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   圣经是神的话语吗？ 

 

唐纳德·约翰斯（DR. Donald F. Johns）博士是我所
喜爱的一位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对启示作了阐述。他

阐释道，人们对神的概念，由于其人文主义偏见，使他

们把圣经视为另一本书而已（约翰斯，19 页）。其实，
一旦接受了关于神的观念，也会接受关于启示的观念。 

首先，存在启示的“概率”。有能力创造宇宙的神，

也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向人类显明他自己。 

其次，存在启示的“盖然性”（亦称“或然率”）。在

造物中所显明的神的性格，使启示成为可能。神这位创

造主，或许会希望向他所创造的人类显明他自己，以使

他们明白自己。 

第三，有启示的“愿望”。历世历代的人和所有地方

的人们，都渴望有某种超自然的启示。每一种文化都总

会有一种宗教。显然，这并不意味着神创造人的时候，

赋予了人类他并不打算使之得到满足的愿望。 

第四，有启示的“必要性”。单单良知和理性，已经

足以使一个人认识到他个人的罪，但是，为了使人从罪

中得到拯救，还是必须有启示。只有某种神圣启示所揭

示的拯救计划，才能确保人类得到救赎而脱离罪的“刑

罚”和“权势”。 

我们已经探讨了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作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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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启示。然而，有什么原始资料或文献，向我们阐述了

耶稣的生平和教导吗？那些文献资料可靠吗？当然有，

圣经就是关于基督和基督教的原始资料或手册。我们必

须探讨这本书，力求对它的背景和可靠性有一定的认识。

这是本课的主题。 

课文大纲 

 圣经出自何处 
 圣经中的难点 
 圣经的权威性 
 如何理解圣经 
 一个挑战 

思考题 

1、爱情故事与科学教科书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创作一本确实可靠的书，其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是
什么？ 

3、现代科学研究和发现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关于确实
可靠的圣经的观念？ 

4、你最希望在圣经中发现哪些错误？ 
5、如何运用逻辑来思考圣经的权威性？ 
6、你将如何对圣经作个人的深入学习？ 
7、你愿意严肃认真地研究新约圣经中的某些部分吗？ 
8、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了真理，你都会愿意接受它
吗？ 

 

 112



词汇学习 

预表（anti type）——  与某种预示相一致，或者是在某
种预像中所预示的某样东西。 

启示（apocalyptic）——圣经中的启示录；与预示这个世
界的终极命运有关的。 

亚兰语（Aramaic）——公元九世纪以来为人所知的闪米
特人的一种语言，并被多种非亚兰民族的人民接受为习

惯语，其中包括巴比伦时代被流放的犹太人。 

高等评鉴学（higher criticism）——研究圣经著作，以确
定它们的文化历史和作者们的意义和目的。 

人本主义（humanism）——宣称人有能力通过理性来自
我实现的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常常排斥超自然主义。 

绝对正确（inerrancy）——不会犯错误的；毫无瑕疵的。 

预言（prophecy）——宣告神的旨意。 

预表论（typology）——认为基督时代的事情是旧约时代
的事情的象征对象，或者是由旧约时代的事情所预表的

一种教义。 

预示（type）——起到了表明某个事物，即将出现其作
用的某样东西。 

课文进程 

几年前，我在一所大学里遇见了一位人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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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们在第三课中所阐述的意义，通过与耶稣基督的个

人关系，他刚刚成为一位基督徒。正在试图把人类学的

科学原理，与他的新信仰联系在一起。 

我们讨论了创世记关于人的起源的最初几个章节和

五经（旧约圣经的最初五卷书）的作者身份。他感到颇

为失望地说，“我只希望摩西多说一点点关于人类的起

源！” 

他曾经多次表达了对于圣经的类似愿望。重要的是，

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认识到圣经是一部特殊的著作，是为

着一个特别的目的而写作的。它并不是为了法庭或者是

实验室而写作的。它不是这样一部侦探小说，人类掌握

着几条线索，努力追踪难以捉摸的神。 

对圣经的最佳描述是，它是一部关于爱的故事，是

一部对神与人因着爱和理解而走到一起的历史记载。圣

经呈现了神的真实性和神的人格。圣经的写作不是为了

引发争论，也不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更不是为了向另

一宗教体系提供一部“神圣的书籍”。 

英国圣公会牧师米迦勒·格林（Michael Green）对
于圣经的特殊旨意，作了很好的阐述：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籍。这是一本阐述人与人、

人与宇宙以及人与神的总体关系的书籍。就其涉及到科

学领域的方面来说，它也是以普通的日常语言来表述的，

如讲到了太阳的“升起”和天空在“高处”。任何人和宗

教都没有权力，规定科学家对于物质宇宙的信念，要建

立在圣经的某一特别诠释的基础之上。相反，圣经鼓励

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要让人类掌管自然，在宇宙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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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造主的道（格林，43页）。” 

