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柱石 -第一课



圣经是上帝所赐的

圣经共66本书，记录了上帝对自己所拣选的约40余位代言人所说

的话。尽管圣经由人手记录而成，却是由上帝写成的。

提摩太后书3：16—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对于教导真

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道路，都有益处。

彼得后书1：21—因为，从来没有预言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先

知受圣灵的感动把上帝的信息传达出来的。



考古学发现证实了圣经的真实性

尽管很多人把《圣经》看成是神话和虚构的故事，但考古发现
却为它的历史准确性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比如，上世纪70年代在叙利亚北部发现的古伊博拉城档案，城
中所存文档书写在泥板上，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300年。文档证
明了《圣经》中叙述的希伯来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人
名和地名都是真实的。

那些先祖故事中所体现的古
代风俗也可在泥板的记载中
找到。



另一个例子是以赛亚书中提及的亚述王撒珥根，历史学家对此
人的存在一直有争议，“亚述王撒珥根打发他珥探到亚实突的
那年，他珥探就攻打亚实突，将城攻取”（以赛亚书20：1）

我们现在知道，撒珥
根二世的确是亚述王，
他于公元前722年登
基。撒珥根的皇宫位
于伊拉克的胡尔塞阿
巴德，1843年被保罗
－埃米珥·博塔发现。
大约90多年后对该地
的进一步挖掘，发现
了以赛亚书所描述的
那件事——亚述人攻
占亚实突，该事件被
记录在皇宫的墙壁上。
参观伦敦大英博物馆，
可见到从此皇宫中带
去的带有翅膀的巨大
公牛。



第三个例子是在大英博
物馆中发现的。2007年
夏天，访问教授迈克
尔·犹瑟，一位亚述专
家，在查考该馆收集的
130，000件楔形文字泥
板时，遇到了一个似曾
相识的名字——尼布沙
如苏犹肯，这块2500年
前的泥板称他是巴比伦
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
“太监总长”。

出现这一名字的泥板是一张收据，证明尼布沙如苏犹肯支付了
巴比伦神庙0.75公斤的金子。犹瑟查阅了旧约圣经，并在耶利
米书第三十九章中找到了这个名字，只是《圣经》翻译者用了
不同的表述。根据耶利米书，尼布撒拉旦是尼布甲尼撒王二世
的“护卫长”，公元前587年，曾和尼布甲尼撒王一道围攻并占
领耶路撒冷。

大英博物馆的欧文·奋克尔博士总结
了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发现，一个世界
级的发现。《圣经》中这个一笔带
过的细节，被证明是精确而真实的。
我认为，它意味着（耶利米书）叙
述的故事具有了一种新的力量。



上帝的话语信实可靠

诗篇119：89 —主啊，你的话与天共存。

以赛亚书40：8 —花会凋谢，草会衰微，而我们上帝的话永世长

存。

马太福音24：35 —天地要废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

圣经起作用！

一个怀疑论者在谈论圣经，他说，人们今天不可能相信无名作
者写的书。相信耶稣的詹姆斯便问那人：人们是否知道乘法表
的作者是谁。

“不知道，”那人
回答说。

“那么，你就不相
信乘法表喽？”
詹姆斯问。

怀疑论者回答说：
“我相信，因为
它起作用。”

“圣经也起作用！”
詹姆斯答道。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上帝的话语

约翰福音1：1，14—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即是上帝……

（14）道变成了肉身，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

—父独生子的荣耀，他从天父那里来，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希伯来书11：3—由于信心，我们知道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

的；这样，那看得见的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

上帝一直用各种方法对人们说话：通过他美妙的造物，通过他
的先知和信使，通过已记录下来的他的话语。但最清晰地显示
他的——他的性格，他的爱——乃是他的儿子耶稣，圣经称耶稣
为“道”（即话语）。我们通过说话是来表达自己，传达自己的思

想、感情和性格。耶稣也是上帝对我们表达他自身的工具。他
的儿子耶稣，就是他和我们进行沟通的最为杰出的工具，也是
他所选择的把自己的爱
传达给这个世界的方式。



圣经被写下来，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从中受益

约翰福音19：35—看到这一切的人（约翰）做了见证。他的证词

是真实的。他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以便让人们相信他。

哥林多前书10：11—他们（圣经人物）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

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约翰福音4：13-14—耶稣说：“人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

