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课   如何确知圣经是神的话语 

 

每一个基督徒迟早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圣
经是真确的呢？”  

其实这不是新鲜的问题，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第一次
面对的试探，就是对上帝的话语有了质疑。在伊甸园里，魔
鬼撒但就以蛇的形状对夏娃说：“ 神岂是真说……” （创世纪
3：1）。魔鬼在今天仍是重施故技：“ 神真的有这样说吗？”
以此叫我们对神的话语起了怀疑。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抵挡魔鬼 有效的武器。当耶稣在旷
野受撒但试探时，祂的破敌利器就是应用神的话语。当我们
要帮助那些正被疑惑和惧怕占据的人时，我们更要引用神的
话语。对于那些为求正道而向我们恳切请教的人，我们定要
认真以神的话语 导，谆谆作答；正如彼得前书 3：15 所说：
“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
的心回答各人。”  

在前两课中，我们学习了有关圣经各书卷的大致内容。
现在让我们探讨为何人们深信圣经是千真万确的。 

本课大纲 

一、 圣经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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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圣经的多样化和统一性 

三、 圣经是毫无错谬的 

四、 科学上的新发现 

五、 圣经是卓越超凡的 

六、 谁是真正的作者 

七、 圣经预言的应验 

八、 逐步推理，终获真理 

九、 经历考验，保存至今 

本课将帮助你： 

    证明圣经是神的话。 

    确知圣经是真理，并能应用于你的日常生活中。 

 

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从人文学术或自然科学中如天文
学、物理化学、还有海洋学及犹太民族，以及我们个人的经
历等等都可证明圣经是神自己写的。其实证据之多有如天上
的星星，真是不胜枚举，为协助我们容易记忆，一如我们的
太阳系有九大行星，我们也可根据本课大纲所列出的九项证
据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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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功效 

目标一：认识圣经能改造生命，这应许足以证明圣经乃是出
于真神。 

    圣经非凡的功效，是它超自然来源的明证。圣经所应许
之事的实现证明圣经所言皆真实。神奇的医治、吸毒者和酗
酒者得释放，生命得改变，数以百万计基于圣经之应许所发
出的祷告得蒙垂听，实在令我们心悦诚服地相信神本身就是
那位赐下圣经的应许者。 

当有一位无神论者向一个布道家挑战：要进行一场公
辩论。布道家欣然接受挑战但却提出一个条件：双方须要提
供一百见证人以助辩论——布道家这方要提供一百名见证
人，见证基督教会令他们的生命得改变；无神论这方也要提
供一百名证人，证明他们接受了无神论后生命得改变。然而
这场精彩的辩论却无法如期举行，因为无神论这方没有办法
满足辩论会的先决条件，找不出足够的见证人！ 

当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时，祂便能改造人的生命，继
而提高个人、家庭、甚至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准。 

1. 有一项在巴西进行的实地调查显示：经过两个世代的时
间，基督徒较之非基督徒有更和谐的家庭生活和更稳固
的经济基础。按此调查所得的资料，选出以下习题的正
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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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能改造生命的功效，证明圣经时: 

a) 神要透过它来做工的书。 

b) 欺骗人的聪明骗术。 

c）一部高级心理学。 

 

圣经的多样化和统一性 

目标二：多样化和统一性的概念如何能适切地用以形容圣
经。 

设想有四十个人写作圣经：有法律和医学博士、有渔夫、
君王、农夫、诗人、军人等，他们的写作时间前后历时一千
六百多年——从摩西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撰写《五经》到约
翰在公元后一百年协了《启示录》，这么悠长的时光，经历
过繁复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潮流，再加上圣经作者所处的不同
地域与环境，这等因素一定使他们极难于写出统一与和谐的
作品。 

但是圣经刚好拥有这样的特征。不同的作者能出人意外
地写出如此主题统一的与教导连贯的作品，实乃证明所有圣
经的作者所得的默示都有同一的来源——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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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圈选出下列习题的正确答案。 

   多样化与统一性两名词可恰当用于形容圣经，是由于： 

   a）圣经是由唯一的真神所默示的。 

   b）要来变化主题和统一性是重要的。 

   c）不同的作者就一个统一的主题写作。 

   d）不同背景的人常会在思想上完全一致。 

 

圣经是毫无错谬的 

目标三：两项证据说明圣经是毫无错谬的。 

圣经的毫无错谬包括在它所叙述历史事件、人物、地理、
社会风俗和政治发展等，其准确性和真实性都是可靠无误
的。 

随着新知识的增加，旧有的科学理论往往被推翻丢弃，
因此教科书必须改写。但圣经绝不如此。虽然它的作者是处
身于当代流行的错误信仰和知识中，神却阻止了他们将此等
谬误写进圣经里。由于圣经的无误，它的教导直到今日仍是
非常实用的。 