圣经出自何处 

我们通常认为，圣经由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两个部分

组成：旧约和新约。我们还可以说，圣经是一些短小的

书卷的汇集或集子，这也是正确的。它是“活的著作”，

是属灵珍品的百科全书。圣经的统一性当中蕴含着多样

性，这看似矛盾而实际上正好说明了其超自然的出处。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探讨一下，与圣经有关的下面六个方

面。（整篇课文都可以用于这六个方面的主题）。 

（一）时间 

圣经的写作和编辑，大概用了 1600年左右的时间。
摩西大约在公元前 1500年的时候开始写作。使徒约翰大
约在公元 100 年的时候，写作了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
（“最后”是根据其在圣经中的位置和时间顺序而言的）。

巨大的时间跨度，极大地妨碍了产生一个统一整体上的

协作。然而，圣经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了神在带领完成

这一优美著作方面，发挥了持续的影响。 

（二）作者身份 

大约有四十个不同的人，参与了圣经的写作。这些

作者来自生活中的各行各业，其中包括牧人（阿摩司）、

智者（所罗门）、王（大卫）、农民（弥迦）、渔夫（彼得）、

医生（路加）、学者（保罗）、政治家（但以理）、税吏（马

太）和祭司（以赛亚）。你会看到，正如圣经的写作，有

 115



着巨大的时间跨度一样，圣经的作者们，也同样在背景、

教育、词汇和经历上，有着巨大的不同。没有超自然的

带领，如此不同的一群人的联合写作，决不能成为一部

完整统一的巨著。 

（三）语言 

至少采用了三种语言，来向人类传达神的书面信息。

旧约圣经的主要语言是希伯来文。新约圣经主要所采用

的是希腊文。在一世纪期间，希腊文是古代世界的国际

语言。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有些部分都使用了阿拉米

语（又叫亚兰语，译者注）。亚兰语曾经作为圣经世界的

主要语言达两百年之久（大约公元前 500-300年）。作者
们用他们当时最通行的语言来写作圣经，而不是使用神

所特别启示的语言或专业术语。 

（四）写作方式 

圣经使用了很多写作方式或风格。有各种各样的的

律法——民法、刑法、道德法和礼仪规则。有诗歌、历

史、比喻、寓言、哲学、自传、个人书信、教义、回忆

录和日记。当然还有预言和启示这些独特的圣经方式。 

（五）地点 

圣经的实际写作中提到了很多地方，几乎与行为本

身所发生的地方一样多。例如，摩西在西奈半岛的沙漠

中写作，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口述书信，大卫在巴

勒斯坦的山坡上歌唱他的诗篇，约翰则在小亚细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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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土耳其）沿海的拔摩小岛上写作，但以理在巴比

伦被掳的时候，看见了关于将来的异象，以赛亚在圣城

耶路撒冷作预言。圣经是在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国家

和三个大陆上——亚洲、非洲和欧洲写作的。 

（六）内容 

圣经内容丰富，包含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所有感受、

情感、问题和感兴趣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从米迦勒·格

林的著述中注意到，圣经是“一本讲述人与人、人与宇

宙以及人与神的总体关系的书”（格林，43页）。这是事
实。一个人可以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主题，诸如宗谱、

道德、保持好健康的规则（身体上和精神上）、生育孩子

的建议、地理、历史、做领袖的原则、战争和战争策略、

友谊以及祷告。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的，以及对人重要的

任何东西都有所触及。如果不是直接触及，就是间接地

触及。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都被提出来，并得到了探讨。 

然而，圣经奇妙地“协调一致”。只有承认圣经是受

到默示的，才能解释这一点。圣经中被译为“默示”的

那个词（提摩太后书 3：16）是从希腊语“theopneustos”
直译过来的，所谓“默示”就是具有神性的本质，赋予

了其生命和意义。这一“神所默示”的特性，使得圣经

的写作历经数百年、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和版本，而没有

任何错误或漏洞。 

圣经中的难点 

当今最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圣经包含很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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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矛盾、夸张和神话。对于某些科学发现的解释

和破坏性的批评，使得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实际上

是不可能，过分地相信圣经。我坦诚地承认，部分圣经

经文的内容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经文

来说，这些问题是很小的，对圣经的神性本质和真理没

有任何影响。 

法国学者雷纳·巴赤（Rene Pache）探讨了圣经中
的难点问题。下面述评就是建立在他的观点和研究基础

之上的（巴赤,141-158页）。 

首先，有想象的难题。所谓“圣经中无法解决的问

题”一直被极度地夸大。这些问题通常是表面的，完全

是因为缺乏研究和从批评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导致的。

诸如“该隐的妻子是从哪里娶的？”以及“喉咙狭小的

鲸鱼，如何能够把约拿整个人吞进去？”，便是这一层次

的问题的例子。（Ａ） 

其次，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难题会在适当的时候，因

为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信息而迎刃而解。仅仅只因为与现

在的知识不一致，而指责圣经有差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例如，一个世纪以前，很多学者指责圣经的“历史

