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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唔信得過

一句說話護教法－第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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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眨吓眼就過咗
唔知你地有無去拜年

有無同啲好少見嘅親戚閒聊
俾人問起你嘅宗教信仰呢？

有無人聊起關於宗教嘅話題
呢？

有無機會傳福音呢？



今個新系列

叫做－一句說話護教法

希望俾幾句簡單說話大家去護教

希望籍住呢幾句說話可以幫你

引起對方追問落去的興趣

簡單改變別人對某些誤解的想法

讓你從幾個常見不信的藉口突圍
而出



上星期我地講過我地嘅盼望所

我信耶穌因為我相信耶
穌基督為咗我嘅罪死，
而且三日之後復活，但
係我唔係因為聖經叫我
信，直正嘅原因正好多！



今個星期我想講吓
點解我地咁重視呢本聖經


我想問吓在座有幾多人


係生喺基督徒家庭，自小就信耶穌？


係因為有朋友向你傳福音然後信㗎？


好多人信耶穌，係因著人地嘅見證，個人經歷，

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大型佈道聚會，女朋

友話你唔信我就唔同你拍拖，結果就信咗啦。



當你信咗之後
個個都叫你睇聖經

又話呢本聖經係整個信仰嘅基礎

作為門徒，我地知道呢本聖經係又真
又活

但係未信或者初信嘅人，對於聖經有
好多嘅疑問

我地又未必解答得到

對好多未信或者初信嘅人嚟講

叫佢地睇聖經可能會係信耶穌嘅攔阻



試諗吓你要決定
買iPhone定係買Samsung電話?

你會唔會睇完本說明書先買？

你買咗部iPhone或者Samsung
電話之後

你有無睇過本說明書？

到底要點樣先可以令你睇本說
明書呢？



我最做咗啲觀察
發現好多唔同教會嘅基督徒倒退

唔返教會有好多原因

例如佢地會覺得教會唔夠大、唔夠靚

教會嘅人冷冰冰、好多隔膜

牧師講道唔好聽

組長無關顧、牧養唔夠、關懷不足

事工壓力好大、做到個人乾哂

甚至教會好少單身男人或女人

為咗搵對象離開神或者轉教會



最大嘅問題係信徒
無將得救嘅盼望擺喺耶
穌為我地嘅罪死然後復
活上面

而且無倚靠聖靈帶引我
地從聖經嘅真理去扎根。



但係好多人對睇聖經好抗拒

通常啲人會質疑聖經真確性

覺得舊約聖經係寫俾猶太人睇嘅，應該
唔關我地事

有啲人話耶穌來，用新約取代舊約，所
以剩係睇福音書得啦

有啲又話聖經好深，睇極都唔明

又或者都睇咗好多，但係生命都無改變

我都係祈禱算啦



所以作為耶穌嘅門徒
我地自己要知道呢本聖經係又
真又活

點解咁可信同埋咁重要

我地先至可以鼓勵身邊嘅人都
重視呢本聖經同睇呢本聖經

讓佢地可以倚靠聖靈帶引從聖
經嘅真理去扎根



咁點解要睇聖經？
因為感覺靠唔住


如果你唔睇聖經，你跟本

唔知自己信緊咩？


真正嘅生命改變，在於聖

靈帶引你進入真理入面



呢本聖經係又真又活

咁值得重視，同埋解
答一下大家對聖經嘅
疑問啦！

今日我地要講吓點解



首先，點解基督徒應該重視舊約聖經？

因為耶穌都好重視舊
約聖經

我地信舊約唔係因為
佢喺聖經入面

而係因為耶穌好重視
舊約聖經



耶穌曾經講過以下嘅說話

你們不要以為我來
是要廢除律法和先
知；我來不是要廢
除，而是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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喺耶穌時代
當時仲未有新約聖經

耶穌睇嘅聖經，就係當時
人稱猶太人嘅律法書

即係我地所講嘅舊約聖經

耶穌親口講佢嚟唔係要廢
除律法，而係成全律法



耶穌喺聖經入面提過好多關於

舊約聖經裡面嘅人物、
事件

佢相信聖經係神所默示
嘅

佢曾經提及過亞當夏娃



你覺得下面邊句說話有說服力啲？

我想信有關亞當夏娃嘅事蹟
因為聖經有提及佢地嘅事蹟

我想信有關亞當夏娃嘅事蹟
因為耶穌有提及佢地嘅事蹟

你唔係唔信耶穌講嘅嘢吓話？



係，雖然亞當夏娃年代久遠

仲要係唔著衫喺伊

甸園走嚟走去


不過耶穌有提及佢

地，所以我相信



而且耶穌引用好多舊約聖經

例如佢成日都講經

上記著說...


