢进垃圾桶。



三、主观的证据 ─ 现代科学流行的是客观，

认为主观不可靠 实际上主观就是应验在我们身上认为主观不可靠，实际上主观就是应验在我们身上。

人类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滥用上帝给他的自由，

离开上帝以后，个人、整个人类都迷失了…
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 ─ 向神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圣灵内住、
重生得救，照圣经的话来过我们的生活，

 无论家庭、婚姻、社会，在各方面都会改善，

经历到圣经是真实的
 当经历圣经是真实的，像人生、人类的地图，

把迷途的人们引到正路来，走对了

真的应验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主观的证据！

经历到了以后 拜托你不信 也是没办法的经历到了以后，拜托你不信，也是没办法的，

因为你已经历到这是真实的…

有这么多内证、外证、主观证据、很多基督徒做见证，

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不信呢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不信呢？

四、常见的反对论调

1. 有自然科学的错误，例如：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实际上，圣经上没有这句话，

只是以人类居住的地球做中心，来描写事情

上帝才是一切的中心，描写人类被造、堕落之后，

上帝怎么样把人类寻找、拯救回来…
圣经是救恩的教科书，不是天文学的教科书，

是一种文学，从人看星球这个角度来描写星球

虽然教会历史曾经犯错，教会领导把地球是圆的、虽然教会历史曾经犯错，教会领导把地球是圆的、

地球会动、地球绕着太阳跑，都当作异端。

这是教会历史的错误 不是圣经的错误这是教会历史的错误，不是圣经的错误，

不能因为圣经被误解，就说圣经是错的。

2. 历史方面的错误 ─ 年代不太准确，

全世界公用「西元 公元」 教会界「主前 主后」全世界公用「西元、公元」，教会界「主前、主后」，

有三、四年的误差，是以耶稣的诞生作西元的开始。

古代的历法还在 究发展的阶段古代的历法还在研究发展的阶段，

到近代才愈来愈精细、愈来愈准确

纪 很 差圣经的纪载只是很粗糙的、误差好几年，

因为圣经本身就有好几套的历法

古代人不像现代人，时间精密度是不一样的，

布农族人搭火车为例…
火车来了就上车，根本不用看时刻表

古代生活不紧张，现代紧张兮兮的…

不是圣经在历史、在时间上的错误，

而是古代历法 精密度 跟现代不一样而是古代历法、精密度，跟现代不 样，

现在精密角度去回朔、去推算，可能有误差。

3. 新约引用旧约的错误

新约无论耶稣基督、其他作者，

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很多字句是不一致的，

这不是错误…
是引用精意、核心的要意，而不是引用字句
 不像现代人当引用别人的文章，

为尊重别人的智慧财产，字句是不能改的

耶稣跟使徒引用旧约的时候，会去改，

因为新约比旧约更清楚因为新约比旧约更清楚，

旧约只是照片，新约才是本人、本尊出现

新约诠释旧约的时候 字句上是会改的新约诠释旧约的时候，字句上是会改的，

不是矛盾，是因为新约有进一步的发展、

是更权威的是更权威的



路四16-19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
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 处写着说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赛六一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赛五八6b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赛五八6b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耶稣是很自由的，不必像现代人写论文要很严谨，

耶稣比旧约先知更权威，可以把旧约亲口作新的诠释
 不能说耶稣错了，只能说耶稣是更权威的

4. 神迹奇事不科学，是错误的

圣经里有 些是超过 般科学的 超越 般经验的范畴圣经里有一些是超过一般科学的，超越一般经验的范畴，

人习惯于把过去看见过的事情、习以为常当作真的，

有看 作 是 类 自没有看过的就当作假的，这是人类画地自限。

人类还不能测量、不能听到、不能看到、

多 很仪器还不能测量到的现象，还多的很呢！

 这个不是不科学、而是超科学，

是超自然、而不是违背自然

自然只是看惯的神迹、神迹是看不惯的自然，自然只是看惯的神迹、神迹是看不惯的自然，

自然界也是上帝的神迹 —
这么多星球运行 是上帝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么多星球运行，是上帝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包括最精巧的人体、最不可思议的人心，