记载不准确”。然而，圣经考古学系统地排除了很多这样

的异议。旧约圣经中多次提到的赫人，长期以来受到了

历史学家的巨大怀疑。没有任何古代资料提到过这些古

人，只有圣经提到过。因此，人们认为圣经是错误的，

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然而，1906年在土耳其开始
的考古挖掘，证明 Boghaz-koi就是远古赫人王国的遗迹！ 

而且现代精神病学，也开始发现了圣经中所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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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世纪以前的人类个性。声望卓著的心理学家霍巴

特·莫拉尔（O. Hobart Mowrer），引用了耶稣的话语来
说明现代心理学概念。他说，“一个人的罪将要从房上被

宣扬的观念，出自路加福音”。（Ｂ）因而，在引述了路

加福音之后，莫拉尔教授继续说，“这段经文信息，体现

了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见解，即罪疚是‘精神官能症’的

核心，如果这种罪疚之前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也没有

自觉地特意进行补赎，那么，它就会不自觉地‘被接纳’，

并表现为一种‘症状’（莫拉尔，96页）。” 

根据这一例子和其他例子，莫拉尔博士得出结论说，

耶稣基督是“一位卓越精明的医生。”（同上，97页） 

第三，有些难点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真实的。情况

常常会这样，认真仔细地研究，会表明似乎矛盾的经文

信息实际上是互补的。正如巴赤所说的那样，“提供了使

两种阐述保持和谐一致之可能办法的任何解决方案，都

比不准确或错误的假设要好得多，无论那些阐述是出自

同一作者，还是不同的作者，这是历史学的一条最基本

原则。根据其他任何原则的做法都是假定错误，而不是

证明错误，这是众所公认的（巴赤，221页）。” 

例如有人指控，关于创世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记载，

一种见于创世记第一章，另一种见于创世记第二章。有

些人声称，这两种记载的语言不同，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提出了两种关于神的不同概念。 

仔细观察的时候，似乎成为问题的东西，实际上只

是目的上有所不同而已。这两章经文的目的是不同的，

因此，其使用稍微有所不同的语言风格，也是可以接受

的。创世记第一章，记载了宇宙的创造和其中的栖息物，

 119



包括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类。而创世记第二章，则作

了更加详细的记述，诸如对人的环境的描写，对顺服的

试验，以及创造夏娃的细节。因此，创世记第二章的主

要目的，是描写导致人堕落的事物的本质，第一章只是

记载神的创造作为。这两章经文既不相互矛盾，也不是

简单的重复。（根据弗雷的著述，12-15页，29-31页）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的话，创世记的作者把这两章记

载紧挨着放在一起，会显得是多么愚蠢啊！这里的错误

只是批评家们的判断，而不是圣经本身的错误。 

第四，当然应当承认，对于圣经中的有些问题，圣

经学者们还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幸好这些问

题并不多，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问题。例如，在不同的

古代手稿当中存在着一些变化，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变

化在数量上并不多，对整个信息来说也微不足道。尽管

如此，关于经文的评论文章，还是不断地研究它们，以

精确地发现圣经所说的是什么。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的若干世纪中，有少量错误是由

文士或缮写员所造成的。这些错误，通常只涉及到圣经

中的单个字母或单词，或许偶尔也涉及到某个词组或经

文段落。然而，这些错误的影响还是很小的。 

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总是能够精确地发现希伯来语、

亚兰语和希腊语经文含义中的细微差别。因此，在语言

翻译中所使用的某个词语，可能会不是最精确的词语。

在某些经文信息中，各种事件的精确编年史或精确顺序

是难以确定的，这也是事实。然而，这样的难题，不会

影响到圣经的重要教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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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各种圣经手稿中，只发现了少许微不足道

