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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論 ─ 聖經的權威，外證

3. 恆久性：

聖經在嚴厲的考驗當中，做到它自己所說的…

太五17-18、啟廿二18-19
神的話是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的、不能刪除的。神的話是 點 畫都不能廢去的 不能刪除的

歷史上有多少消滅聖經的運動，

而基督教、聖經，仍然屹立不搖，

這個是兩千年來，沒有辦法否認的事實，

所有在歷史上要消滅基督教的，都被消滅了

現在還有這個妄想的，也要親自嚐到苦果

聖經照它自己所預言的，

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都要應驗的，點 畫都不能廢去 都要應驗的

從恆久性，就可以知道他的權威。

4. 普遍性 ─ 聖經是可以讓萬民，每一個民族都得到益處的。

新約聖經 翻譯成 千多種語言新約聖經，已經翻譯成兩千多種語言，

正在翻譯的還有四、五百種。

佛教徒也很多佛教徒也很多，佛經翻譯成的語言，

跟聖經比起來差太遠了

聖經翻譯成各民、各族、各國的語言，

是照聖經自己所預言的，表示它是

每個民族、地區、國家、每個人，心裡真正需要的，

因為這是上帝的啟示

太陽照到每一個地方，都有人天一亮就起來讀經，

而且是許許多多的人，而且是許許多多的人

沒有第二本書像聖經

能夠滿足普天之下所有信它之人的需要能夠滿足普天之下所有信它之人的需要

其實不信的人也需要，只是他們還不知道

5. 充足性 ─ 史料很充足。

要判斷歷史上的記載 傳說是否真實要判斷歷史上的記載、傳說是否真實，

不能只單憑一個線索而已，

要有很多的材料來互相印證。

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
甲骨文專家…大禹不一定是真正的人，

可是大禹治水史料太充足，

當時的文獻、夏商周都有記載

聖經的史料也是最充足的，本身就一百萬字史 百萬字

寫作的過程，其他的歷史書跟其他的

文學記載，也多的不得了文學記載 也多的不得了

兩千年來聖經研究，多少房間才裝得下

這麼多的史料，如果你還不相信它是真的，這麼多的史料，如果你還不相信它是真的，

那所有的歷史書都該丟進垃圾桶。



三、主觀的證據 ─ 現代科學流行的是客觀，

為 觀 靠 實際 主觀 是應驗在我 身認為主觀不可靠，實際上主觀就是應驗在我們身上。

人類因為不聽上帝的話，濫用上帝給他的自由，

離開上帝以後，個人、整個人類都迷失了…
聖經告訴我們得救的方法 ─ 向神悔改、

接受耶穌基督、罪得赦免、聖靈內住、

重生得救，照聖經的話來過我們的生活，

無論家庭、婚姻、社會，在各方面都會改善，

經歷到聖經是真實的

當經歷聖經是真實的，像人生、人類的地圖，

把迷途的人們引到正路來，走對了把迷途的人們引到正路來 走對了

真的應驗在我們身上，這就是主觀的證據！

經歷到了以後，拜託你不信，也是沒辦法的，經歷到了以後，拜託你不信，也是沒辦法的，

因為你已經歷到這是真實的…

有這麼多內證、外證、主觀證據、很多基督徒做見證，

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不信呢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不信呢？

四、常見的反對論調

1.有自然科學的錯誤，例如：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實際上，聖經上沒有這句話，

只是以人類居住的地球做中心，來描寫事情

上帝才是一切的中心，描寫人類被造、墮落之後，

上帝怎麼樣把人類尋找、拯救回來…
聖經是救恩的教科書，不是天文學的教科書，

是一種文學，從人看星球這個角度來描寫星球

雖然教會歷史曾經犯錯，教會領導把地球是圓的、雖然教會歷史曾經犯錯 教會領導把地球是圓的

地球會動、地球繞著太陽跑，都當作異端。

這是教會歷史的錯誤，不是聖經的錯誤，這是教會歷史的錯誤，不是聖經的錯誤，

不能因為聖經被誤解，就說聖經是錯的。

2. 歷史方面的錯誤 ─ 年代不太準確，

全世界公用「西元 公元 教會界「主前 主後全世界公用「西元、公元」，教會界「主前、主後」，

有三、四年的誤差，是以耶穌的誕生作西元的開始。

古代的曆法還在研究發展的階段，

到近代才愈來愈精細、愈來愈準確

聖經的紀載只是很粗糙的、誤差好幾年，

因為聖經本身就有好幾套的曆法

古代人不像現代人，時間精密度是不一樣的，

布農族人搭火車為例…
火車來了就上車，根本不用看時刻表

古代生活不緊張，現代緊張兮兮的…

不是聖經在歷史、在時間上的錯誤，

而是古代曆法、精密度，跟現代不一樣，而是古代曆法 精密度，跟現代不 樣，

現在精密角度去回朔、去推算，可能有誤差。

3. 新約引用舊約的錯誤

新約無論耶穌基督、其他作者，

在引用舊約的時候，很多字句是不一致的，

這不是錯誤…
是引用精意、核心的要意，而不是引用字句

不像現代人當引用別人的文章，

為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字句是不能改的為尊 別 智慧財產 字句 不

耶穌跟使徒引用舊約的時候，會去改，

因為新約比舊約更清楚因為新約比舊約更清楚，

舊約只是照片，新約才是本人、本尊出現

新約詮釋舊約的時候 字句上是會改的新約詮釋舊約的時候，字句上是會改的，

不是矛盾，是因為新約有進一步的發展、

是更權威是更權威的



路四16-19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

安息 常 會堂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

站起來要念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

交給他 他就打開 找到 處寫著說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 賽六一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 被擄的