虽然世上没有两个人的思想会完全一致，但上帝亦能使
圣经的不同作者，在写作时不会产生互相矛盾和抵触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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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再者，许多写著历史的人，往往将其领袖或国家的罪过
掩饰起来，但圣经却是公平无偏私而又正确的指责一切的罪
恶和败坏。它不仅记载人的正义行动，也大胆揭露了人的罪
性和失败的地方，让我们得从其错误中学到宝贵的教训。由
于圣经绝不隐瞒任何事实，所以它的“ 无谬性” 照耀古今。 

 

3. 圣经作者在希伯来人的历史，记录了希伯来民族和其英雄
所犯的罪恶与惩罚。这是： 

  a）历史书的共同特点，因为国民都喜欢知道他们失败的
真相。 

  b）圣经无错谬的证据，证明它是照神的观点而写。 

4. 圣经无错谬的证据之一，是由于它的作者： 

   a）加进了当时流行的信仰和知识。  

   b）参考了其它书籍以避免发生错误。 

   c）蒙神保守他们在写作时免于互相矛盾。 

科学上的新发现 

 

目标四：各源流的科学家正认识到圣经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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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这门研究古代文化的科学，已发现了不少古代的
手抄文件和石碑，这些古代文物有助于证明圣经的记载都是
准确无误。例如在以赛亚书 20：1 所提到的亚述国王撒珥根
的事迹，批评圣经者都认为那只是传说而已。但在一八四三
年，有一法国考古学家却把撒珥根的王宫发掘了出来。以赛
亚书 20:1-6 所描述的撒珥根的王征服亚实突的事迹，(亚实
突是非利士人的城市)竟详细的绘画在王宫的墙上。 

所以批评者再也不能嘲笑圣经错记历史，因为太多的考
古学上的发现，证实了圣经所记载的皆符合事实。 

语言学（Philology）是一门研究语言文法、修辞和语言
来源的科学。从某种文字的结构和拼音分析，语言学专家可
以推出某一项文件的成书年份。应用这方法，语言学家可以
确定圣经的预言都是在事情应验以前写下来的。著名的《死
海经卷》（Dead Serolls）被人发现，并非等事情发生后才补
写的。 

其他的科学家也发现了圣经是何等的真实。 采石油的
人有时是根据圣经的历史和地理来发现油矿的；很多医生亦
从犹太人的卫生规律中学到很多的医理知识。将来再多的发
现亦不会叫信徒感到惊讶，因为圣经本就是神的话语。严格
说来，“ 神的话” 是无须被人来证实的，对那些怀疑圣经的
人，铁一般的证据多如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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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圈选出下列习题的正确答案。 

5. 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以什么方法进一步证实圣经的真确
性： 

a）辩论。 

b）猜测。 

c）科学上的发现。 

6. 多年以来语言学家推论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都是从四种基
本语言发展而来。 近的发现，显示只有两种基本语言
而已。他们 新的结论不会令你惊奇吧？请看创世纪 11：
1，你认为语言学家发现了什么？ 

—————————————————————————
—————————————————————————
———————————————— 

 

圣经是卓越超凡的 

目标五：认识圣经在道德教育和文学上的卓越。 

由一位全智、圣洁和慈爱之真神所启示的著作，必定在
道德教育上超越一切的书本——圣经已然做到这点。 

圣经的浅显之处吸引着儿童追读它的精彩故事；深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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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却连 聪明的学者亦不能全然领会其精深的真理。你即使
把圣经读了一百遍，圣经也还是有新的意念让你赏识——你
将会发现一些从前未曾见的新亮光，神还是通过圣经继续向
你说话！ 

摩西从神领受而来的律法，大大超越当时的任何法律条
例。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很多国家都以圣经的律法来订立
自己的法典。 

圣经里的卓越文学普遍受到许多大学教授和学者们的
敬佩。箴言的谆谆训诲，令人志气昂扬的诗篇，加上其实事
求是的精神，都深为世人所爱，他们都视圣经为优秀文学的
典范。 

圣经的卓越超凡，远远超过一切智慧人的创作，这也可
叫我们相信圣经的构想和设计，定是出自那位超凡的真神。 

7. 下列那几个句子指出了圣经的卓越？ 

   a）优越的道德教育。 

   b）准确的字义。 

   c）适合每一个智力程度不同的人。 

   d）优良皮革的装订本。 

   e）今日仍可适用的法律。 

   f）优秀的文学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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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真正的作者？ 

