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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圣经 
一、聖經的權威 

圣经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惟一的根据，所以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相
信圣经，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而且圣经能够让一个基督徒，有个很好的真理的基础。
这本圣经是不是可信呢？到底怎么样能够看到圣经的权威呢？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1. 絕對正確 

第一方面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完全的正确。从哪一方面可以看见圣经是没有
错误的呢？我们从现在有的圣经的版本，圣经的版本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古籍里面，
最古老的，而保存的最完全的。这一些的版本而且很多，从很多不同的版本就发现，
不单单圣经本身是正确可靠的，连把这一个圣经保留下来，也是一个神迹。因为这些
版本之间很少有冲突，所谓说很少，是有一点，那一点都是不重要的，很多都是可能
抄写上的错误而已。我们如果比较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他才不过离开现在五六百
年，但是他的版本，有不同的版本，中间就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有人说，可能有两个
莎士比亚，换句话说，有人冒了他的名来写书。但是我们圣经已经是从旧约到现在，
已经是三千多年了，但是竟然可以说找不到毛病，怎么可以知道找不到错误呢？因为
这本圣经从来不需要改正，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书籍，特别是一些科学的书籍，常
常要更正，因为有的新的发现，尤其是进化论，但是我们看这本圣经，已经到现在三
千多年了，从来不要修正，而且因为圣经不是一本哲理的书，是一本讲历史的书，所
以不要修正就和一本哲理的书，象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当然不要修正，因为它是讲
哲理而已，不需要什么求证。但是因为这本圣经，是记载人类的历史，所以他需要求
证，等会我们才谈一谈为什么是一本世界的，全部人类的一个历史。但是我们从这个
不需要修改，圣经还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不准修改，修改的人要在他生命的册子上塗
去他的名字。所以从不用修改这件事，就看见圣经是无误的。 
 
2. 完美無瑕 

第二点，圣经也是非常完美的，你除了没有错误以外，你还需要他的完美性。如
果他不完美的话，也是需要一个补充修改。诗人说：「神的话好象银子，炼过七次」，
表示毫无瑕疵。所以神的话能够经得起挑战，因为他是完美的。 

 
3. 貢獻巨大 

除了无误、完美以外，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权威性，就是因为他有贡献。世界
上有很多东西，可能不会改变，也很完美，但是呢，有也可以，没有也无所谓。就象
世上有很多的艺术品，可以有，可无。但是圣经就不同了，如果今天没有这本圣经，
这个世界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世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贡献，从一个国家的立国，
就可以看到影响多么大。美国这个国家，才有二百年的历史而已，却能够成为世界上
的一个强国，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立国是根据圣经来立国的。他们的宪法里面充满了
圣经的教训。所以他们立国的根基，是根据圣经。这两百多年来，美国的政体没有改
革过，他的宪法也没有改革，这个是其他国家很难有的现象，就是因为他是根据圣经。
在一九九八年，北京大学庆祝一百周年，大家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燕京，是由宣教
士来设立的。我们中国有很多大学，最著名的大学，最早的大学，可以说全部是由教
会来设立的。都是这些宣教士到中国来，就设立这些的大学，也还有中学更多。其实
不是单单中国，就象英国，美国那些著名的大学，牛津，还有剑桥，美国的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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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都是以神学院为主的。 
 
可见的圣经不单单是一本把一个信仰告诉我们，而且是会对社会有很大很大的影

响。除了这些教育以外，还有我们中国，就说我们中国，我们第一个医院就是宣教士
来开办的。除了医院以外，还有孤儿院，还有我们中国一个秀才牧师叫席勝魔，他本
来是一个抽大烟的人，他信了主以后，他戒了大烟，他也创立了一个叫「天召局」，
就是一个戒毒的中心。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慈善的机构，我们看见世界上最好的，最完
美的一个慈善机构，就是红十字会，为什么叫红十字呢？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做他们的标志，做他们的这会的会名。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
因为有很多的贡献。 

