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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多閱讀過我的“捍衛聖經”（A Defence Of the Bible）

1一書總論章（7）的人都表示，他們從閱讀中得到了心

靈的慰籍和依靠。甚至那些不信的人都希望知道的更多

些。所以我決定將此書稍作修改，編撰成一本小冊子獻

給讀者。所有的註釋除聖經外參考原著。 

 

 

 

 

 

1‘捍衛聖經’可以在網站 word.com.au 上下載或在網上

koorong.com.au 網以及 canaanland.com.my 網上的書店

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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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真實的，是值得被信任的一本書。 

在“捍衛聖經”一書中，我提出與其他宗教書籍相比較，聖經

在學術上更為傑出與可靠。在進一步探討前，讓我們回顧一些

重要的部份。 

 

起初 

 

關於宇宙（天堂）的存在，只有兩種可能的解釋。聖經告訴我

們，起初神創造天地。對於無神論者和宇宙學家來說，唯一的

選擇和提議是： 在起初，什麽都沒有。經過了一段時期后，

發生了大爆炸而形成宇宙。這也是大爆炸的理論基礎。然而，

從哈勃望遠鏡的測量和觀察表明，大爆炸理論與現在看到的一

個完美有序的宇宙不相符合。它明顯違反了熱力學第一和第二

定律。第一定律認為物質和能量不能被創造與毀滅；第二定律

認為在一個封閉系統裏面，系統總是從有序走向雜亂無章，而

這點也從觀察中得到證實。此外，他們還面臨一個難題即整個

宇宙內部的運行正慢慢減弱，由此帶出一個問題是 − 誰在最

初時啟動了宇宙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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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生命    

 

通過隨機的分子碰撞而產生的生命進化是不可能的，甚或生命

的化學物質也不可能形成。它們會被打破，而不是形成一個更

大的分子。達爾文主義在遺傳性領域遇到一個巨大問題即他們

需要增加三十億個核苷酸（信息）到一個細菌的 DNA (基因)

里，從而構成一個人，這是進化論們所相信的。他們說通過自

然選擇和突變從而發生這種情況。但是，這種情況導致基因信

息減少，而不是增加。他們說，這樣的發生已進行了幾十億年。

但，整個的進程是朝著錯誤方向的；留給他們的就是，生物體

不會增加複雜性并獲得更多的功能。他們要麼不變，要麼失去

功能，例如穴居魚已失去它們的視力和無法飛行的鳥失去了它

們的飛行能力。 

 

另外，大量的證據顯示地球的歷史不長，很年輕，通過加速穩

定實驗得到的一些皮膚、軟組織及紅血細胞信息來解構地球顯

示，地球的年齡只是在數千年之間，而在被聲稱“侏羅紀”時期

的化石要超過 65 億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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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這些化石之間，並沒有找到一個化石顯示是在兩種化

石之間的過渡化石。達爾文說，假如沒有這樣的化石，他的理

論就站不住腳。此外，還有許多的 “活化石”至今并沒有改變

其原樣貌 

地球顯然是有人設計的 

 

 與進化論相反，聖經的創世理論與目前所觀察和測定得到的

相符合。自然界的每一個方面都令我們看到設計的痕跡；從十

三凝血因子自動結合阻止流血到一群蜜蜂爲了共同的利益而一

起工作。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是，一個受精卵細胞有足夠

的遺傳信息發出指令合成一個由數千公里長的血管和 1000億

精確有序的腦細胞組成的人，每個細胞高達 10,000 次的連接。

由此帶來 1000萬億的連接，這些連接是那麼的完美而有序，

它帶給我們設計與規劃的能力，愛與被愛，生活的閱歷及以眾

多方式表達我們的感情。 

 

一位科學家曾經評論說，如要區分人與上帝之間的差異，你只

要仔細的檢驗。隨著放大倍率的增加，我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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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所做的變得越來越不精確，而上帝所做的變得越來越細微

而精緻 

聖經經得起科學的檢驗 

當我們將聖經放在現代科學顯微鏡下來研究時發現，聖經經得

起檢驗。雖然聖經完成于數千年之前，但聖經早就告訴我們，

上帝創造了天，2地是圓的，3并懸浮在空間。4有確切的證據顯

示，剛開始時，整個宇宙被水覆蓋著，如同諾亞大洪水時期，

所有動物的代表被裝進方舟里。新生嬰兒在生命的剛開始七天

里會有無法控制的出血。上帝告訴亞伯拉罕在新生男孩的第八

天行割禮。5考古發現不容置疑的證實了聖經中的人，地點和

事件。 

預言  

 
我們已經看到，當談到預言， 

2詩篇 104:2;以賽亞 40:22，42:5，44:24，45:12，51:13; 