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牢。

賽五八6b 使被欺壓的得自由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賽五八6b 使被欺壓的得自由。

耶穌是很自由的，不必像現代人寫論文要很嚴謹，

耶穌比舊約先知更權威，可以把舊約親口作新的詮釋耶穌 舊約先知 權威 以把舊約親 作新的詮釋

不能說耶穌錯了，只能說耶穌是更權威的

4. 神蹟奇事不科學，是錯誤的

聖經裡有 些是超過 般科學的 超越 般經驗的範疇聖經裡有一些是超過一般科學的，超越一般經驗的範疇，

人習慣於把過去看見過的事情、習以為常當作真的，

沒有看過的就當作假的，這是人類畫地自限。

人類還不能測量、不能聽到、不能看到、

儀器還不能測量到的現象，還多的很呢！

這個不是不科學、而是超科學，

是超自然、而不是違背自然

自然只是看慣的神蹟、神蹟是看不慣的自然，自然只是看慣的神蹟 神蹟是看不慣的自然

自然界也是上帝的神蹟 —
這麼多星球運行，是上帝用全能的命令托住萬有這麼多星球運行，是上帝用全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包括最精巧的人體、最不可思議的人心，

野地裡一朵小花，都是上帝奇妙的設計野地裡 朵小花，都是上帝奇妙的設計

這是神蹟、神的作為！

馬丁路德：「上帝把神蹟寫在春天的每一片葉子上。」

冬 有 植物都 乾 像都 掉 寂 色冬天所有的植物都枯乾、好像都死掉、死寂的白色，

春天卻綠油油的，各種的綠色取代冬天白色、灰色，

死氣沉沉變成生意盎然，這其實是一個神蹟！

有一些神蹟是超過我們習慣的自然現象，

上帝並沒有被人類的自然現象所限制住，

如果神不能行超自然神蹟，祂就不是神了。

聖經所講瞎子看見、聾子聽見、瘸腿的行走、死人復活，

對上帝來講，生命是祂造的，祂有辦法…對上帝來講 生命是祂造的 祂有辦法…
只是人類把真理限制在自然的範疇、

以為這個之外就沒有了，以為這個之外就沒有了

是畫地自限、封閉的系統，不是聖經的錯誤

人類的預設立場，就把超自然的神蹟當作錯誤，人類的預設立場，就把超自然的神蹟當作錯誤，

其實這本身是一個錯誤

5. 道德觀問題 ─ 上帝那麼殘忍，進迦南地殺那麼多人…
這是上帝對罪惡設了定律 ─ 罪的結局就是死亡。

那時迦南太敗壞，把自己嬰孩獻給假神，

淫亂，廟裡面的女祭司跟信徒犯姦淫…

上帝不願意以色列人在那個社會上帝不願意以色列人在那個社會

同流合汙、一起敗壞，

將來聖經要從以色列產生，救主要從以色列出來，將來聖經要從以色列產生，救主要從以色列出來，

所以提早消滅迦南人

這不是上帝的殘忍，而是對罪惡的憤怒，

祂可以馬上處理，像進迦南地一樣，

也可以等人死後再處理

上帝的公義沒有改變過，

這是人類不了解，就以為祂那麼殘忍



臺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耶穌新畫像》—
「 多 都被 為 帝是多麼慈愛「很多人都被騙了，以為上帝是多麼慈愛，

不是的，上帝是很殘酷的，殺那麼多的人。」

唐崇榮牧師回應說︰「如過上帝真的很殘忍，

祂不會讓《耶穌新畫像》寫出來，可能事先就把他殺掉了，

上帝還許可他寫，表示上帝不是像他所說的殘忍。」

有人說聖經寫罪惡的事情，

比如大衛犯淫亂的經過等等，聖經不乾淨，

聖經的確有記載這些犯罪的事情，

是讓我們聖潔、看了知道嚴重性不敢犯罪

不像很多讓人敗壞的書，引誘人去犯罪

這不是缺德，反而是真正的道德，

用這些來警誡人類。

6. 聖經有很多落伍的東西不合時宜，這是用—
流 來 斷永 暫時來 斷長遠 對 來 斷 對流行來論斷永恆、暫時來論斷長遠、相對的來論斷絕對的。

從舊約、到兩千年前福音書時代、到如今，

聖經依然可以讓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

聖經一些標準，承認跟時代的風氣不一樣，

例如對同性戀、對女權的看法…
 創一上帝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一樣崇高

可是功用不一樣，夫妻的配搭，丈夫要出來領導，

妻子要學習配合，也要求丈夫要為妻子捨己

聖經要求妻子順服，這跟現代的流行不一樣，

但照這樣做，會體驗到是最蒙福、最合適的這樣 會體 到是最蒙 最合適的

不要因為跟時代的風氣不一樣，就覺得落伍了，

流行的東西只要不合真理，有一天都要被廢去，流行的東西只要不合真理 有 天都要被廢去

反而聖經，一點一畫都不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