 
所以我们看见这本圣经，实在是和人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本圣经是

以人类的历史来启示的。我们说怎么会是圣经是讲人类的历史呢？我们看这本圣经，
开始的是创世记，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创世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来
的，神怎么造天地的。那么最后一卷书呢，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结束的。所以呢，整本圣经就包括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知道
历史是一路写下去的，应该是历史书越来越厚，因为发生的事情才继续写下去，但是
这本圣经奇妙就在这里，他可以把过去的写下来，甚至把我们现在进行当中的，在圣
经里面早也写了，又把这个世界最后的情况也都写在圣经的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
这本圣经不是人写的，是神所启示的，所以他不单单能够启示摩西，在摩西之前，这
个世界怎么来的，他告诉了摩西，摩西就把这个过程写下来， 就成了创世记。他也
能够把以后的事情借着先知来启示给我们。我们看到圣经其实真的是一本活的书，一
本在进行当中的书，我们现在，就是这整本圣经的历史过程里面的一点。如果耶稣暂
时不回来，这个历史要继续发展下去，但是也都在圣经的启示的里面。我们又看到这
本圣经历史是在，好象我们举个例子。但以理书他那个时候写的时候，有很多是预言，
但是今天我们回去看但以理，他预言的很多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了。所以这本圣经的
权威性，就是他能够被时间来考验，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因着这个历史的发展，
朝着圣经的预言来成就。所以我们真的知道，圣经的权威性是那么的可靠。好象我们
今天处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预言，越多越多应验在
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最近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两个民族一直在那边打，打，打不完。有人问

说这两个国家，都相信神的，为什么他们会打仗？对，不错，他们都相信有上帝，有
神，可惜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才是和平之君。如果他们接受了主，
他们不会再打，问题就是他们拒绝了这个和平之君。所以有人说，看见这些信神的人，
在那里打仗，就不肯相信有神，认为不可能有一位神，叫人打仗。但是我们反而看到，
因为有这些战争，反而更能够相信有这位神。因为不是神来发动战争，是人犯罪，不
听神的话，所以这个战争就发动了。我刚才提到说美国这国家，因为他们用圣经成为
他们立国的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那么样强盛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一件事情，
美国在近代，社会问题非常多，国家也很多难处，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渐渐的离开神，
所以有一天我们也看见这个那么强的国家，如果他们不回头的话，有一天也会象圣经
里面所提到的以色列國，走向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本圣经的贡献，就是说只要
我们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的话。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个人是这样，社会是这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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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权威性，是因为他对人类有无上的贡献。 
 
二、聖經的特色 
1. 聖經是一本以歷史為骨幹的書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本圣经，还有一个特色，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他的完整性、他
的无误性，他的完美性，和他的贡献以外。这个圣经的特性，我刚才稍微提了一下，
因为他是一本历史书，历史有个要求，就是要求证，要有事实。所以我们看见这本圣
经，就在人的面前，能够经得起挑战。因为他不是讲哲理而已。讲哲理我们可以拒绝，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思想不合乎我的要求，不合我的口味，不合乎我的兴趣，你可以拒
绝。但是圣经因为是个历史事实，所以人没有办法拒绝。我们知道近代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人想改写他对中国侵略的历史，不单单中国人反对，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不
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侵略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所以我们看见这本圣经，神很智慧的是用人类的历史来启示我们。叫我们只可以去求
证，说到底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而我们没有拒绝的余地。因为既然都是曾
经发生过，无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要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用历史来
启示我们，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就要念历史，因为历史会给我
们人类一个教训。我们看见前面的人，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再继续跟着去做。
我们看见他们做了什么好事，我们可以跟着他们来学。这个是历史最大的一个价值。
可惜的很，人类并没有从历史学到教训。我们看全世界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大家觉得这个战争不能够再打了，对人类损害太大，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同盟会，就是
来解决国际之间的纠纷。可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打了。打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
范围更大，受的灾害更多。所以完了以后，又说我们不能够再打仗了，就成立了一个
联合国。请问大家，今天联合国存在，世界上有没有和平？没有，可以说，今天世界
上每一分钟都有地方在打仗，不是东打，就是西打；不是南打，就是北打。所以很可
惜的，人类没有在历史上受到教训。所以我们真得要学习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看圣经，
圣经既然把人类的历史，忠忠实实的写在上面，就是要叫我们借着历史来学功课。 

