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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圣经》值得信任？ 
You Can Trust the Bible 
 
《圣经》独一无二。很多作者都宣称受神启示，但只有《圣经》经的起考验推敲。你可以相信《圣

经》，原因如下： 
 
背景:神的启示 
 
《圣经》宣称受神启示：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

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3:16～17 
 
神籍着圣灵晓谕《圣经》众作者: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

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20～21 
 
证明如下： 
 
1) 考古证明 
 
《圣经》关于历史地理的记载，皆准确可信。考古学家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古物，证实了《圣经》所

提及的君王，国家，大事，城市等都是准确无误。我们来看看专家意见:Nelson Glueck 
 

o 威廉爵士（William Mitchell Ramsay）是富有声望的考古学

家，获得九所大学博士学位。他在描述新约作者之一路加（即

《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作者）时说： "路加是一流的历

史学家...他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o 另一位闻名世界的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 Glueck） [见右

图]：时代杂志封面]写道： "迄今为止，《圣经》关于历史的

记载与考古发掘不谋而合，没有任何矛盾否定之处." 
 
考古学家寻找古代城邑时，经常参考《圣经》。自 1958 年, 因考古

学家发掘，《圣经》中超过 2,500 个地点得到证实。毫无矛盾。从历

史角度来看，《圣经》准确无误。  
 
2) 抄本证明 
 
《圣经》中第一本书大概写于 3,500 年前, 最后一本差不多在 2,000 年前完成. 因年代久远，我们没

圣经原本，仅抄本. 那我们怎么知道现有《圣经》是基于原本呢? 好消息：我们有足够的抄本来证

明今天的圣经版本值得信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多少抄本算是足够。这张表罗列了古代经典著作现存抄本： 
 

古代作者／相关著作 抄本数 抄本与原本相距时间 

柏拉图 7 1,200 年 

塔西佗《编年史》 2 1,000 年 

修昔底德《战争志》 8 1,300 年 

欧里庇得斯 9 1,500 年 

亚里士多德 5 1,4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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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抄本相互呼应，专家由此推论抄本与原本相差不大。所以，虽然抄本与原本相差一千多年，

人为篡改轻而易举，很少有人质疑这些经典著作的准确性。 
 
现在，我们来看看新约抄本。请对比两表。 
 

著作 抄本数 抄本与原本相距时间 

《新约》 (希腊原文) 5,366! 35 – 300 年 

《新约》 (翻译版) 24,600! 35 – 300 年 

 
抄本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 最可贵的是各抄本一一呼应! 毫无疑问，在古籍中《新约》相关文献高

居榜首。 
 
因此，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今日的《圣经》是神希望我们拥有的版本。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它的

真实性。 
耶稣也曾应许：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马太福音》24:35 
 
3)预言: 
关于圣经证明，预言是最令人兴奋的。但由于“预言”定义千差万别，人们容易误解。我们首先来

解释《圣经》对预言的定义。 
 
预言与预测不一样. 比方说，气象局根据科学数据预测天气。不同于预测，预言: 
 

o 预测是基于以往经验与知识，预言完全不是。 
o 精确到细节。 
o 预言每次都 100%命中; 预言绝对没有 90%的准确率，只有 100%！ 

  
 
如今，时不时就有人跳出来预言未来，但这些所谓的“预言＂都无法达到上述标准。所以它们根本

就不是！简而言之，预言是神迹。因为先知的预言能力是超自然的，只能来于掌控时间的神。只有

圣经的预言符合上述标准。 
 
《圣经》简介: 
为了方便不熟悉《圣经》的读者，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o 《圣经》是６６本书的合集。作者多达４０位。著作时间横跨 1,500 年。 
o 《圣经》分两大部分：《旧约》与《新约》 
o 《旧约》写作时间大约为公元前 1,500 到 400 年。 
o 《新约》写作时间大约为公元后 45 到 95 年。 

o 由此，《旧约》最后一本书与《新约》第一本书相隔了大概 400 年。 
o 死海古卷的发掘 – 古卷包含了《旧约》大多数书的片断除了《以斯帖记》– 证实了《旧

约》先于《新约》完成。 
o 这点至关重要。如果《旧约》没有先于《新约》完成，那么旧约的预言没有任何意

义！ 
 
比喻: 一本关于你的神奇传记 
假设有天你去图书馆，竟然看到一本关于你的书。而且书中描述，惊人准确。这本书详细记载了： 
 

o 你的出生地 
o 你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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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你的居住地 
o 你的好友 
o 你曾学习的地方 
o 你的职业 