（14）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涌流不息，直到永生。”

生命之水

除了生命本身

之外，水是世

上最宝贵的东

西。这就是上

帝用水来象征

生命的缘故。

上帝说生命之

水、赐生命的

话语、话语之

水，都是一个

意思。水是构

成人生命和令

人生存的基本

元素。没有水，

所有的生命都

无法存在！



服从和遵守上帝的话语，证明我们认识和爱耶稣，其结果

是我们获得益处！

约翰福音8：31-32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

守我的教训，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32）你们会认识真理，真

理会使你们得到自由。”

路加福音11：28 —那听见上帝的话而遵守的人更有福呢！

约翰福音15：7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约翰福音14：15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圣经好比你的人生地图。

说自己没有时间看地图，

好比一个开车长途旅行的

人说∶“我急着要到那儿，

没时间看地图。”



上帝话语的益处

上帝的话语能为我们带来信心、真理、智慧和力量！

诗篇119：7—我既然认识了你的公义，我便要存着正直的心来

称谢你。

罗马书10：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

的。

使徒行传20：32b—……他恩典的信息，（它）能够坚定你们的

信仰，并把上帝赐给他所有子民的祝福赐给你们。

沉思上帝的话语，能带来祝福和成功：

约书亚记1：8—只要你时刻诵读、日夜研想这律法书，谨守书

中的一切律条，你就会诸事顺利。

诗篇119：130—你的教诲一解释就发出亮光，使愚拙的人得智

慧。

上帝说的话洁净医治我们，使得我们幸福和给予我们平安！

约翰福音15：3—“现在你们因我给你们讲的道，已经干净了。”