 
我们也看见，因为圣经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是一些空谈，不是

一些哲理，是一些人类实在的事实的记录。所以我们要从这些记录里面来看，人和神
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知道，这本圣经起先从创世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九节，是提到
全人类的历史。但是到十一章十节以后，好象把这个全人类的历史一縮，变了成以色
列的历史。很多人不要看圣经，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拒绝圣经，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中
国人要去看一本犹太人的历史书呢？其实并不是这本圣经仅是讲犹太人而已。不过借
着犹太人，把人的问题带出来。可以说犹太人的历史，就是全人类历史的一个标本。
那我们中国人又会说了，如果神要选一个民族，来成为他启示的一个管道，为什么要
选犹太人？不选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那么多，佔世界的四分之一，我们一个
那么大的国家，神为什么不用中国人来启示他自己呢？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祖宗了，我
们的祖宗开始，其实是认识神的。我们从中国的造字方面，看到有很多字，都是和圣
经的真理有关系。所以可见的中国人并不是不认识神。最初的时候，全人类都认识神，
为什么？因为人是神造的，是后来人自己远离了神，慢慢就离开。其實圣经也给我们
看到，神最初在那里呼召天下的人的时候，同样的道理，今天福音也是向全世界的人，
在那里传播。但是有多少人回应呢？回应的人就得着了，不回应的人还是失去了。所
以我相信当时神也是向全世界的人呼召，整个世界原来很少人会回应神的呼召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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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创世记看到一、两个人，但是呢，好象就没有什么的延续下去的情况，好象在创
世记里面的有一个叫麦基洗德的，这一个大祭司，他是认识神。但是好象到了他那一
代或是下一代，就断掉了。但是我们看见，总算在这样的人类里面，有一个人叫亚伯
拉罕，他真的回应了神的呼召，听从神的吩咐，从迦勒底的吾珥去到迦南地，就是现
在的以色列地。他们就成为神的选民，让神用他们成为一个向世人传扬福音，传扬他
自己，叫人认识神的一个管道。 

 
如果你详细读圣经呢，你还会发现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当初神召亚伯拉罕说，

你现在可离开你的父家，继续向前走，到我应许给你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看见亚伯
拉罕就听了神这一个的呼召。他不单单自己去了，神还应许说，天下万国万民都会因
他而蒙福。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没有叫我们蒙福，神所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
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创世记的时候，早就出现了。最早的时候，就出现在
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基督
教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宗教，是耶稣在两千多年前来到世界，才有所谓的基督教，才有
耶稣。其实有人就有神，有人就有主耶稣。其实耶稣比人类还要早，因为神的计划是
从永恒到永恒。 

 
所以我们看见原来人是认识神的，是后来离开神。但是神并没有把人丢弃，所以

他不断的在那里呼召有人肯为他所用。我们感谢主，总算有一个亚伯拉罕，他听了神
的呼召。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有拣选这一个的事情，耶稣说的，被召的人多，选上

的人少。你就看到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个王，要为他的儿子娶亲，他就发
了很多请帖出去，这些就被选了，有收到请帖的。但是最后来到的，还是少数。我们
每一个都有机会，被神来呼召，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我们
的回应，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到礼拜堂去，甚至于呢，在
教会里面表示信主受浸，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上天堂。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要
有生命的，真正得着耶稣生命的人，才在天国里有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一
件事情，不是嘴巴说信，或者说我父母信，我们就自然的成为基督徒。就象以色列人，
不是亚伯拉罕信，他们就以为自己能够得救。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的，施洗约翰出来传
福音的时候，他就责备犹太人，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可以
免去神的审判。所以还是要叫他们悔改，归向主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非常
严重。就从亚伯拉罕的爸爸他拉被呼召出来，他结果走到半路，没有继续向前走。感
谢主，亚伯拉罕走上去了，今天他能够成为神所赐福的人，不但但他自己这家，蒙神
的赐福。而且从他的家里面出了主耶稣，这位人类的救主。真正的成为人类的一个最
大的祝福，带给人，万国、万民福气，我们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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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你同不同意「聖經對人類歷史有深遠的影響」這個觀點？你認為如果沒有聖經

的話，你我今天會是怎麼樣的光景呢？ 
2. 在亞伯拉罕的時代，神要他「離開本地、本族、父家」來回應神的呼喚，今天

我們應該如何回應神的呼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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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經的特色 
1. 聖經是一本以歷史為骨幹的書（繼續） 