  耶利米書 10:12，51:15;撒迦利亞書 12:1。  

3以賽亞書 40:22。  

4約伯 26:7。  

5創世紀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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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百分之百的準確。在舊約聖經里有 60 處描寫那位將要來

到的彌賽亞全都在拿撒勒人耶穌身上實現了。由於預言是如此

的準確，一些人聲稱，舊約聖經一定是在基督耶穌以後寫的，

但是被發掘的死海古卷是寫於基督之前 200 – 100 年，這足

以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同時，有關鄉鎮，城市和民族的預

言，甚至在很細微的方面都一一應驗了，那些尚未應驗的是留

給我們將來的期待。 

 

聖經的可靠性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聖經確實值得信賴，因為在一切領域無論

是在天文，化學，物理學，考古學，水文學，醫學或預言方面

都經得起檢驗。所以，我們可以有把握的得出結論，雖然無法

以實證來證實亞當和夏娃因違反上帝指令而帶來罪性并由此蔓

延到全人類，但我們仍可以相信這一點。 

罪的問題 

聖經告訴我們，“人人都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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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欠了上帝的榮耀。”
6
 

 

聖經裏面很多描寫顯赫傑出人物的犯罪。亞伯拉罕與他妻子的

侍女夏甲有了孩子，儘管上帝告訴他，他的妻子莎拉將為他生

孩子。 7雅各欺騙他父親冒充哥哥以掃而得到祝福。8上帝拒接

摩西進入應許之地，因為摩西違反上帝命令，用杖擊打岩石出

水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吩咐用話語來出水，將上帝的榮譽歸於他

自己。9大衛王犯了姦淫和欺騙罪，爲了掩蓋自己的罪行命令

殺害他自己忠誠的士兵。10門徒彼得三次不認基督耶穌，11偉

大的使徒保羅深為自己罪的本性而苦惱，他說：“我真苦啊！

誰能救我脫離這使我死亡的身體呢？”12 

并再次： 

6  羅馬書  3:23. 

 7創世紀 15:4; 16:1–4. 

 8創世紀 27. 

 9民數記 20:9–12. 

 10撒母耳記下 11. 

 11馬太福音 26: 69–75. 

 12羅馬書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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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是可信的並可接受的。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

我是罪人當中的罪魁。”13 

 

我們可以相信聖經中提到的，上帝是聖潔的，祂不容罪，會向

罪發怒。14罪的代價是死亡，身體上和靈魂上的死亡。15靈魂

上的死亡就是與上帝的分離。亞當和夏娃他們犯了罪，上帝將

他們趕出伊甸園，16他們的身體活著但靈魂死去。同樣，那些

拒絕基督耶穌的人靈魂上死了，一旦他們的身體也死去，那麼

就永遠的與上帝分離了。17 未得救人的永恆歸宿是地獄和火湖，

那裡他們將承受永遠的折磨。18
 

 

上帝解決罪的問題 

聖經提到上帝是如此的愛世人，甚至賜下祂鍾愛的兒子基督耶

穌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支付贖罪的代價 

13提摩太前書 1:15  

14出埃及记 32：10，11，12，19;列王紀下 22:13。  

15創世紀 2:17; 羅馬書 6:23。  

16創世紀 3:23-24。  

17路加福音 16:19-31。  

18路加福音 16:23; 啟示錄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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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架上爲了我們的罪而獻上祂無罪的身體，祂被懸掛在十

字架，臨死前祂大聲喊道: 

“完成了”19（ 為我們的罪支付了全部贖金） 

祂的工作是完全而又完美的，無需再有其他贖罪金，事實上也

沒有任何其他的可為我們贖罪。換句話說，基督耶穌通過祂自

己的受罪為我們的罪支付了贖金。對於我們的罪，祂賜上自己

的公義給那些信祂的人，20 好叫他們在靈魂上復活而進入天堂。

21 

正如聖經所說：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籍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裡去。”22  

“神爱世人，甚至賜下祂的獨子，要使所有信祂的人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23 

“如果你口裡宣認 “耶穌為主”， 

19約翰福音 19:30。  

20歌羅西書 2:13。  

21哥林多後書哥 5:21;羅馬書 8:1。  

22約翰福音 14:6。  

23約翰福音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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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信上帝使祂從死里復活，你就會得救。”24 

