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基石 – 第一課（上）



聖經是由上帝給予人類的

聖經共66本書，記錄了上帝的訊息。這些訊息是由上帝向自己揀

選了的40多位代言人說的。儘管聖經由人手記錄而成，卻是由上

帝寫成的。

提摩太後書3:16—全部聖經是受上帝靈感而寫的，對於教導真理、

指責謬誤、糾正過錯、指示人生道路，都有益處。

彼得後書1:21—因為，從來沒有預言是出於人的意思，而是先知

受聖靈的感動把上帝的訊息傳達出來的



考古學發現證實了聖經的真實性

儘管很多人把聖經看成是寓言和虛構的故事，但考古學發現卻
為它的歷史準確性提供了驚人的證據。

比如，1970年代在敘利亞北部發現的伊博拉古城之檔案。城中
所存的文檔書寫在泥板上，時間大約為西元前2300年。文檔證
明了聖經中敘述的希伯來先祖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人名和
地名都是真實的。

那些先祖故事中所體驗的古
代風俗，也可在泥板的記載
中找到。



另一個例子是以賽亞書中提及的亞述王撒珥根，歷史學家對此
人的存在一直有所爭議，「亞述王撒珥根打發他珥探到亞實突
的那年，他珥探就攻打亞實突，將城攻取。」（以賽亞書20:1）

我們現在知道，撒珥
根二世的確是亞述王，
他於西元前722年登
基。撒珥根的皇宮位
於伊拉克的科爾沙巴
德，1843年被保羅-
埃米珥·博塔(Paul-
Émile Botta)發現。
大約90多年後對該地
的進一步挖掘，發現
以賽亞書所描述的那
件事——亞述人攻佔
亞實突，該事件被記
錄在皇宮的牆壁上。
參觀倫敦大英博物館，
可見到來自此皇宮帶
有翅膀的公牛巨像。



第三個例子是在大英博
物館中發現的。2007年
夏天，客座教授邁克·
約撒(Michael Jersa)，
一位亞述學專家，在查
考該館收集的130,000
件楔形文字泥板時，找
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名
字——尼布沙如蘇猶肯，
這塊2500年前的泥板稱
他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二世的「太監總長」。

記錄有這名字的泥板原是一張收據，證明尼布沙如蘇猶肯曾支
付巴比倫神廟0.75公斤的金子。約撒查閱舊約聖經，並在耶利
米書第三十九章找到這個名字，只是聖經翻譯者的表述方式不
同。根據耶利米書，尼布撒拉旦是尼布甲尼撒王二世的「護衛
長」，西元前587年，當巴比倫侵略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王圍
攻該城時，他也在那裡。

大英博物館的歐文·芬克爾博士(Dr. 
Irving Finkel)總結此發現的重大意
義。

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一個世界級
的發現。聖經中這個一筆帶過的細
節，竟被證明是精確而真實的。我
認為，它意味著整本[耶利米書]所
敘述的事因此具有新的一股力量。



上帝的話語信實可靠

詩篇119:89[現]—主啊，您的話永遠存留，堅立天上。

以賽亞書40:8[和]—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上帝的話，

必永遠立定。

馬太福音24:35[新]—天地要廢去，但我的話絕不會廢去。

聖經有效！

一個懷疑論者在談論聖經說，人們今天不可能相信無名作者寫
的書。相信耶穌的詹姆斯便問那人∶人們是否知道乘法表的作
者是誰？

「不知道。」
那人回答說。

「那麼，你就不
相信乘法表啦？」
詹姆斯問。

懷疑論者回答說∶
「我相信，因為
它有效。」

「聖經也有效呢！」
詹姆斯答道。



聖經告訴我們耶穌就是上帝的話語

約翰福音1:1,14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希伯來書11:3 —由於信心，我們知道宇宙是藉著上帝的話造成

的；這樣，那看得見的是從那看不見的造出來的。

上帝一直用各種方法對人們說話：通過祂美妙的造物，通過祂
的先知和信使，通過祂已記錄下來的話語。但最清晰地顯示祂
的——祂的性格，祂的愛——乃是祂的兒子耶穌，聖經稱耶穌為
「道」（即話語）。我們通過說話是來表達自己，傳達自己的
思想、感情和性格。耶穌也是上帝對我們表達祂自己的工具。
祂的兒子耶穌，就是祂和我們進行溝通的最傑出的工具，也是
祂選擇去把自己的愛傳達給
這個世界的方式。



聖經是為了使我們受益而寫的

約翰福音19:35 —看見這事的那人（約翰）就作見證，他的見證

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叫你們也可以信。

哥林多前書10:11—他們（聖經人物）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

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約翰福音4:13-14—耶穌說：「人喝了這井裡的水，還會再渴；