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经是一本讲历史的书，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犹太人和神的
关系，就看到这件事是多么的严肃，多么的重要。犹太人那些的王，哪一个王如果敬
畏神，他的国家就兴旺；哪一个王他离开神，他那个国家就败。这样简单来听起来，
好象觉得这个神非常霸道，一定要人信他，就蒙福；不信的就遭殃。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我们要知道到底神是怎样一位神呢？他不单单是个伟大的神，有权柄的神。很重
要的，我们这位神就是真理，所以你听神的话，你就行在真理的里面；你不听神的话，
你就离开真理，当然会遭殃。所以我们看见，遵行神，敬畏神，是何等的重要，因为
我们神是真理的神，会引导我们走一条正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2. 聖經是一本絕對的書 

所以我们从以色列历史看到，与神的关系是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今天世界
上所以那么的乱，这个世界所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不肯听神的话。这个世界
上人都一直在找一个最高的权威，找一个标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每
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对，以至于产生很多的矛盾。我们事实上看见，世界上的法律也常
常在那裏改，为什么？因为这是人定的，所以会受时空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
能够成为我们可以放心的去遵行的标准，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这位神是超越时空的
神，我们这位神是能够把人类最高的标准、最需要，最大的需要放在我们的面前。就
象我们很多时候，说福音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好象产生很多冲突，中国人没有办法接
受；有人就说圣经里面的道理，和中国的文化有冲突。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我们知道什么叫文化吗？如果你去看看辞海，它有这样的解释。就是人类从野蛮到文
明这一段的时间。从各样的风俗习惯，或者艺术、科学各方面的进步，一直在那里进
步，到这一个进步，这一个改进，综合起来就叫文化。换一句话，文化是是人进步的
一个产品，也可以说，文化是人思想的产品。也可以说，这个文化就是人的东西，而
且不会不改的，一直在那里改。就象我们今天中国人，有多少人我们还在穿我们的所
谓的中国的唐装呢？我们都很西化了，这个是受那个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能
够把中国文化保留下来，好象变了一个学问，并不是真正的，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形态。
所以我们看见呢，当初为什么说福音传到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冲突。其实我们要分出
来，圣经既然是神的话，神的标准，神说的，一定超越人的局限，也能够超越人的智
慧。那么这个冲突在什么地方呢？事实是因为福音最初由西方的宣教士传到中国来
的，所以当这些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不单单把圣经带来，也
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带来了。我常常喜欢讲个笑话，我说今天你问一个基督徒说，基督
教的婚礼是怎么样的？他一定告诉你，新娘子要穿白纱，要到礼拜堂去行婚礼。我请
问这个教训出于圣经哪一个章节？没有的，圣经安全没有提到。但是为什么中国人一
直到现在，还是以为基督教或者西方，大家最喜欢学的一个礼节，就是要穿白衣服，
女孩子要穿白衣服，新娘子要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那么又最好到礼拜堂去行婚礼。
其实中国人真是最怕白颜色，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丧礼才用白色的。所以你叫一个女孩
子要结婚，在我们清末的时候、明初的时候，都是穿红的，都是穿那个很漂亮的褂。
你叫一个女孩子穿个白衣服去结婚，在她父母想，好象我们在办丧事一样，所以这个
就起了，就发生了所谓的文化上的冲突。其实可以说，这个是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的
冲突，并不是圣经的冲突。因为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出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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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这本圣经它记载了很多的事情的背景是在中东。我们知道
以色列国是在中东，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和我们中国人更相似，刚才讲的是婚礼，现在
我要讲一讲丧礼。我们看现在很多西方，尤其在美国、北美住的，他们呢？办丧事的
时候，都要穿黑衣服。我们中国人呢，是穿什么？披麻戴孝，圣经也是披麻戴孝，你
可以仔细的去看看，圣经里面提到丧礼的时候，这一个孝子，孝女，应该是怎么样，
更靠近我们中国。如果说文化冲突，这一方面来看。事实上，圣经里面的文化背景和
我们中国人更相似，因为我们都是东方。反而呢，和西方呢，距离反而远一点。所以
我们真的要小心，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不要把人或者我刚才提到的，因为是最初西方
的宣教士，把圣经带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不要以他们的风俗习惯，以为就是所谓的基
督教的文化，以及和我们中国人产生一些的冲突。 
 
