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講道信息大綱 
 

主題：40日禱讀聖經 (二)：為何聖經是可信的？ 

經文：提摩太後書 3: 16-17 

講員：黃志文傳道 2013.02.09/10 
 

********************************************************** 
 

引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

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 (提後 3:16-17) 
 

保羅所指的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 
 

「因為經上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又說：『工

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提前5:18) [申 25:4, 路10:7] 
 

Believing the right thing leads us living the right life and to the right place.    

 

I. 因為聖經是準確無誤 (It is accurate) 

「因為耶和華的言語正直；凡他所做的盡都誠實。」 (詩33: 4) 

1. 聖經是歷史上準確 (It is historical accurate) 

 聖經寫作者主要是親眼看見 

 聖經是被小心抄寫的 

 聖經被考古證實 

 死海古卷 

 使徒行傳中的國家，城市和島嶼 

 赫人城市的發現 [出3: 8]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

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出3: 8) 

2. 聖經是科學上準確 (It is scientifically accurate)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

的生命贖罪；因血裡有生命，所以能贖罪。」 (利 17: 11) 

3. 聖經的預言準確 (It is prophetically accurate) 
 

超過300個預言關於耶穌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

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彌5: 2)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我的骨頭，

我都能數過；他們瞪著眼看我。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 

(詩22: 16-18) 

 

II. 因為聖經主題是一致 (It is thematically unified) 
 

1,600年，40個作者，3大洲，3種語言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路24: 44) [約5: 39] 

 

III. 因為聖經已被耶穌肯定(It is confirmed by Jesus)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

都要成全。」 (太5: 18) [約10:35；路11: 28] 
 

要相信耶穌相信的聖經 [太10:14-15,12:39-40,19:4-5,24:15-18,24:37-38] 
 

所多瑪和蛾摩拉 (太10: 14-15) 

約拿 (太12: 39-40) 

阿當和夏娃 (太19: 4-5) 

但以理 (太24: 15-18) 

挪亞 (太24: 37-38) 

  

IV. 因為聖經是經得考驗(It has survived all attacks)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賽 40:8) 

 

V. 因為聖經能改變生命(It has transforming power)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

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來 4:12)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

就是愛了。」(約一4: 10)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 3） 
 

「摩西對耶和華說：『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從你對僕人說話

以後，也是這樣。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

呢？誰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呢？豈不是我耶和華嗎？ 現在去吧，

我必賜你口才，指教你所當說的話。』」 (出 4: 10-12) 
 

「...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你餵養我的小羊 ...」 (約21: 15)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徒 6: 4) 



 

「...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 9） 

 

總結： 
 

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帶領我們的一生？是神的話語 (Word) 或世界 

(World)？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12:2)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 1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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