的错误，这进一步表明了其神圣的出处和保留。从圣经

所涵盖的时间跨度、文化和作者的多样性以及所阐述的

内容的丰富广泛性来说，这是非凡卓越的。而更加非凡

卓越的是，在教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圣经在很多时候

被翻译成了各种不同的语言，也经常被翻译成某种单一

语言。然而，它仍然实质上保持一致，尽管它经过了全

球范围的流传和运作。 

圣经的权威性 （Ｃ） 

伟大的英国学者多德（C. H. Dodd）（D）说，基督
教不只是把圣经视为一本关于宗教文化或礼拜材料的集

子，“而是一直把它视为信仰和道德上的最权威教义，是

从神而来的，是正确可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督教，

一直以来都是关于启示的宗教”（多德，第 8 页）。这就
意味着光靠人的理性，是无法发现基督教的终极真理的，

必须有神的介入，藉着圣灵才能证明神的话语的真实性。

这一基督教立场，在十八世纪以前是毫无异议的。而从

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兴起了一场所谓的“破坏性批

评”或“否定性批评”运动，圣经的权威性受到了严厉

的攻击。很多书籍试图用人的理性来取代圣经的权威性。

由于神学家们试图摧毁历史上尊重圣经的基督教立场，

基督教社会遭到了严重破坏。 

然而，我要向众多的基督徒们，重申我对圣经的信

心，事实上，我信靠圣经。那些人多年来对圣经的攻击，

只不过更加巩固了圣经的地位。他们永远无法摧毁圣经

信息及其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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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方法可以证实圣经的绝对正确性。 

（一）公开承认的方法 

公开承认的方法就是凭着信心，承认圣经是神的话

语。无需作出理性的辩护，因为理性无法用来证明高于

它的东西。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把当今的科学工

具用于圣经学习，而又不至于放弃对圣经的基本信心。

当然，这种方法并不能满足每一个人，它有利于那些“容

易相信”的人，但是并不能满足那些多疑的人。 

（二）预先假定的方法 

预先假定的方法，首先假定三位一体的神：父、子

和圣灵，带着绝对的权威通过圣经对人说话。因此，圣

经是“自我证明”的。这种方法的推理过程如下： 

前提 A：圣经是神的绝对正确的话语。 

前提 B：圣经证实了其自身的绝对正确。 

前提 C：圣经的自我肯定是绝对正确的肯定。 

结论： 圣经是神的绝对正确的话语。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结论在第一前提中得到了明

确阐述。在逻辑学中，这称为“循环推理”，因为它“回

避正题”。为了肯定圣经的权威，它作了这样的前提立论，

然后相信这一立论，因为它是受到默示的。从表面上来

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论证，但是，我们完全处于这种

过程的逻辑界限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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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圣经断言其自身是神所默示的为前提，是完全可

以允许的。推理过程要求要依据前提来得出结论。圣经

不断地肯定它完全是神要对人所说的话。事实上，圣经

是“神的话语”这个观念，在旧约中的表达，就超过了

3800次之多。 

（三）古典的方法 

古典的方法既涉及到内在的证据，也涉及到外在的

证据。它的前提是“圣经总体上是可靠的”，然后得出“圣

经是完全正确的”结论。 

其推理过程如下： 

前提 A：圣经是可靠的文献。 

前提 B：根据这一可靠文献，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前提 C：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是绝对正确的权
威。 

前提 D：耶稣基督教导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前提 E：由于圣经出自神，因此它是完全可靠的，
因为神是完全可靠的。 

结论：根据耶稣基督是绝对正确的权威，基督徒们

认为圣经是可靠的或者说绝对正确的。 

请注意，古典的方法没有使用循环推理。每一个前

提，都包括了容易犯错误的理性的人类，所做出的归纳

和推理。它既不是一种预先的假定，也不是一种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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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跃进”。它既涉及到认真细致的历史调研，也涉及

到逻辑推理。我们有历史日期，有圣经资料，有拿撒勒

人耶稣的生平。这种论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正直诚实

的基础之上的（第三课的主题）。 

十九世纪的一位德国神学家马丁·客勒尔（Martin 
Kahler）曾经这样说，“我们不是因为相信圣经而不信靠
基督，而是因为我们信靠基督而相信圣经”（蒙特歌马利，

247页）。（Ｅ） 

卫理公会的创立者约翰·卫斯理对圣经的启示有一

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圣经一定是下列三类作家中其中

之一的创作：好人（或天使）、坏人（或魔鬼）、神。好

人或天使不可能创造它，因为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虚构一

本书，然后写作的时候一直在撒谎，说主这样说或那样

说，而实际上这是他们自己的创作。坏人或魔鬼也不可

能创作它，因为他们不可能创作这样一本书来主张正义、

劝阻犯罪和审判恶行。因此，很显然，结论是圣经一定

是在神的带领和默示之下写作的，正如圣经实际上所宣

称的那样。 

如何理解圣经 

因为圣经是可靠的神的话语，它的教导与真理直接

相符，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阅读它。而不

应该像阅读报纸、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是像阅读科学

杂志那样来阅读圣经，必须以认真、默想和灵修的方式

来阅读圣经。 

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根据我们的先入之见来诠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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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圣经。这样做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个人偏见，带入

到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当中，使得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适