3. 聖經是一本超越的書 

我们又看到这本圣经，实在是非常奇妙，不单单超越人的文化，也超越人个人的
背景。我们中国人以前，特别是一些妇女，从小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很多老太
太，她们信了主以后，他们第一本学习的书，就是圣经。就是用圣经，五六十岁打开
圣经，慢慢学。竟然我看到，很多老太太，她们会读圣经，还会唱诗歌，很好玩的一
件事情。我们教会有个老太太，她圣经的字都能够看，而且能念，但是把这些字搬到
报纸上，她就看不懂了。这个也是看到，神特别怜悯那些寻求他的人，给她有特别的
智慧。我相信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看见这本圣经，非常的奇
妙，超越人的学问。不识字的，也是念这本圣经，开始念。当然有学问的，博士，超
博士，念的是也这本圣经。学问那么高的，和一个毫无学问的人，一样的读这本圣经；
尤其是好象神特别拣选世界上人看为愚拙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彼得、约翰、雅
各这一些渔夫出来传福音，那些官长怎么形容他们呢？他们说这些是无「学问的小
民」。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圣经里面，彼得写的书信，约翰写的福音书，这一些
都是现在最有学问的人研究的时候说，这一些的文字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因为圣经
是神启示的话语，不是人写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有不同的背景，大家的学问可
能不同，但是圣经，还是这本圣经，不用改的。不用说出一本圣经给不识字的，出一
本给大有学问的，同样一本圣经。 

 
我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一个现象，我很感动的。就是圣经不单单超越人的学问，

也超越人的年龄。星期天我看到那个小小的，我们从幼稚园就有主日学了，他们也是
捧着这本厚厚的圣经，一个小小的孩子，捧了一本厚厚大大的圣经，来上主日学。我
们这些成年人，也不过是同一本的圣经，竟然他们也能念，我们也能念。所以圣经不
单单超越学问，也超越人的年龄。所以我们看见，只有这本天书，才有这个果效，能
叫每一个愿意念的人，都能够念。其实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之前，觉得圣经很难明白，
很难懂。其实不是难懂，不是难明白，而是看你愿不愿意接受。比如说圣经第一章，
讲神创造天地，第一天要什么，第二天要什么，谁说我不能念呢？我不明白呢？其实
個个都明白，问题是你肯不肯相信，你肯不肯接纳，并不是你不懂圣经在讲什么。所
以我们看见这本书实在是天书，能够超越人一切的背景。 

 
尤其这本圣经，大家都知道六十六卷，有四十几个作者，一同来写这本圣经，而

这几个作者背景又很不相同。有的就象我刚才说的，彼得他们是打鱼的，人看他是无
学问的小民。有的呢是在皇宫里面栽培出来，预备做皇帝的，好象摩西，好象所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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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大有学问的人。所罗门的学问是世界上公认最有学问的人。那么有学问的人，和
一个那么没有学问的人，一起写本书能够放在一起，念起来还可以彼此的参考，彼此
的注解。好，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都是彼此的引用的，没有问题；你看世界上有没有
可能呢？你叫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写一篇文章，叫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也写一篇文章，
能够放在一起，能看起来就是一贯的，绝对不可能，这个又证明这本圣经，不是人写
的，是神写的。 

 
4. 聖經是一本啟示的書 

到底那个「神写的」，是怎么说呢？不是还是有这些人的名字在圣经的里面呢？
有几个方面能看到，这本圣经，是怎么样神启示给我们。第一个启示呢，就是那先知，
特别你看先知书，他们都说「耶和华和我说」，换句话，直接的听到神的声音，没有
一卷书的作者，他说，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悟出来的。没有一个这样讲。尤其是
旧约的先知，他们要讲启示的时候，更是很慎重的说，这个是神告诉我的话；这个就
是直接讲。还有一些呢，就是看见异梦，看见异象，为什么要用异梦或异象呢？因为
我们知道文字还是会受时空的限制的。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字，现在都不用了。那
些古文我們拿出来，也不太懂了。所以呢，有一些东西，没有字彙可以代表，所以神
呢，就用一些画片，那個图像，来表示。比喻说很简单，我们看了启示录讲到世界的
末了，他讲到那些的毁坏性的武器，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什么坦克车啊，没有什么机关
枪啊，飞机啊，大炮啊，这些的字眼，所以他就用图象把它表达出来。用图象还有一
个好处，这就是能够越过环境；越过时空，能够把那个意思带出来。所以神就用异象
把这一些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表达的东西，给这一些写圣经的人，用一个画象这方法
把它记录下来。 