目标六：内在证据显明圣经的真正作者是是神。 

若有一本严谨且可靠的书说出它的作者之名称，我们是
会相信的。同理，圣经显示神是它的真正作者，且又讲述神
如何把自己的话默示出来。提摩太后书 3：16 说：“ 圣经都
是神所默示的，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
人生正路，都有益处。” （现代译本） 

8. 那几节下列的经文显示圣经作者之名称？ 

a）出埃及记 24：12。 

b）申命记 5：31。 

c）马拉基书 4：4。 

d）提摩太后书 3：16。 

e）彼得后书 1：21。 

f）启示录 1：1。 

 

圣经预言的应验 

目标七：如何确定预言真的是由神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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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预言有如活动的画面，先知们看见了又描述了众
帝国的兴起和败亡，圣城耶路撒冷的摧毁和重建，还有其它
将要发生的事。这些他们“ 看见的” 并依照录写下来的就是
“ 预言” ，也就是预告将来必发生的事情。预言的如期应验
即可证明那定是出自神的启示，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
预知未来的事。 

但单是从“ 应验” 的准确性来证实此预言出于神是不够
的，圣经里的先知都是虔诚敬畏神的人，绝不以说预言为得
利之门径。大多数的预言是论及人的罪恶和神对罪恶的惩
罚，神的预言也带着应许——只要罪人悔改和远离罪恶，神
会赦免他们，不施惩罚。 

圣经预言的应验证明了圣经是神所默示。其实，不单只
是应验而已，先知的预言更有指导人归向神和亲近神的功
用。 

9.  读俄巴底亚书 1：1，弥迦书 1：1，那鸿书 1：1 和哈巴
谷书 1：1；2：2。先知说他们的预言是通过下列正确的
方式传来： 

   a)强烈的感动. 

   b)神藉着异象向他们显示将来要发生的事。 

   c)基于研究世界的情况而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 

10. 下列每组经文都是论及一项预言和它的应验。仔细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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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然后就预言所指的事件为它们写出适当的标题。 

a）创世纪 41：25-32 和创世纪 41：53-54。 

——————————————————————— 

b)耶利米书 25：11；29：10 和以斯拉记 1：1。 

——————————————————————— 

c）士师记 13：5；15：14-15。 

——————————————————————— 

11. 读马太福音 1：22；2：4-6，16-18；4：12-16；8：16-17；
以赛亚书 53 章；使徒行传 2：14-21，31；3：18。预
言的总纲是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应验了这全部的预言。论
及教会方面，有些应验在现今的时代，有些却要等待将
来。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预言，我们才承认它是从神而
来的。下列的句子，你认为那几项具有从神而来的条
件？ 

a）先知讲说预言是应该收取酬金的。 

b）预言一定会应验。 

c）说预言的先知应该是个虔诚、敬畏神的人。 

d）预言要与神的性格相一致。 

e）言要能感动人寻求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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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推理，终获真理 

目标八：试以简单合理的推论法证明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要判断一件事是否为某人所作， 有效的方法是查验
各种的“ 可能性” ，然后把“ 不可能” 的事逐一排除，
后剩下的就是我们的答案。 

要找出谁是圣经的真正作者，我们也可以应用此法则。
我们可把圣经的可能性归纳为三种： 

一、圣经是人出于主动而写成的。若： 

A  圣经是由好人写成的。圣经的作者一再重申他们只
是顺服神，被神的灵感动，遵照神的启示而写成圣经的。（参
阅提摩太后书 3：16）真正的“ 好人” 绝不会自己编写了一
部书，而又撒谎说：“ 这是神自己作的书。”  

B  圣经是由坏人写成的。无恶不作的坏人也不可能写
出像圣经这样高贵又有崇高理想的书，更不可能如此愚蠢来
写书来谴责邪恶，定自己的罪。 

C  圣经是由骗子写成的。再按动机分为两类： 

 甲、出于邪恶的意念而写圣经：一个心理不正常而又
心怀邪恶意图的人应该被列入“ 更坏” 一类的人，所
以绝不可能写出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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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出于善良的意念而写圣经：这种人受到本身智力
的局限， 多只能写一些劝人行善或荒谬不合理的书。
有如圣经这样充满智慧、博大精深而又毫无错谬的奇
书是绝不可能从一个心理失常的骗子头脑里产生出来
的。 

                                          