合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合于我们想要相信的东西，

或者是适合于我们以前所接受的教育。然而，如果我们

这样做的话，便是滥用圣经，也损害了圣经的果效。让

圣经来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的个

人生活方式。你知道，圣经启示的旨意并不仅仅在于一

个身体，而是在于面对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圣经上所传

播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使圣经内容具有了伟大深

远的意义。 

只有新约圣经直接说到了耶稣，这是事实。然而，

旧约圣经也提及了基督的到来。因此，耶稣是贯穿整部

圣经的“黄金主线”或主题，是圣经一致性和构思的依

据。思考下面说明了旧约与新约二者关系的图示： 

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 

从神开始                    从基督开始 
摩西和众先知                基督与使徒们 
外在形式的发展和      内在原则的发展和 
内在原则            外在形式 
旧约中所包含的新约           新约中所包含的旧约 
预表和预言                   预表与成就 
应许                         实现 
开始：“你在哪里？”         开始：“他在哪里？” 
（人——创世记 3：9）      （基督——马太福音 2：2） 

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就像两个人用一根棍子抬着

一大串葡萄。前面那个人（那就是旧约圣经）看一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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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葡萄，然后抬起来，在前面领路。后面那个人（那就

是新约圣经）可以完全看到前面那个人，也可以完全看

到属于他们的那串美妙的葡萄。旧约圣经所预表的“救

赎”，是圣经的主题，在福音书中得到了成就，在使徒书

信和启示录中得到了应用和实现。 

为了简单明了，理解圣经的原则可以归纳为下面三

个小标题，它们可以称为理解圣经的 ABC：精确性
（accuracy）、背景（background）和常识（common sense）。 

（一）精确性 

人物、地点、事件、物体和话语，必须在某一特定

经文信息中，得到精确的定义或定位。要明白谁在说话、

谁在听讲以及所说的内容是什么。你应该尽可能多地集

合，与你所阅读或学习的经文信息有关的重要事实。 

（二）背景 

必须根据经文信息的背景和上下文来诠释圣经。任

何经节或经文段落，都不能作为孤立的经文来诠释，也

不能拆开来诠释。对圣经最好的评注是圣经本身，记住

这一点颇为有益。我这样说指的是，通常某一位圣经作

者所介绍的概念，会为另一位圣经作者所详细说明，而

其最全面的含义，由其他一位圣经作者所阐释。虽然各

种观念或教导之间不会有冲突，但要理解经文信息的上

下文，以便全面地认识到这段经文信息，与整部圣经之

间的关系，这颇为重要。应该考虑到经文信息的文化和

地理背景，但是不应该过度强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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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用常识来阅读圣经就是要明白到圣经所说的含义，

并信以为真。然而要记住，还必须考虑到圣经常常使用

比喻和诗歌语言。例如，“地的四极”、“地球大圈”或者

“地是神的脚凳”所使用的都是比喻性语言。这样的语

言不应该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因为那样的话，圣经将

会与我们所认识到的球形地球和无限宇宙大相径庭。记

住，圣经所使用的是它那个年代的人们所共知的词语，

而不是介绍先进的科学术语，否则会有违于圣经的主要

用意。 

我曾经有机会多次向那些不相信圣经，以及不相信

圣经中所说的神的人们发表讲话。在我演讲的时候，人

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总的来说，那些反对意

见都是真诚的。在应对了他们的问题和困难之后，我常

常会有机会，以简单的日常语言来表达我个人所经历的

信心。通常情况下，我的听众都会做出这样的回应，说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如此阐述基督教”，或者是“噢，

如果我具有你所说的那种简单的信心就好了”。你知道，

这不只是智力上的推理，而是关乎心灵、意志和情感的

事情。信心不是相信某本书，而是与一个人的相遇。 

我对你的建议是：花时间和精力，从头到尾完整地

阅读新约圣经。尝试制定一个系统的学习计划，然后执

行这个计划。阅读圣经的时候，准备好纸和笔，放在旁

边以便于做笔记，把任何疑问、问题、见解和思想都记

录下来，以备以后深入研究思考或与某个朋友讨论。在

你学习圣经的时候，要请求圣灵，帮助你把所阅读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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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包含的真理和深刻含义，运用于解决你的各种问题

和你的生活当中。 

让我充满信心地告诉你，你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不会

浪费你的时间，也不会浪费你的精力。要记住，看见光

明，虽然开始的时候它可能会是黯淡的，但是比一直在

黑暗中跌跌撞撞要好得多。在接近你所看到的光明的时

候，你会发现它将临到你。当你经历光明的时候，那就

是相遇，就是本书的目的。使徒约翰提到耶稣的时候说，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 1：4） 