 
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圣灵感动，就是说这个写圣经的人，他的灵感是从神来的。

如果你有写作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当你要写一篇东西，没有灵感，你怎么想都没
有办法下筆，但是忽然之间灵感来了，哇，你就很容易了，你写就很流畅。所以我们
知道这些写圣经的人，他的灵感不是从自己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他们被神的灵感动，
就把神的话写下来。所以不错，我们看见圣经是有这些作者。我常喜欢用个比喻，这
些作者就是好象一支笔一样， 有的是钢笔，有的是毛笔，有的是铅笔，但是那个写
的人，用这个笔的人，是上帝。用这支笔的人，比这个笔更重要。所以我们看见这一
些写圣经的人，都是神所用的仆人。而且呢？这本圣经， 也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
因为除了希伯来文，是旧约犹太人的文字以外。希腊文是他们当时新约的时代，地中
海通用的文字。所以神呢，也是在那个最好的时间，来写新约。因为当时这个希腊文
在地中海通用，所以一写出来，不用翻译，就送到各个地方去，大家就会念啦。但是
在旧约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被掳，所以好象但以理书，这些被掳到外国的，他们也
用了一点点的亚兰文，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不单单写的人不同，用的文字
也有不同，还有写的地点，也有不同。时间也有不同，摩西是在主前一千五百多年前，
最后一卷新约的启示录是在主后一百年左右，大概九十几年的时候写成功。中间一隔，
隔了快两千年，世界上没有一本书，那个第一个作者和最后一个作者隔了快两千年，
这本书竟然是一本从头到尾一贯的书，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奇妙
的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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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經是一本超奇的書 
除了这个以外呢？圣经的功用，发挥的超然的能力。因为这本圣经，叫一个看到

的人会有生命的改变。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够叫一个人，看完了以后，生命改变。不
是单单外面的行为有一些改变。而是里面的生命改变了；当然外面的行为也会跟着改
变。所以这样的，因为圣经而改变的，重生得救的见证，多得不得了，这个也是圣经
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别的书不可能，能够产生的这样的功用。 

 
到底这本圣经，那么奇妙的圣经。神用来干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为耶稣作见证，

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的救主。所以主耶稣自己说的，整本
圣经都是为他作见证，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在路上走，以马忤斯的路上走，两个门徒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圣经，从摩西五经、把诗歌，一直到后面先知书，他说这
一些圣经都是为我作见证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最要紧的，能够读出主耶稣来，不是单
单念一些以色列人的故事，以色列人的历史。而是从这个历史里面，我们能够看到那
一位圣经要介绍给我们的那位主耶稣，所以这个是圣经今天存在的最大的目的，是要
叫我们认识耶稣。他是神，自己到世界上来成为人，叫我们今天的人，因着他的缘故
我们能够和神和好，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6. 聖經是一本約書 

整本圣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本圣经是称为「约书」，是神和人立约。
为什么这些圣经要称为约书呢？表示出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看见一个人和人立约，一
定有利害关系，那么我们神和我们立约，也是证明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如果讲到
利害关系呢？我们知道中国人曾经和人订过不平等的条约，这些约呢？就是不平等
的，有一方面吃亏的。如果以利害关系来讲，我们可以说，神和人立约吃亏的就是神
自己，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把自己降卑，成为和人同等的地位。和我们一同
立一个约，大家有彼此应该有的责任。如果我们订了约，不履行，不履行的那一方面，
就有罪。你可以不订，但是订了以后，你一定要履行。为什么神要和人立约呢？因为
我们看见，救恩就是一个「约」，表示你接受有什么好处，你不接受你会有怎么样的
结果。也看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什么的利益，你也有什么的义务，这个才是
合理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用这个立约这样的方式，来和人建立一个关系，是非常的奇
妙的，也是非常的合理的，也是可以说是很公义的。本来人已经犯罪堕落，离开了神，
神可以不理我们。但是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就要挽回我们，为了我挽回我们，就要
想办法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从神来的这一些的恩典，因为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们，
所以就需要有这个立约的这个关系。 

 
三、聖經的內容 
聖經的七個約 

我们就试试看从圣经里面，一共有七个约，我们来看看，就明白为什么神要和人
立约。 

1) 亞當之約 
很清楚的第一个约，可以说就是神和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立的约，这个约就是说亚