(14)但是喝了我所賜的活水，就永遠不渴。因為我所賜的水，要

在他裡面成為生命的泉源，湧流不息，直到永生。」

生命之水

除了生命本身之

外，水是世上最

寶貴的東西。這

就是為什麼上帝

用水來象徵生命

的緣故。上帝說

生命之水、賜生

命的話語、話語

之水，都是同一

個意思。水是構

成人生命和令人

生存的基本元素。

沒有水，所有生

命都無法存在！



遵從上帝的話語至關重要

服從和遵守上帝的話語，證明我們認識和愛耶穌，結果是，我們

獲得益處！

約翰福音8:31-32—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

我的教訓，就真的是我的門徒了；(32)你們會認識真理，真理會

使你們得到自由。」

路加福音11:28—那聽見上帝的話而遵守的人更有福呢！

約翰福音15:7—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留在你們裡面；無

論你們想要什麼，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約翰福音14:15—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聖經好比你的人生地圖。

說自己沒有時間看地圖，

好比一個開車長途旅行的

人說∶「我急著要到那兒，

沒時間看地圖。」



上帝話語的益處

上帝的話語能為我們帶來信心、真理、智慧和力量！

詩篇119:7 —我既然認識了您的公義，我便要存著正直的心來

稱謝您。

羅馬書10: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上帝的話來

的。

使徒行傳20:32b —……祂恩典的信息，能夠堅定你們的信心，

又把祂的福澤賜給你們。

沉思上帝的話語，能帶來祝福和成功∶

約書亞記1:8 —你要常常誦讀這律法書，晝夜不斷地思考，小

心地遵照律法書上所指示的去做，這樣，你就必定萬事亨通了。

詩篇119:130 —你的教誨一經解釋就發出亮光，使愚拙的人得

到智慧。

上帝的話語潔淨醫治我們，使我們快樂，並給予我們平安！

約翰福音15:3 —「現在你們因我給你們講的道，已經乾淨了。」

詩篇107:20 —祂以自己的話治好他們的疾病，救他們脫離死亡。

詩篇119:165 —愛慕您法律的人將享太平，什麼都不能使他們

跌倒。

耶利米書15:16a —我得著您的話，就當食物吃了。您的言語是

我心中的歡喜快樂。



要想獲益，我們就必須閱讀上帝的話語

一個浪子離家出走，多年來全無音信。他得知自己的父親去世

了，就返回家園，母親熱情地迎接了他。宣讀父親遺囑的那一

天到了，所有家人都聚在一起。律師開始宣讀遺囑，令所有在

場的人吃驚的是，遺囑詳細地敍述了浪子的荒唐生涯。小夥子

憤怒地站了起來，衝出了家門，連續三年又沒了音信。最後人

們找到了他，把父親的遺囑告訴了他。父親在說完他荒唐事後，

留給了他一大筆遺產。

他要是從頭到尾地聽完遺囑的話，那會為他自己和別人省去多

少痛苦啊！很多人就像這個小夥子，他們讀聖經，唯讀一半，

就不滿地撇下了。雖然聖經上確實說∶「因為罪的工價就是

死。」但是聖經還說∶「但上帝的恩賞，卻是永生。」（羅馬

書6:23[新]）



如何閱讀上帝的話語

當你坐下來閱讀時，首先應該禱告，求上主藉著聖靈幫助你地

體驗到祂的話語。正如大衛祈禱的那樣∶

詩篇119:18—求您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您法律中奧妙的真理。

耶穌說∶

約翰福音6:63—給人生命的是聖靈，肉體是無濟於事的；我告

訴你們的話，就是賜生命的靈。

保羅曾經告訴我們∶

哥林多後書3:6b—字面上的法律帶來死亡，但是聖靈賜生命。

你有可能一生都在閱讀聖經中的某一篇，卻不解其意，直到聖

靈把它告訴你，將它運用到你們的處境中，使它活現起來為止！

人們所說的話語的聲音，指的就是上帝針對某件事情而賜給你

個人的話語，或給予你答案時，讓你體驗出祂的話語，將之運

用到某種情形中，祂的話語突然變活了！它們不再只是一些詞

句或者僅僅是從你頭腦中穿過的字句，突然之間，你明白了其

意思！



不要只是閱讀，還要研究、提問和實踐

提摩太後書2:15[當]—你應當竭力討上帝的喜悅，做一個無愧的

工人，按著正確的意義闡釋真理。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幫助你和上帝之間建立起個人關