 
句句命中。你还发现这书早在你出生 400 年前就已经写完。你一定会大为惊叹！如果上述情况属

实，那就是预言。 这个例子只举了６大点，但《旧约》关于耶稣的预言却多达 300 个以上，所有

预言都在耶稣出生 400 年前就已经写下。下述表格列举了《旧约》关于耶稣的三处预言，均得实现: 
 
  
 
1. 耶稣出生地 – 这个预言在７００年后－耶稣出生时得实现。耶稣出生在伯利恒。 

《旧约》预言 多少年后得实现？ 《新约》 

《弥迦书》5:2  伯利恒、以法他

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

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

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

从太初就有。 

大约７００年后 《马太福音》 2:1 当希律王的时

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

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2. 耶稣遭背叛 – 早在耶稣出生５００年前，先知得神晓谕写下了背叛细节。 

《旧约》预言 多少年后得实现？ 《新约》 

《撒迦利亚书》11 

12 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

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

了！”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

我的工价。  

13  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

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

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

中丢给窑匠了。 

* 注意: 这 30 块钱 – 是神

经人估算的价值－扔进了圣殿。之

后又转到窑匠手中 

大约７００年后 《马太福音》 27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

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

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

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

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

自己承当吧！”  犹大就把那银

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  祭

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

价，不可放在库里。”  他们商

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匠的一块

田，为要埋葬外乡人。 

 
耶稣钉死十字架 – 耶稣出生的 1,000 年前, 神晓谕大卫王。大卫写下了耶稣钉死种种细节－当时钉

死十字架还没有出现！是之后才发明的死刑。 
《旧约》预言 多少年后得实现？ 《新约》 

《诗篇》22 

1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

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

我唉哼的言语？ 

 

-- 

7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

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

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

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大约 1,000 年后 

 

 

大约 1,000 年后 

 

 

《马太福音》 27:46  约在申

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

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

弃我？” 

-- 

《马太福音》27:41  祭司长和文

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

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

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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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大

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

口，好象抓撕吼叫的狮子。我如水

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

心在我里面如蜡熔化。 

 

-- 

15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

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 

16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

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

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

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

拈阄。 

 

 

 

大约 1,000 年后 

 

 

 

 

大约 1,000 年后 

 

 

 

 

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

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

子。’” 

-- 

《马可福音》15:16  兵丁把耶稣

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

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

冠冕给他戴上， 就庆贺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

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

上，屈膝拜他。 

 

-- 

《约翰福音》19:28 这事以后，耶

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

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

了。” 

-- 

《约翰福音》 19:23  兵丁既然

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

服分为四分，每兵一分；又拿他的

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

上下一片织成的。  

24  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

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这

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

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兵丁果然

做了这事。 

*注意: 大卫写下这篇诗时，这死

刑还没发明。他的预言在写完的１

０００多年后得应验。罗马人发明

了此死刑，犯人的手脚通过钉子固

定在十字架上。 

 
如果神没有晓谕旧约作者，他们怎么可能得知几百年后耶稣的详细事迹？圣经预言才是真正预言。 
上述只是３００多个预言中的一小部分。这些预言不仅证实了耶稣是弥赛亚（即，救世主）也说明

了《圣经》受神默示因为只有神才能预见未来。 
 
除了《新约》，还有其他证明吗？ 
 
有人虽然对预言大为震惊，却仍不相信。他们说，新约故事从没发生。他们错了。《新约》不是唯

一讲述耶稣事迹的古书。下述文献来自非信徒的历史学家，有些甚至是反基督耶稣。 
 
约瑟夫斯 (A.D. 37-100), 犹太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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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有位智士叫耶稣. . . . 彼拉多判他死刑。他的门徒却仍跟随他。 门徒说耶稣在钉死十字架的

三天后向他们显现，这是死里复活。所以，他也许就是弥赛亚－《旧约》先知口中那位能广行神迹

的救世主  《犹太古史》, xviii.ch. 3, subtopic 3, Arabic text). 
 