一个挑战 

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那么，又怎么可能相信圣经

所描述的耶稣呢？神知道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此，他

不仅差遣他的活的话语（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而且还

为我们真真确确地保留了他的书面话语（圣经）。当今世

界大多数东西都被视为是相对的，似乎这个世界上已经

没有绝对的东西了。我们必须重申，神是可以信靠的，

他的儿子和他的话语，也是可以信靠的。他们没有提供

一幅虚假图画，也没有提供 “迂腐” 的生活观念或陈
旧的生活目标。 

如果你的学习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设想你会

愿意按照刚才所给出的某些建议而继续学习。因而，下

一个问题是“从何开始？” 

“如果你真正地希望听到神通过圣经对你说话的声

音，”路易斯·卡塞尔斯（Louis Cassels）说，“你必须做
好准备，不仅仅只是阅读圣经，而且还要认真系统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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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它”（卡塞尔斯，33-34页）。 

通常情况下，学习一本书的正确方法，是从头开始

完整地阅读它。但是，你或许还记得圣经是一本由若干

书卷组成的集子。如果从新约开始，而不是从创世记开

始学习，你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圣经。 

从路加福音开始，然后接着学习使徒行传。这两卷

书是由同一个人写作的，而且它们只讲述了一个单一的

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Ｆ）在路加福音中，路加记述

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出生、事工、死亡和复活。

这是一本由非犹太人，向非犹太人读者所写作的书卷。

路加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位对耶稣生平事件的非常细心

的记录者。他对重要细节也有很好的鉴赏力。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记述了在耶稣复活和升天后，

基督教教会的开始。他描述了基督教，从耶路撒冷到古

罗马帝国各个偏远角落的传播和影响。他还特别记述了，

使徒保罗广游各地的令人兴奋的航程。 

阅读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之后，接着你应该阅读

约翰福音。约翰强调了耶稣的话语，而不是他的行为或

他的生平事迹，尽管约翰福音，也记载了耶稣的一些大

事件和他的若干神迹奇事。约翰的记载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他应该是耶稣最亲近的私人朋友。 

接着应该阅读的是保罗的书信。保罗所写的使徒书

信，是以收信人的名字或收信教会的名字命名的。罗马

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是写给新建立

的教会和新基督徒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把基督

教信心运用于解决他们时代的问题和情况。当然这些书

 129



信，在对我们当今更好地了解基督教和把我们的信心运

用于我们的文化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通过学习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这些书卷，你一定会

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早期教会的实践，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至此，你可以根据你感兴趣的任何顺序，来阅读新

约圣经的其他书卷，但是我应该建议你把启示录留到最

后来阅读。约翰福音的作者，也是启示录的作者。它是

富有启示的著述，是以一种高度比喻的方式来写作的，

历世历代以来为学者们提供了研究和辩论的材料。启示

录是令人感兴趣的书卷，但不是应该首先阅读的书卷。 

当然，旧约圣经也不应该被忘记。在阅读完新约圣

经之后，你应该以轻松方式来学习旧约圣经。你应该从

诗篇开始，因为诗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灵修诗歌集。

此时，也可能对箴言感兴趣。 

然后，尝试阅读一些先知书，如以赛亚书、耶利米

书或以西结书。接下来是读创世记和出埃及记，开始追

踪关于神介入他子民生活和事务的精彩记载。 

虽然，我建议把圣经中的某些书卷，作为首选列在

你的阅读清单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圣经中的其他书

卷不重要，也不是意味着这一阅读顺序，是不可以改变

的，如果你特别有兴趣，把其它部分放在前面来阅读也

无妨。整部圣经都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你有了我们所

建议的背景知识的话，有些部分将会得到更好地鉴赏。 

学习圣经的时候，有些东西会紧紧地抓住人的心，

促使人去思考和行动。愿这也会成为你的发现，正如它

已经是我的发现和其他很多很多人的发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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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Ａ 有些学者认为该隐与他的姊妹结婚，但是不能以此

来指责他们乱伦，因为那个时候地球上只有寥寥几个人

（创世记 4：17）。至于鲸鱼，经文并没有说“鲸鱼”，
而是说“大鱼”（约拿书 1：17）。马太福音 12：40中所
使用的那个希腊词与在标准版圣经修订版中，被译为“鲸

鱼”的那个词，有着同等有效的选择，指的是“海怪”

和“大鱼”。当今生活着的某些种类的鲨鱼，确实能够把

一个人完整地吞吃进去。 

Ｂ 莫尔拉（Mowrer）指的是路加福音 12：1-4，耶稣
斥责了法利赛人的虚伪。一大群人集合在一起聆听。然

后耶稣转过身来对他的门徒们说话。这四节经文，就是

耶稣对他们的讲话的一部分。 

Ｃ 这个章节的大部分内容，是对约翰·蒙特歌马利

（John A.Montgomery）的《神绝对正确的话语》（God’s 
Inerrant Word）第十一章的归纳总结。 

Ｄ 多德（C. H. Dodd，1884-1973）1901年毕业于牛津
大学。他毕生致力于新约圣经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写