“你們是靠上帝的恩典，憑信心而得救的；這不是出於你們自
己的行為，而是上帝的恩賜。既然不是靠行為，你們就沒有甚
麼好誇口的。25” 

當腓立比獄卒問：先生們，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保羅回答
說： 

“黨信主耶穌，你和你家人就會得救。”26 

  

請注意，‘相信’在聖經里的含義，不僅僅意味著承認耶穌，

而是要完全委身于祂；宣認你的罪并悔改那就是遠離罪。 27 

因此，所有因信而接受祂豐盛禮物的人可遠離死亡而得永生，

與基督一起在天堂里。28讚美上帝！ 

24羅馬書 10:9。  

25以弗所書 2:8-9。  

26使徒行傳 16：30-31。  

27馬太福音 4:17; 馬可福音 1:15，6:12; 路加福音 13:13;                

     使徒行傳 20:21。  

28約翰福音 8:51; 11:26; 使徒行傳 7:54-60;  

     哥林多前書 15:51-55;哥林多後書 5:8; 腓立比書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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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量耶穌的話語 

耶穌告訴他的的門徒： 

“你們心裡不要愁煩；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在我父親家裡有

許多住的地方，我去是為你們預備地方；若不是這樣，我就不

說這話。我去為你們預備地方后，要再回來，接你們到我那裡

去，為要使你們跟我同在一個地方。我要去的地方，那條路你

們是知道的。”29 

  

耶穌對祂的朋友瑪大說： 

 
“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仍然要活著；

活著信我的人一定永遠不死。”30 

耶穌對在十字架上相信悔改的罪犯說： 

“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要與我一起在天堂樂園里。”31 

 

29約翰福音 14:1-4。  

30約翰福音 11:25-26a  

31路加福音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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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們崇拜的宗教領袖，只有一位已從死裏復活。因此只有

祂有這個能力讓那些信祂的人得永生。  

 
請看以下事實： 

孔子墓                  滿 

佛陀墓                  滿   

穆哈穆德墓         滿 

耶穌墓                 空 

天堂一瞥  

路加福音記載，一位年輕的猶太老師掃羅（後來改用保羅名）

替那些用石頭砸死門徒司提反的人看管他們的外衣。就在司提

反臨死前，他看見天門開了，基督耶穌站在那裡招呼他。32
 

保羅表示，他也有這樣的經歷，在他生命改變后看到復活的基

督在天堂裏，看到的東西甚至無法語言描述， 

  

32使徒行傳 7:5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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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用口舌表述。33 他寫給基督徒說基督的復活戰勝了死亡。

34 從屍體轉換靈魂進入天堂是如此之快，為的是要與主同在。

35 

你準備好了嗎？ 

對於那些不認識上帝的人，上帝仍然存在；你不可能保持中立。 

 

祂今天正呼召你，祂不願意讓任何一個人毀滅。但如不承認祂

就是拒絕祂； 

“那不與我一起的，就是反對我。”36 

 

然後，祂要對在祂左邊的人說：“走開，受上帝詛咒的人哪，

你們離開我吧，進到那為魔鬼和他爪牙所預備永不熄滅的火湖

裏去！”37 

我勸勉你： 接受基督耶穌為你的救主，讓陽光普照在你身上。

因為我們每晚在電視裏看到的死亡會來， 

 

33哥林多后书 12:1-6。  

 34哥林多前書 15:54-57。  

 35哥林多後書 5:8; 腓立比書 1:23。  

 36路加福音 11:23 

 37馬太福音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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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迅速且無預警。這讓你心驚膽戰。到那時一切都太晚了。  

你可以現在就用一種簡單的，從心靈裏發出的禱告來接受基督

耶穌，要求祂住在你的心裏面，向祂承認你的罪，要求以祂在

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來寬恕你。實際的話語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上帝看重的你的內心。 

以下是禱告的示例： 

 

親愛的主耶穌，我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我請求您的寬恕。我

相信你為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并從死裏復活了。我要離開

我的罪，邀請您進駐到我的生活裏面作我救主。我要信靠您，

跟隨您。禱告奉基督耶穌的聖名，阿門。 

    

接下来的步骤： 

 

約一位基督徒朋友或牧師談話，找一個查經班，并尋找一個相

信聖經，尊崇耶穌為上帝的教會。其他的基督徒從現在開始就

是你基督家庭的兄弟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