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的權威，有很多的討論，挑最重要的來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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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證 ─ 聖經裡的證據
1. 主耶穌對舊約聖經的肯定
大量引用舊約，且指出舊約的預言必需應驗
路廿四44 耶穌對門徒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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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祂對全本舊約聖經加以肯定 而且講道常常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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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致性
聖經新舊約前後寫
聖經新舊約前後寫了一千多年、四十幾個作者，
千多年 四十幾個作者
 文化、背景、教育程度都不一樣，
卻非常一致的，把聖經的主題 ─
從 創世記 到 啟示錄 一貫的來表達出來
 這種一貫、和諧一致性，
如果不是出於上帝的保守，是不可能的
這四十幾個作者，沒有開過一次跨時空的編緝大會，
 卻能夠和諧一致的，從人被造、墮落、救恩的預備，
卻能夠和諧 致的
到福音書耶穌來臨、救贖完成、使徒書信
 把我們信耶穌成為神的兒女之後，
把我們信耶穌成為神的兒女之後
個人、教會的生活，做了完整、和諧、
致
貫的前後互相呼應的敘述
一致、一貫的前後互相呼應的敘述
這種一致性也在顯明祂的權威。

2. 新約的作者、使徒們也常常引用舊約
新約的作者 使徒們 常常引用舊約
保羅 提後三16 總歸納 ─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指舊約聖經，代表眾使徒跟新約的作者肯定舊約
指舊約聖經 代表眾使徒跟新約的作者肯定舊約
 新約的作者常常引用舊約

4. 新約應驗了舊約 ─主要彌賽亞的來臨、有關的細節
 以賽亞書、先知書、其他書卷，
賽
卷
不斷預表、預告耶穌基督的來臨
 直接、詳細的預告，都具體一一應驗在主耶穌身上
作家張曉風曾說：「沒有一個人
像耶穌還沒有生下來就已經有傳記了，
很詳細 事先寫好 傳
」
而且是很詳細、事先寫好的傳記。」
連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喝什麼飲料，
最後穿的衣服怎樣被士兵分掉
最後穿的衣服怎樣被士兵分掉…
這些細節都一一兌現。
有關耶穌基督的來臨、教會的誕生、
有關耶穌基督的來臨
教會的誕生
宣教的成就，後面還會繼續來談。
從這裡可看出這是上帝特別保守
從這裡可看出這是上帝特別保守、
也是聖經特別的權威。

5. 寫實性 ─ 聖經寫偉人的時候，
不像中國人，只有歌功頌德；
聖經寫偉人、甚至於上帝重用的僕人，
 他們有不好、失敗的地方，
也是很實在的記錄下來做為後嗣的鑑誡
 如果都是隱惡揚善，反而不夠真實
把失敗也寫下來，這種寫實就知道是確實的、可靠的
6. 絕對性 ─ 聖經寫好以後，不需要更正、修訂，
 歷史上很多理論
歷史上很多理論，都因為發現新的事證，
都因為發現新的事證
所以推翻前面的、做大幅度的修訂
 聖經不修訂，不是因為老頑固、不肯改變，
而是因為出於神的啟示、不需要修訂
幾千年來聖經絕對的權威絕不更改、依然有效，
也是證明聖經的權威



十誡也是很超越 ─ 有三個對象，

─ 對上帝，專心敬拜上帝
第四條 ─ 要守安息日，對自己，耶穌說：
安息日不是為上帝設立、是為人設立的，
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離開工作、休息重新得力再出發
後面六條 ─ 對別人
第一條到第三條

有三個次序…
 不可殺人 ─ 尊重別人的生命，生命第一
 不可姦淫 ─ 尊重別
尊重別人的婚姻與家庭
的婚姻與家庭
 不可偷盜 ─ 尊重別人的財物
有很多人顛倒了 要錢不要命 要錢不要婚姻不要家庭
有很多人顛倒了，要錢不要命、要錢不要婚姻不要家庭…
921 大地震，我舅舅住的大樓垮了，一家三代安然無恙，
生命健在、家庭在，財產雖然損失但沒關係，
有生命、有家庭，大家一起同心再奮鬥就可以了。

7. 超越性 ─ 聖經所談的主題，
不像一般的倫理道德、宗教規條那個層次而已，
很多的主題是獨特的貢獻，是其他的書上所沒有的…


神論，我們會談到多神論、一神論，
聖經是三一神論，聖父、聖子、聖靈，
聖經是三
神論，聖父、聖子、聖靈，
又是一、又有三個位格，超過其他的神論



救贖論 ─ 林前一 十字架的道理被當作愚拙，
保羅有點諷刺口氣的回答：上帝的愚拙是比人聰明的；
保羅有點諷刺口氣的回答
帝 愚拙是
林前二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過的。
 是上帝超過我們想像的一個安排，
是上帝超過我們想像的 個安排
不但在理論上超越，在實踐上也是超越
 救贖的大能真實的改變我們的生命
救贖的大能真實的改變我們的生命，
是每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以作見證的

三個層次 ─
 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
孝
盜
都講行為方面的誡律，是外在的行為
 第九條言語方面，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第十條不可貪戀別人的妻子、牛、驢、財物，
是談到意念方面，不可以貪心，
只要不貪心，前幾條行為和言語的誡律也就不會犯了，
從行為到言語到意念，從外到內、多麼的完整
雖然只有短短十條誡，
 唸快一點三、四分鐘全部念完了
 所包含的範圍跟層次是多麼的完整，
所包含的範圍跟層次是多麼的完整
先敬畏上帝、然後對待自己、對待別人，
會敬畏神就不會那樣無法無天
現在的法律不管這個，但聖經還管…