作了二十多本著作。 

Ｅ 蒙特歌马利引述了客勒尔《所谓历史上的耶稣与有

历史记载的圣经上的基督》一书（The So-Called Historical 
Jesus and the Historic Biblical Christ）。 

Ｆ 比较，例如比较路加福音 1：1-4与使徒行传 1：1-5。
请注意关于提阿非罗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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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路易斯·卡塞尔斯（Cassels，Louis）所著的《基督
教初级读本》（Christian Primer），美国纽约 Doubleday 
and Company公司 1964年出版。 

2、多德（Dodd，C. H.）所著的《圣经的权威》（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英国伦敦 Nisbet and Co有限
公司 1938年出版。 

3、约瑟·弗雷（Free，Joseph P）所著的《考古学与圣
经历史》（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美国伊利
诺伊州Wheaton的 VanKampen出版社 1950年出版。 

4、迈克尔·格林（Green，Michael）所著的《逃离世界》
（Runaway World），英国 InterVarsity出版社 1968年
出版。 

5、唐纳德·约翰斯（Johns，Donald F）所著的《基督教
之证据》（Proofs of Christianity），美国密苏里州斯普
林菲尔德的福音书出版社（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65年出版。 

6、约翰·华卫克·蒙特歌马利（Montgomery，John 
Warwick）编著的《神绝对正确的话语》（God’s Inerrant 
Word），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 Bethany 
Fellowship公司 1974年出版。 

7、霍巴特·莫尔拉（Mowrer，O. Hobart）所著的《新
集体疗法》（The New Group Therapy），美国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的 Van Nostrand 公司 196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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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雷纳·巴赤（Pache，Rene）所著的《圣经的默示与
权威》（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Scripture），美
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Moody 出版社 196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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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学习的建议 

卡尔·亨利（Henry，Carl F. H）编辑的《圣经与启
示》（Revelation and the Bible），美国密歇根大急流域的
Baker图书出版社 1958年出版。 

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汇编，与本课程的主题密

切相关。 

奎特斯特（Kuitest，H. M）所著的《明白你所阅读的
内容吗？》（Do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Read？）美国
密歇根大急流域的 Wm.B.Eerdmans 出版公司 1970 年出
版。 

这本书最初在荷兰出版，在阅读和诠释圣经上颇有

裨益。 

约翰·蒙特歌马利（Montgomery，John Warwick）
编著的《神绝对正确的话语》（God’s Inerrant Word），美
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 Bethany Fellowship 公司
1974年出版。 

这本书对整篇课文都颇有价值，在本课“圣经的权

威”这个章节中，对该书的第十一章作了归纳总结。 

威廉·尼尔（Neil，William）所著的《对圣经的重
新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the Bible），英国伦敦 Hodder 
and Stoughton公司 1965年出版。 

    第 1-13章尤其与本课有关。这本书是袖珍版的，是
一本非常方便查阅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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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巴赤（Pache，Rene）所著的《圣经的默示与
权威》（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Scripture），美国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Moody 出版社 1969年出版。 

这本由一位法国人写作的书，从学术和实际方面探

讨了圣经，是一本适合于进一步个人学习的好书。 

梅利尔·坦尼（Tenney，Merrill C）编辑的《圣经
——关于启示的永活话语》（The Bible----The Living 
Word of Revelation），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域的
Zondervan出版社 1970年出版。 

这本书有十章，是由十位主要新约学者分别写作的。

本书与本课主题密切相关，对本课的学习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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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 

1、阅读使徒行传 1：1-5。请简单地阐述，关于耶稣基督，
作者路加告诉了我们什么。 

………………………………………………………………
………………………………………………………………
………………………………………………………………
………………………………………………………………
福音书作者约翰告诉我们说，他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一些

“神迹”或神迹奇事，以使他的读者们可以相信耶稣就

是神的儿子（参阅约翰福音 20：30-31）。引述约翰福音
中两、三个这样的神迹奇事，说说这些神迹奇事，如何

使人相信耶稣的神性。 

a……………………………………………………………
……………………………………………………………… 

b……………………………………………………………
……………………………………………………………… 

c……………………………………………………………
……………………………………………………………… 

2、通过认真阅读提摩太后书 3：16-17，你认识到圣经的
总目标是什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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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阅读希伯来书 1：1-4；彼得前书 1：10-12；约翰一
书 1：1-4。阅读这些经文信息之后，把你对于活的话
语（耶稣）与书面话语（圣经）之间关系的总体印象

写下来。 

………………………………………………………………
………………………………………………………………
………………………………………………………………
你愿意按照本课结尾所概述的那些建议来学习圣经吗？