小     结  

 

人（包括一切好人、坏人和骗子）是绝对不可能准确地
预先知道将来的事件的。根据常识，若预言所含的细节越多，
完全应验的机会越微小。所以如圣经所说的包括很多细节的
预言，如果不是超自然的神促成其实现，是绝对不可能成就
的。单单这一点，就足以除去圣经是由人所作的可能性。 

二、圣经是由魔鬼撒但感动人写成的。圣经要消灭一切的邪
恶，要将撒但定罪，而且预告了它的 后结局：被丢
在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所以撒但决不可能感动人去
写出圣经，劝人行善和讨伐罪恶。 

三、圣经是神感动人写成的。经过上述几步逻辑推理以后，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圣经这部旷世奇书只能由神的灵
感动人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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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呢？请从以下的句子
中选出正确的答案。 

a） 高贵崇高的意念是从好人来的，就是没有从自欺
的好人而来。 

b） 好人不会做出虚假的主张。 

c） 预言准确的被应验表明是超自然的神的默示。 

d） 撒但不会感动作者来定它的罪。 

 

经历考验，保存至今 

目标九：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足以证明圣经的真实性。 

圣经 早期的作品已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 晚者亦有
一千九百年的历史。它能被保存到今天而不被淘汰，也证明
了神在保守自己的话语。 

时间是一切书本 可怕的“ 敌人” ，时代的演变能使一
本书变成不合时代；不再受欢迎而自动消失。但是圣经却不
是这样，它仍然可为二十世纪太空时代的人提供人生重大问
题的答案；它也是这时代 畅销的书。能经受得起这样长时
间的考验和磨练，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语，那是 不可思义
的。 

有一个法国作家名叫伏尔泰（Voltaire），他曾大言不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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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预言说在一百年内他的作品会流行全世界，而圣经只能
摆在博物馆内；但刚好相反，今日圣经比起以前任何时代更
广泛的被人阅读。（注：伏尔泰本人的住宅，现已被圣经公
会买下，作为印刷圣经的工厂。） 

从来没有一本像圣经的书，如此被人细心抄写、翻译和
印刷。古时候当印刷术未经发明时，抄写圣经者若发现抄错
了一点，就把整页经文弃掉，重新再抄写一遍。今天很多学
者正从事把圣经翻译成各种现代语言，以求意义准确无误。 

有些统治者尝试消灭国内的每一本圣经，甚至把读圣经
的人处死，也有某些批评者无情地攻击圣经，但圣经却久经
摧残而不毁，保存至今。彼得前书 1：24-25 说：“ 人都像野
草一般，他们的荣华有如野花；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但是
主的道永远长存！这道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 （现代译本） 

13. 以下那些句子指出圣经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a）它对我们现代人仍有实用价值。 

b）历时数百年，它仍是 畅销的书。 

c）它是用皮套包装。 

d）它是绝不能被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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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答案～ 

 

1. a）神要透过它来做工的书。 

8. 每一处经文均显示神是真正的圣经作者。 

2.  a）圣经是由唯一的真神所默示的。 

 c）不同的作者就一个统一的主题写作。 

9.  b）神借着异像向他们显示将来要发生的事。 

3.  b）圣经无错谬的证据，证明它是照神的观点而写。 

10. a）各地饥荒，埃及却富足。 

   b）古列王昭令释放以色列人归回故乡。 

   c）参孙拯救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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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蒙神保守他们再写作时免于互相矛盾。 

11. b）预言一定会应验。 

   c）说预言的先知应该是个虔诚、敬畏神的人。 

   d）预言要与神的性格相一致。 

   e）预言要能感动人寻求上帝。 

5.  c）科学上的发现。 

12. 所有的四项都全对。 

6.  起初，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 

13. a）它对我们现代人仍有实用价值。 

   b）历时四百年，它是 畅销的书。 

   d）它是决不能被毁灭的。 

7.  a）优越的道德教育。 

    c）适合每一个智力程度不同的人。 

    e）今日仍可适用的法律。 

    f）优秀的文学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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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提示> 

 

现在你已经可以对本书的五和第六课的试题作答。请再
次温习课文，然后依照《学业报告表》的指示填答试题。当
你交回《答卷》给导师时，请向他询问其它课程的纲要。 

 

 

 

 

 

 

 

 

恭  贺  你！ 

你已经研读完毕此课程，但愿我们给了你很大的帮助！
请记得做完《学业表》第二部的学业试题并将之交回给你的
导师。一旦收齐你的答卷和批阅后，我们将把证书或奖徽颁
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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