係，使你能夠從上帝的話語裡得到靈魂的滋養。「按著正確的意

義闡釋真理」指的是懂得聖言所說的事情和意思。

要細心、充滿禱告和深思地閱讀上帝的話語

每次吃飯，你若都是狼吞虎嚥儘快把飯吃下去，而不細嚼慢嚥，

食物就得不到充分的消化和吸收，而且你也享受不到其美味！

這項原則同樣也適用於靈魂

食糧。要花時間去充分地消

化、吸收上帝的話語，從中

獲益！

除非你靜下來思考，將話語

運用到自己的個人處境裡，

並詢問上主「這些話語怎樣

確實？我應怎樣實踐它？」，

否則，就會漏掉許多意思，

和上主話語的真正深刻含義。

詢問時，不要抱著質問或懷

疑的態度，而是充滿了信心，

知道自己若是探索和深掘的

話，就能夠學到更多的東西。



行道者

「聖經不是用來增長知識的，而是用來改變我們生命
的。」——德懷特·Ｌ·穆迪

上帝將祂的話語賜給我們，是要改變我們的性格，使我們更
像耶穌。最後，我們要是沒有改變，沒有變得與耶穌更相像，
那麼，我們用於研究聖經的一切努力，就全都毫無價值。我
們不僅要聽上帝的話語，而且還得照著去做。

雅各書1:22—你們務要把所聽到的道實行出來，不要聽過就
算，那就成了自己欺騙自己。

除非你把上帝的話語運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不然，就無法真
正理解上帝的話語。你可以成為一個聖經百科全書，滿腦子
聖經和神學知識，可是，不在日常生活裡實踐上帝的話語，
上帝的話語就不會給你帶來任何益處。



當你閱讀上帝的話語時，要祈求上主幫助你運用自己所學的，
並且把祂想要你做的事情明確地告訴你。求上主告訴你∶

「我怎樣才能把這些話運用到自己的生活裡？」
「我怎樣才能用這些知識來幫助別人？」

你在閱讀上帝的話語，感到上帝的靈在令你強烈地自省時，就
停下來深思禱告，盡力尋求上帝的這段指示對你個人意味著什
麼。要儘快把上帝的話運用到自己的生活裡，不要耽擱。因為
要是耽擱了的話，聖靈所賦予你的信念就會減弱，你就會忘掉，
你所讀的聖言就不會對你的生活產生任
何影響。當上主對你的心說話，用話語
對你們提出挑戰時，這就是將上帝的話
付諸實踐和立志服從的時候。你需要思
考、沉思，考慮自己如何按照上帝的話
語去生活，並馬上制訂出
一個明確的計畫，安排自
己要做的事。不要等待，
要是晚些才做的話，事
情也許就永遠做不成了！

約翰福音13:17—
既然明白這事，
你們若能夠實
行是多麼的有
福啊！



背誦

背誦聖經一直給予上帝子民靈性上的力量，大衛王說∶

詩篇119:11—我把您的話記在心裡，免得我得罪您！

摩西也做了同樣的陳述∶

申命記11:18 —所以你們要把我這些話放在心裡，存在意念中；

要繫在手上作記號，戴在額上作頭帶。

背誦聖經章節會成為對

我們的巨大祝福。在我

們患病和遇到困難的時

候，聖經會為我們帶來

極大的安慰和力量。知

道特定的段落和聖經章

節，還能夠幫助我們做

見證，正如彼得所忠告

的那樣∶

彼得前書3:15b—有人

要求你們解釋心裡的盼

望，要隨時準備回答。



遇到不懂的地方該怎麼辦

當你閱讀聖經時，禱告祈求聖靈幫助你了解閱讀的內容。當你
第一次閱讀不能全部明白時，不用擔心，這是很正常的，請繼
續閱讀吧！你讀的聖言愈多，你的理解力就會愈增加。往往當
你再重讀某段章節時，會發現新的意義和你以前從未注意到的
「寶藏」呢！

我們不必理解每一件事

聖奥古斯丁一次在海邊散步。他當時因某一信仰和教義問題而
覺得極為困擾。他看到一個小孩子拿著一個貝殼跑到海邊，裝
滿了水，然後倒進沙灘上的洞裡。「小傢伙，你在幹什麼呢？」
聖奥古斯丁問孩子。

「哦，」孩子說道∶「我在把大海放進這個洞裡！」

聖奥古斯丁從孩子身上學到了教訓。當他起身走開的時候，說
道∶「這也正是我在努力做的事情。我現在明白了，我站在時
間的岸邊，正努力把無限的東西裝進自己有限的頭腦裡。」讓
我們因上帝知道我們無法懂得的事情而滿足吧！



現在把所學到的上帝話語付諸行動，則全在於你們自己
了！

你可以把這個課程看作是一堂烹飪課。我們雖然教會你
食譜，但是你回家後，若不試著去做的話，就絕不會知
道那道菜有多好吃！

每日成長的最佳良藥
• 四本福音書中的一章（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 一篇詩篇。
• 半章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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