诗篇107：20—他以自己的话治好他们的疾病，救他们脱离死亡。

诗篇119：165—爱慕你法律的人将享太平，什么都不能使他们

跌倒。

耶利米书15：16a—我得着你的话，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

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要想获益，我们就得阅读上帝的话语

一个浪子离家出走，多年来杳无音信。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去世

了，就返回家园，母亲热情地迎接了他。宣读父亲遗嘱的那一

天到了。所有的家人都聚在一起。律师开始宣读遗嘱。令所有

到场的人吃惊的是，遗嘱详细地叙述了浪子的荒唐生涯。小伙

子愤怒地站了起来，跨出了房门，离开了家。连续三年又没了

音信。最后人们找到了他，把父亲的遗嘱告诉了他。父亲在说

完他荒唐事后，留给了他一大笔遗产。

他要是从头到尾地听完遗嘱的话，那会为他自己和别人省去多

少痛苦啊！很多人就像这个小伙子，他们读圣经，只读一半，

就不满地撇下了。圣经上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是的，

但是圣经还说：“但上帝的恩赏，却是永生。”（罗马书6：

23[新]）



如何阅读上帝的话语

当你坐下来阅读时，首先应该祷告，求上主借着圣灵使他的话

语活起来。正如大卫所祈祷的那样∶

诗篇119：18—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法律中奥妙的真

理。

耶稣说∶

约翰福音6：63—给人生命的是圣灵，肉体是无济于事的；我

告诉你们的话，就是赐生命的灵。

保罗曾经告诉我们∶

哥林多后书3：6b—字面上的法律带来死亡，但是圣灵赐生命。

你有可能用尽一生阅读圣经中的某一篇，却不解其意，直到圣

灵把它告诉你，将其运用到你们的处境中，使它活起来为止！

人们所说的话语的声音，指的就是上帝在就某件事赐给你个人

话语，或给予你答案时，他让自己的话语活了起来，运用到某

种情形中，他的话语突然变活了！它们不再只是一些词句或者

仅仅是从你头脑中穿过的字句，突然之间，你明白了其意！



不要只是阅读，还要研究，提问和运用

提摩太后书2：15—你应当竭力讨上帝的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

人，按着正确的意义阐释真理。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你和上帝之间建立起个人关

系，使你能够从上帝的话语里得到灵魂的滋养。“按着正确的意

义阐释真理”指的是懂得话语所说的事情和意思。

要细心、充满祷告和深思地阅读上帝的话语

每次吃饭，你若都是狼吞虎咽尽快把饭吃下去，而不细嚼慢咽，

食物就得不到充分的消化和吸收！而且你也享受不到美味！

这项原则同样也适用于灵魂

食物。要化时间去充分地消

化、吸收上帝的话语，从中

获益！

你除非静下来思考，将话语

运用到自己的个人处境中，

并询问上主“这些话语如何

确实？我应怎样实践它？”，

否则，就会漏掉许多意思，

和上主话语的真正深刻含义。

询问时，不要抱着质问或怀

疑的态度，而是充满了信心，

知道自己若是探索和深掘的

话，就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行道者

“圣经不是用来增长知识的，而是用来改变我们生命
的。”——德怀特·Ｌ·穆迪

上帝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格，使我们更
像耶稣。最后，我们要是没有改变，没有变得与耶稣更相近，
那么，我们用于研究圣经的一切努力，就全都毫无价值。我
们不仅要听上帝的话语，而且还得照着去做。

雅各书1：22—要执行上帝的教导，不要只听不做，否则，你
们就是在欺骗自己。

除非你把上帝的话语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不然，就无法真
正懂得上帝的话语。你可以成为一个圣经百科全书，头脑里
装满了圣经和神学知识，可是，不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上帝的
话语，上帝的话语就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益处。



当你阅读上帝的话语时，要祈求上主帮助你运用自己所学的，
并且把他想要你做的事情明确地告诉你。求上主告诉你∶

“我怎样做才能够把这些话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里？”
“我怎样做才能够用这些知识来帮助别人？”

你在阅读上帝的话语，感到上帝的灵在令你强烈地自省时，就
停下来深思和祷告，尽力寻求上帝的这段指示对你个人意味着
什么。要尽快把上帝的话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里，不要耽搁。因
为要是耽搁了的话，圣灵所赋予你的信念就会减弱，你就会忘
掉，你所读的话语就不会对你的生活
产生任何影响。当上主对你的心说话，
用话语对你们提出挑战时，这就是将
上帝的话付诸实践和立志服从的时候。
你需要思考，沉思，考虑自己如何按
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
并马上制订出一个明
确的计划，安排自己
要做的事。不要等待。
要是做迟了的话，
事情也许就永远
做不成了！

约翰福音13：17—
既然明白这事，
你们若能够实
行是多么的有
福啊！



背诵

背诵圣经一直给予上帝子民灵性上的力量，大卫王就说：

诗篇119：11—我把你的话记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摩西也做了同样的陈述：

申命记11:18 —所以你们要把我这些话放在心里，存在意念中；

要系在手上作记号，戴在额上作头带。

背诵圣经章节会成为对我们的

巨大祝福。在我们患病和遇到

困难的时候，圣经会给我们带

来极大的安慰和力量。知道特

定的段落和圣经章节，还能够

帮助我们做见证，正如彼得所

忠告的那样：

彼得前书3：15b —有人要求

你们解释心里的盼望，要随时

准备回答。



遇到不懂的地方该怎么办

在读《圣经》时，要祷告，求圣灵帮助你理解所读的内容，第
一次读的时候，不用担心很多地方你不理解；没有人全部理解。
继续下去，你读的越多，理解的就越多，通常当你回去重读某
些内容时，你会有新的理解并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宝藏”。

[备选]我们不必理解每一件事

圣奥古斯丁一次在海边散步。他当时因某一信仰和教义问题受
到了极大的困扰。他看到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个贝壳跑到海边，
装满了水，然后倒进沙滩上的洞里。“你在干什么呢，我的小
家伙？”奥古斯丁问孩子。

“哦，”孩子说道：“我在把大海放进这个洞里！”

奥古斯丁从孩子身上学到了教训。当他起身走开的时候，说
道∶“这也正是我在努力做的事情。我现在明白了。我站在时
间的岸边，正努力把无限的东西撞进自己的有限的头脑里。”
让我们满足于让上帝知道我们无法懂得的事情吧！



将上帝的话语付诸实施，现在就全在于你们自己了！

你可以把这个课程看作是一堂烹饪课。我们虽然教会你
食谱，但是你回家后，若不试着去做的话，就绝不会知
道那菜有多好吃！

适宜成长的每日剂量

• 一章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
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 一章诗篇
• 一章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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