登山寶訓也超越一般的倫理道德，

一般談到對待別人對我們的虧欠、得罪我們，
赦免、不計較、不計恨，已經很偉大了，
可是聖經不只如此，它叫我們要愛仇敵，
這個層次是更超越的



孔子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希望人家這樣對待你 也不要這樣對待人
不希望人家這樣對待你、也不要這樣對待人，
聖經講得更積極 ─
你希望 家這樣對待你 你就先怎樣對待
你希望人家這樣對待你，你就先怎樣對待人

二、外證 ─ 聖經之外有那些證據？是更客觀的…
1. 新舊約的預言，繼續在後來的歷史應驗
 前面聖經的預告、後面的聖經應驗，還算是內證
 聖經寫作完畢之後才應驗的事情，就是很重要的證據了
 古代有名的海港推羅、西頓，
照聖經的預言後來毀滅了
 巴比倫也是、以東也是


登山寶訓的境界 無 愛
登山寶訓的境界，無論愛仇敵、先對別人好…
對別
一切都是那麼的超越。
聖經當然還有許多其他超越之處
聖經當然還有許多其他超越之處…，
這些超越性，也可以看出聖經的權威。

2. 傳道的果效 ─ 主耶穌在頒布大使命的時候已經預告，
太廿八 使萬民作門徒，太廿四 傳遍天下，徒一 傳到地極，

這些是極大極難的事情，聖經照著自己的預言應驗了。
舊約也老早提到…
創十二1-3
創十二1
3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加三14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

可以臨到外邦人 這個事情已經應驗了！
可以臨到外邦人。這個事情已經應驗了！
賽四九6b 歸回尚為小事，

以色列歸回已經應驗
太廿八
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
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徒一
回頭一看，95% 以上已經應驗，
多數民族
多數民族、地區、偏遠地方，
區 偏遠 方
都有宣教士去了。

巴比倫
瑪代
波斯
希臘
羅馬

以色列的亡國跟復興，
徒一 耶穌要升天的那
徒
耶穌要升天的那一天，門徒還在問這件事，
天 門徒還在問這件事
耶穌回答：「父已經定了時候和日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這句話是肯定的！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這句話是肯定的！
這事到 1948 年才成就，以色列終於復國，
這是偉大神蹟 ─
沒有一個國家亡國兩千多年能夠復國。

但二32-35 金頭、銀胸、銅腹、鐵腿、半鐵半銀的腳，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你觀看
見有 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
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半鐵半銀 - 羅馬政權征服那麼多民族，
羅馬政權征服那麼多民族
卻沒有辦法真正融為一體
 打碎巨像的石頭，卻是一顆活石，
打碎巨像的石頭 卻是 顆活石
擴大如山、充滿天下…


描寫羅馬帝國以後，福音的擴散
寫
像一座會長大的高山，擴散到全天下。
二43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雜，

卻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一樣。
這些民族並不能融合成為一體、不能真正的相合。

二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
立
壞
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這當然是在講耶穌基督所建立的國，
 這個天國在羅馬帝國時代誕生
 一產生，就永不敗壞、永不會
被別國征服，也有能力征服列國
這是關於宣教的應驗舊約的部分，
舊約已經讓我們清楚看見 ─
救恩不是只臨到以色列人，
也臨到天下萬族列邦。
這些是照字面上應驗的
這些是照字面上應驗的，
所以也是外證、是外在、客觀的印證。

路二22-32 耶穌生下來滿了第八天，去耶路撒冷聖殿行奉獻禮，

有一個人名叫西面，是很公義、很虔誠的老人家，
有
個人名叫西面 是很公義 很虔誠的老人家
一生就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
當看見約瑟、馬利亞抱著耶穌進來的時候，
就把耶穌這個小嬰孩接過來，稱頌神說：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這個救恩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這個救恩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從教會歷史來看，這福音是先給以色列人的，
從教會歷史來看
這福音是先給以色列人的
 可是多數以色列人不認耶穌作他們的彌賽亞
 福音就先給萬民
福音就先給萬民、先給外邦、傳遍天下，
先給外邦 傳遍天下，
羅十一 當外邦人得救的人數都填滿了，
以色列全家才要得救
給萬民、給外邦、然後以色列，也已經應驗了大部分了。

太廿八18-20 大使命，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萬民不是萬人，是每一個民族，
萬民
是萬
是每 個民族
 現在新約已經有三千種文字
 正在翻譯，最少、最偏僻的民族，
正在翻譯 最少 最 僻
有四百個語言正在進行，就是最後的應驗
徒一6-8 那時耶穌要升天了，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的任務不是以色列地上政權的復興，
 你們的任務是聖靈降在你們身上，你們會得到能力
 要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最偏僻的地方
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政治領袖，
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政治領袖
希望他的國可以遍滿全天下、
統治萬民、每 個民族，
統治萬民、每一個民族，
很多人有這個心志，只有耶穌說到做到。

傳給萬民，到了啟示錄就已經預告將來完全的應驗…
啟五8-10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俯伏在羔羊面前，歌頌神：

「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
從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國中買
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
來 叫他們歸於神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啟七9-10 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
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大聲喊著說：
「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

雖然都是指著將來的應驗，實際上已經應驗絕大部分了！
 現在世界上還真正沒有福音的地區已經是非常偏僻了
 過去十年在回教地區，我親眼看見
很少數的民族，福音進去了
很少數的民族，福音進去了、
他們自己已經起來領導教會
我們從宣教的預言、後來的應驗，
可以看出聖經的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