当有责任要把伊甸园管理好，其实这个约是非常伟大的。今天世界上的人，那些政治
家、科学家、教育家争来争去的就是想管理这个世界，每一个野心家都想管理这个世
界。事实上神把这个世界造好了，原来就是要叫人来管理的，问题是人没有管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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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管理好？没有照着那个创造世界的神的原则，怎么能够把这个世界管理好
呢？现在是一个科技的时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和科技有关系，你要
用个洗衣机也好；你要用个电脑也好，你一定要照着那个创造的人，造这样东西的人
的规则来使用。不然一个洗衣机很快就坏掉了，一个电脑可能很坏也会死掉了。所以
我们一定要照着这个造这样的机器也好，或者是一样任何一个事物也好，甚至于我们
连煮菜都有规矩。所以我们看见要把事情做好，一定要照着这个程序来做。所以呢我
们看到，神把这个世界交给人管，在创世记第一章都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要为神管理这个世界。包括空中的飞鸟、海中的鱼和陆上的走兽。所以人是有很大的
荣耀，很大的权柄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人要小心啊，这个世界，管要照着神的心意
管。所以人呢，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我们知道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吃
了神叫他们不可以吃的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到讲到人的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再详
细的来谈这一点。所以亚当呢？结果就背了约了，这个是在何西阿书讲的，亚当背约。
因为神和他立约说，你不可以吃那个树上的果子，结果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都吃了，
所以何西阿说，亚当背约。亚当背约以后，虽然神为着爱他们的缘故，没有把他们马
上处死，给他们有机会离开伊甸园，给他们有到外面去生活的机会。所以神呢，给他
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叫他们能够生养众多，继续的管理这个世界。很可惜人犯罪以后
呢，继续的罪越来越严重。 

 
2) 挪亚之約 
所以到了挪亚时代，人的罪，圣经形容说，已经满了。所以神呢，就和挪亚说，

你要造一个方舟，你和你一家人要进去，我要用洪水灭掉这个世界。很多人听到这个
事情的时候，觉得神好象很残忍哪，为什么要把世界毁灭？其实是神的恩典，他是把
那些不好的除去，给人重新一个机会。我们看到人做错事情，很容易就怪别人，怪环
境，最容易怪就是怪环境，所以呢，怪别人，都是好象人害他的。所以神说，好吧，
你们人失败了，我现在就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重新再来，把你们认为不好的环境
除去，不好的人都除去。那谁被选上呢？也是和我们刚才讲的亚伯拉罕一样，谁回应
神的吩咐。我相信挪亚那个时候造这个方舟，就是一个见证。因为在新约里面说，挪
亚当时有传福音，借着什么传福音呢？借着他造方舟来传福音。那奇怪呢？人造船都
是在海边造的，但是挪亚竟然在山顶上来造一个船，这个是神叫他在那个地方造个船，
可以说当地的人都看到了，都看到有个傻瓜，在那个高山上造个船。神就借着挪亚造
船这件事情，来向世人传福音。结果没有人听，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那里说，主耶稣钉
了十字架，就到监狱里面去宣讲他的救恩，讲给谁听呢？就是讲给挪亚时代那些不信
的人听。可见的，那个时代当然有传，才有所谓不信的人。所以既然他们拒绝了福音，
只有挪亚和他的孩子，一家八口，他们借着方舟，生命就保留了下来。但是你看神虽
然给人类重新再来個机会，可惜你知道，出了方舟八个人里面，哪一个人先犯罪呢？
真得没有想到是挪亚自己先犯罪，他醉酒了。所以我们看见，神也是借着这个给我们
看到，如果人的内心不改变，没有个新的生命，环境改变是没有用的，再好的环境，
人还是会犯罪。 

 
我记得那个时候，人刚刚第一次去到月亮，月球。哦！有人就说，这个月球我们

人可能去移民到那边去吧。甚至於在美国这一个国家常常做一些莫明其妙的事，有人
就成立了一个地产公司，卖月球的地产，叫人家去登记。结果我那个时候在香港，有
个报纸上说，最好人类不要上月球，因为月球没有人，还是一个干净的地方，如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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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那个地方迟早就变成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写这段新闻的人，是不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他讲了一个实在的例子，问题不在环境。很多人都怪环境，其实
环境就是人呢，人才有这个环境啊，没有人怎么有所谓的环境呢？所以环境不好，社
会不好，也是人造成的，所以我们看见虽然神给人第二次的机会，人还是失败了。 