克奈里乌斯·塔西佗 (A.D. 55?-after 117), 罗马历史学家。他在下文中讲述了罗马皇帝尼禄是如何

通过嫁祸基督徒，洗脱自己火烧罗马城的罪名: 
"为了止住传言，他嫁祸一些无辜基督徒，用尽酷刑，百般折磨。众人也痛恨基督徒，觉得他们罪

大恶极。他们的创始人叫基督－罗马总督彼拉多处死了他。这教派装神弄鬼，害人不浅。曾经有段

时间，信的人不多。突然之间，信徒又越来越多。不仅在犹大地区－这一迷信的发源地，连罗马都

有基督徒。"  《编年史》XV.44 
 
卢奇安(二世纪), 希腊讽刺作家, 也提到基督耶稣: 
"这人在巴勒斯坦被钉十字架因为领导了一场新宗教膜拜运动. . . 而且，这家伙还公然叫信徒犯罪，

即无视希腊众神，反而去膜拜他，守他的律法。他不就是个耍耍小聪明的老师吗。耶稣教导他们：

做到上述几点，他们就是兄弟姐妹。《彼利關尼之死》. 
 
马拉·巴·塞拉比翁(after A.D. 73)所写的信件，现存大英博物馆。据布如斯（F. F. Bruce）教授评

注，这封信是塞拉比翁在狱中写给儿子的。他在信中提到了苏格拉底， 毕达哥拉斯与耶稣的死: 
"犹太人将自己智慧的君王［耶稣］处死，有何益处？过了不久，他们家园就不复存在. . . . 苏格拉

底没有死；伯拉图继承了他的衣钵，继续传扬他的教导。毕达哥拉斯也没有死，他的名声随着赫拉

女神的塑像永存。犹太智慧的君王同样没有死，他因为自己的教导而流芳百世。 
 
犹太法典于 A.D. 500 撰完。 其中，巴比伦尼亚的犹太法典曾提到耶稣: 
"逾越节那晚他们吊死了拿撒勒的伊苏［即耶稣］。之前整整四十天，一个差役站在他旁边向众人

说：（拿撒勒的伊苏）要被石头砸死了因为他行邪术，蒙骗误导以色列。有谁愿意帮他辩护，请站

出来申诉。但没人帮他辩护。他们就在逾越节那晚杀了他。" (Sanhedrin 43a, "Eve of Passover"). 
 
  
总而言之，《圣经》受神默示是确凿的事实。 
 
《圣经》宣称受神默示 

o 考古发现证实了《圣经》真实可信 
o 古籍中，《圣经》是相关文献最多。抄本总数多达 30,000 本，而且很多跟原本时间相近：

间隔 35 到 300 年 
o 《圣经》独一无二：纪录了真正预言 

 
读《圣经》吧，耶稣说, 
《马太福音》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

一切话。”” 
 
读《圣经》吧。它是灵粮。 
 
圣经阅读建议: 
 

o 在清晨忙碌的一天还没开始前，请读《圣经》 
o 读前，可以先祷告。短短几句也可, “早安，天父。我想学习你的道。请帮助我读《圣经》

并明白你的话语。阿门。” 
o 先读５～１５分钟，回想一下刚读内容。 如果有些经文很有意思，就记下来。（如果你没

有完全看懂经文，不要担心。把你的问题写下。当你继续阅读时，你会发觉很多问题都能在

《圣经》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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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从哪里开始: 
o 如果你从没读过《圣经》，请从新约《约翰福音》开始。 
o 如果你想了解耶稣为什么那么与众不同，请阅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

音》，《约翰福音》 
o 如果你寻求智慧，请每日阅读《箴言》一篇 
o 如果你想过基督徒生活，请读《雅各书》与《以弗所书》 
o 如果你想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请参考《加拉太书》 
o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好人，请读《马太福音》第 5 到第 7 章。还有《以弗所书》 
o 如果你身处困境，想要鼓励，请读《诗篇》与《腓立比书》 
o 如果你正在思考人生意义，请读《传道书》 
o 如果你想知道早期教会历史，请读《使徒行传》 
o 如果你想知道教会领袖与他们的分工，请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