如果愿意的话，把你所喜爱的顺序（最多选择 3项），写
在下面你所乐于阅读和学习的圣经书卷前面的虚线上。 

………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约翰福音 
………罗马书/加拉太书 
………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 
………诗篇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 
………创世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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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答题指南 

1、路加福音只是耶稣言行的开始。他用很多证据生动活
泼地阐述他自己。他在地上显现了四十天。他讲述了

神的国度，重申了关于圣灵的应许。他在向门徒们作

了教导之后升天（“被提”）。 

2、可以包括下列例子： 

1) 约翰福音 2：1-11：对自然力的超自然控制。 
2) 约翰福音 4：7-30：对个人的情况的超自然认识。 
3) 约翰福音 5：2-9：超自然的医治能力。 
4) 约翰福音 6：1-14：对自然力的超自然控制。 
5) 约翰福音 9：1-17：超自然的医治能力。 
6) 约翰福音 11：1-44：使死人复活的超自然能力。 
7) 约翰福音 13：21-30：对一个人的意图的超自然
认识。 

3、教导、谴责、管教和训练，以使神的子民得以完全和
预备好过门徒生活。 

4、希伯来书 1：1-4：人子（他是神的形象）是神说话的
终极方式，虽然旧约圣经记载了神说话的其他方式。 

彼得前书 1：10-12：人子是对圣经预言的成就。 

约翰一书 1：1-4：圣经是我们藉以与永活的话语——
神子，建立相交关系的一种方式。 

5、我的优先选择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然
后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或者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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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 

1、圣经具有深远的统一性。下面这些出现于圣经中的选
项，哪些在一般情况下有损于统一性？选出这样的句

子。 

a) 是神所默示的。 
b) 主题的多样性。 
c) 夸张和神话。 
d) 风格的丰富多样。 
e) 作者们之间的协作。 
f) 地方和时间跨度。 
g) 多种类型的作者。 
h) 使用了若干种语言。 

思考题：你很可能会读过一些诗集或散文集，这些诗集

或散文集，都是编者按照某一中心主题来编辑的。你认

为这些诗集或散文集的“一致性”，与圣经的一致性相比

如何？ 

2、下面哪些选项证实了圣经的精确性以及圣经中的难
点事实上是最小的？选出这样的句子。 

a) 历史记载的不准确。 
b) 心理学上的发现。 
c) 经文的批评。 
d) 考古上的发现。 
e) 肤浅的研究。 
f) 持久的一致性。 
g) 表面上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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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对原始语言的更多认识。 

思考题：在读到类似于“伊利亚特”这样的词语之前或

之后，你是否研究了经文中的各种问题以及各种诠释中，

更加精细的观点？圣经对它作了不同的记述是公平的

吗？ 

3、请把确立圣经权威的方式，配上每一种方式所运用的
论据。把相应论据前面的字母，写在所提供的空白处。 

……a 圣经证明了其自身的绝对正确。  1）公开承认的
方法 

……b 圣经是可靠和可信赖的。        2）预选假定的
方法 

……c 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3）古典的方法 
……d 圣经是自我证明的。 
……e 耶稣把圣经作为神的话语来教导。 

思考题：想象你刚刚发现了一批日记和信函。你认为它

们是你祖父写的，如何才能确定呢？你所做的那些检验

当中，有多少可以运用于确立圣经的真实性和权威？ 

4、通过 A（准确性）、B（背景）或 C（常识），来识别
下面与诠释圣经有关的各项活动。把 A、B或 C分别
写在每一项活动前面的空白处。 

………a 用页边注解来追溯某一概念。 
………b 用地图来确定某个城镇的位置。 
………c 以使用该词语的那个时代的含义来理解词语。 
………d 利用词语索引来查阅词语。 
………f 看看何时使用了形象化语言。 
………g 查阅关于某段艰深经文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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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通过查阅百科全书，来了解某个国家的历史和
风俗习惯。 

思考题：当你购买汽车的时候，会收到一本制造商提供

的手册。如果圣经是神关于人生的手册，努力系统地学

习圣经是值得的吗？ 

5、你应该如何学习圣经？选出最适合的方法。 
a) 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从创世记读到启示录。 
b) 明智和系统地学习。 
c) 尝试把你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圣经。 
d) 阅读的时候，祈求神的帮助。 
e) 首先从路加福音开始阅读圣经。 
f) 在听讲的时候阅读。 
g) 让圣经影响你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思考题：你认为妨碍你开始用我们所建议的方式，来阅

读圣经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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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题答案 

1、b)、d)、f)、g)和 h)。 

2、b)、c)、d)、f)和 h)。 

3、a  2) 
   b  3) 
   c  1) 
   d  2) 
   e  3) 

4、a   B 
   b   A 
   c   C 
   d   A和 B 
   e   A和 B 
   f   C 
   g   B和 C 
   h   A和 B 

5、b)、d)、e)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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