 
3) 亚伯拉罕之约 
既然人失败了，怎么办呢？再毁灭一次吗？神还是给人机会，所以再和人定约，

怎么定约呢？这个约就是叫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就是拣选的约了。既然人都
不要上帝，希望总有人愿意要上帝的被拣选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因为回应了神的呼召，
所以神就称他为他的选民。目的，选他的原因不是说神把一切的福气都给他了，乃是
要借着他把福气给世界上的人，所以才会说，你要叫万国，因为你得福。所以亚伯拉
罕被拣选，就是为了要叫万民得福，神要用他这个民族来把福音传出去。就象我们今
天基督徒一样，我们信了耶稣，神的心意，不是单单救你，救我，乃是要我们把福音
传出去。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做到，所以当时我们看见主耶稣，讲了好多的比喻，特别
是恶的园户那个比喻，就是在指責以色列人，神说他把这个世界好像一个葡萄园一样，
租给那个园户，那一些园户不单单不照时间来交出他们应该交的果子，反而呢，把他
所差遣的先知、仆人，甚至于他自己的儿子都杀了。我们听这故事就好像是一个故事
而已，犹太人一听了就马上生气，为什么？知道在责备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
果信了主，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不是和犹太人一样的吗？也是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位
份。所以虽然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希望这个民族能够为他传福音。既然全世界的人都
不愿意，好吧，我就用拣选的方法。你去买东西，为什么要选呢？因为怕里面有不好
的，你才要选呢，那选上的一定是最好的，是不是？可惜的很，虽然当时来看，以色
列人应该是神要拣选的最好的，但是因为人还是个罪人，结果还是失败了。 

 
4) 摩西之约（西乃山之约） 
所以当亚伯拉罕失败以后，神怎么样？还是给人机会，所以每一次有个新的约，

就是表示神给人一个新的机会。这一次呢？是什么约呢？是和摩西所定的约，摩西的
约呢？就是西乃山的约，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呢，做错事情，你要推卸责任，除了
我刚才说的，怪环境，怪别人，还有一个可怪的，就是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应该
这样做呢？我不知道啊。所以神说好，既然你会用不知道来来推搪，我就把一个人应
该有的，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到底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才是对！才是正！所以呢摩西
就把神的心意，神的原则告诉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定约，给他们十诫，一個所有话
语的一个总纲。又给他们很多的律例、典章。可以说，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所需要的
那些的指引都写出来。很细，你看摩西写五经，有时候觉得他婆婆妈妈的，为什么讲
那么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摩西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哦，
我们以为是个宗教的规律，好象修行一样。好象现在有一些宗教，也叫人家不要吃这
个，不要吃那个。其实不是，摩西讲的这一些不可以吃的东西，现在，现代的医学就
告诉我们，这一些东西对身体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叫我们不做的事情，不
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规律。神叫我们不做的事，原来是和我们的健康，和我们这个人活
在世界上各方面是息息相关的。最近我在看一个医生所讲的养生之道，这位医生现在
满出名的，专门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一个总结就是说，今天
人所以不健康，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不是单单说叫我们做好人这些话，而是圣经里
面明明告诉我们很多生活上应该注意的事情。我们都没有照圣经来做。我也可以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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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摩西说，你们如果碰到传染病，就要隔离，好象那个麻风病，就要隔离。一直
到近代，人才学到隔离的这一个的功课，现在有很多传染病，我们知道第一步就是隔
离。原来在圣经三千多年前，神已经告诉摩西了。还有呢，你如果碰到死人，一定要
洗手，而且要在活水，就是流的水来洗手。现在呢，医生都知道了，要看病呢要洗手。
要把手洗得很干净，才能够去看病人。其实神在三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但是人
没有做。这个医生看病要洗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的成为一个法律。
现在医生如果看病不洗手，都要成为罪状，可以被告的。不过现在呢，洗手减少，为
什么？因为可以戴手套来代替。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有很多的话，是和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的，很有关系的。可以说每天你的生活里面，都可以用神的话语做我们的原则，
所以摩西的约，也可以说是个教育的约，因为你说不知道吗，我们现在什么要到学校
里去受教育呢？因为我们要学我们不知道的事。所以呢，摩西的约，可以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教导我們，教育的一个约。让我们有一些可以依循的一些的原则，去跟着做。 
 
思考問題： 

1. 你同不同意聖經所宣示最高、絕對的道德標準，是超越時空、文化、甚至個人
的喜好？你認為聖經有沒有一些的教導，與中華文化無法相容？ 

2. 你認為聖經改變人心的能力從哪裏來？別的書籍是否也有同樣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