野地里一朵小花 都是上帝奇妙的设计野地里 朵小花，都是上帝奇妙的设计

这是神迹、神的作为！

马丁路德：「上帝把神迹写在春天的每一片叶子上。」

冬天所有的植物都枯干 好像都 掉 寂的白色冬天所有的植物都枯干、好像都死掉、死寂的白色，

春天却绿油油的，各种的绿色取代冬天白色、灰色，

气 变成 意盎 这其实是 个神迹死气沉沉变成生意盎然，这其实是一个神迹！

有一些神迹是超过我们习惯的自然现象，

上帝并没有被人类的自然现象所限制住，

如果神不能行超自然神迹，他就不是神了。

圣经所讲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腿的行走、死人复活，

对上帝来讲，生命是他造的，他有办法…对上帝来讲，生命是他造的，他有办法…
只是人类把真理限制在自然的范畴、

以为这个之外就没有了，以为这个之外就没有了，

 是画地自限、封闭的系统，不是圣经的错误

人类的预设立场 就把超自然的神迹当作错误人类的预设立场，就把超自然的神迹当作错误，

其实这本身是一个错误

5. 道德观问题 ─ 上帝那么残忍，进迦南地杀那么多人…
上帝 定律 的结 就 亡这是上帝对罪恶设了定律 ─ 罪的结局就是死亡。

那时迦南太败坏，把自己婴孩献给假神，

淫乱，庙里面的女祭司跟信徒犯奸淫…

上帝不愿意以色列人在那个社会上帝不愿意以色列人在那个社会

同流合污、一起败坏，

将来圣经要从以色列产生 救主要从以色列出来将来圣经要从以色列产生，救主要从以色列出来，

所以提早消灭迦南人

这不是上帝的残忍，而是对罪恶的愤怒，

 他可以马上处理，像进迦南地一样，

也可以等人死后再处理

上帝的公义没有改变过，

这是人类不了解，就以为他那么残忍



台大哲学系教授陈鼓应《耶稣新画像》—
「很多人都被骗了 为上帝是多么慈爱「很多人都被骗了，以为上帝是多么慈爱，

不是的，上帝是很残酷的，杀那么多的人。」

唐崇荣牧师回应说︰「如过上帝真的很残忍，

他不会让《耶稣新画像》写出来，可能事先就把他杀掉了，

上帝还许可他写，表示上帝不是像他所说的残忍。」

有人说圣经写罪恶的事情，

比如大卫犯淫乱的经过等等，圣经不干净，

圣经的确有记载这些犯罪的事情，

是让我们圣洁、看了知道严重性不敢犯罪
不像很多让人败坏的书，引诱人去犯罪
这不是缺德，反而是真正的道德，

用这些来警诫人类。

6. 圣经有很多落伍的东西不合时宜，这是用 —
流行来论断永恒 暂时来论断长远 相对的来论断绝对的流行来论断永恒、暂时来论断长远、相对的来论断绝对的。

从旧约、到两千年前福音书时代、到如今，

得 命 得 丰盛圣经依然可以让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圣经一些标准，承认跟时代的风气不一样，

恋例如对同性恋、对女权的看法…
 创一上帝照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一样崇高

 可是功用不一样，夫妻的配搭，丈夫要出来领导，

妻子要学习配合，也要求丈夫要为妻子舍己

圣经要求妻子顺服，这跟现代的流行不一样，

 但照这样做，会体验到是最蒙福、最合适的，

不要因为跟时代的风气不一样，就觉得落伍了，

流行的东西只要不合真理，有一天都要被废去，流行 东 要不合真理，有 天都要被废去，

反而圣经，一点一画都不废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