即係耶穌非常重視

舊約聖經



所以我地嘅態度應該係咁

雖然喺舊約聖經有好
多奇怪而且難明白嘅
事情，不過既然耶穌
都相信同重視，咁我
都一樣相信同重視



咁你可能會話
喂，耶穌嘅說話事蹟都
係記載喺聖經度

咁你即係用新約聖經證
明舊約聖經可信啫

會唔會有啲自圓其說呢？



要解答呢個問題
就要講吓聖經其實係點寫成嘅

其實聖經Bible呢個字

希臘文嘅意思係The Books

舊約聖經的第一卷書寫成於大約公元
前1440年，直到公元前400年纔完成舊
約最後一卷書，歷時有1000年之久

總共39卷，呢啲書卷喺聖經出現之前
已經存在

後來輯錄成猶太人嘅聖經，即係我地
所講嘅舊約聖經



後來耶穌嘅生平、教導、初期教會嘅事蹟

由親見其事嘅門徒寫成

例如門徒馬太、馬可、路加、約翰所
寫嘅福音書

彼得、雅各、保羅寫俾眾教會嘅書信

因為當時輯錄聖經嘅人覺得可靠

所以將該27卷書輯錄而成新約聖經

而今時今日，我地睇嘅聖經

就係輯錄咗舊約、新約嘅翻譯本

所以舊約同新約係唔同時間寫成嘅



咁點解新約聖經又信得過呢？

點解我地又咁重
視呢？

因為新約聖經嘅
作者同埋幾時寫
成嘅緣故



要解釋新約聖經幾時寫完

首先我要講一個歷史事件
俾你知

公元66-70年發生在猶太省

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

發生咗第一次猶太戰爭



當時嘅猶太人反抗羅馬征服者的起義

參加者主要為農民、手工業
者和奴隸

組成著名的反抗組織奮銳黨
和短劍黨

和下層人民結合

焚毀藏在神廟中的債務賬冊

消滅耶路撒冷的羅馬駐軍



羅馬皇帝尼祿派韋斯巴薌前往鎮壓

公元70年提圖斯 Titus Flavius 
攻陷耶路撒冷

大肆破壞和屠殺，大批猶太人被
俘為奴

羅馬軍隊又攻陷耶路撒冷，焚毀
聖殿

幾十萬猶太人被殺，幸存者多流
徙異地



點解我要講呢個咁慘痛
而我地好多基督徒都唔知嘅歷史

事件俾你知呢？


因為喺新約聖經無提過呢一場咁

重要嘅戰爭


而耶路撒冷被攻陷，聖殿被焚毀


喺新約聖經一句都無提及過



試想一下
聖殿係整本聖經嘅主要
場景

你睇福音書，耶穌同門
徒大部分時間

在耶路撒冷同聖殿活動

保羅時常出入耶路撒冷



試想吓
耶路撒冷被攻陷，聖殿被焚毀


咁大件事，點可以喺新約聖經一

隻字都無提過？


唯一可能就係，喺聖經寫成嘅時

候


呢一件咁大嘅事情，根本未發生



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復活
大概發生喺公元32-33年間

耶路撒冷被攻陷，聖殿被焚毀

大概發生喺公元70年，極有可
能係八月

由耶穌復活到聖城被毀有大概
37年至40年

而呢件事根本無喺新約聖經明
示或暗示過



就可以證明新約聖經
係喺呢37年間

由門徒馬太、馬可、路加、約
翰、彼得、雅各、保羅寫成嘅

當時係好多親眼目睹耶穌生平
嘅見證人仍然在生嘅年代

即係話寫聖經嘅人唔可以亂寫
或者虛構任何事。



因著呢個緣故
即係新約聖經係由親眼目睹耶穌生平嘅
見證人

而且寫作時間係耶穌復活之後嘅三十多
年間

雖然新約聖經由好幾個門徒及使徒所寫

但由於只係用咗30幾年就寫好

而各自用唔同觀點寫出來

但又非常吻合，無互相抵觸嘅地方

所以聖經所講嘅，係無可致疑的



坐喺我地當中嘅人
大部分都係香港活咗三十多年

相信大家對於過去呢三十幾年所發生嘅事唔會
太陌生

1978年，香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

相信大家唔會攪錯係三年免費教育定係五年免
費教育

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香港出現移民潮

1997年，香港回歸、亞洲發生金融風暴

2005年，第一屆行政長官董建華以「健康問題」
為由辭職

2014年，香港出現佔領中環、雨傘運動



如果我地對以上歷史都歷歷在目

相信耶穌嘅門徒對於耶穌嘅生平
都一樣

佢地唔會攪錯到底耶穌到底係被
釘十字架定係被斬首嘅

佢地唔會攪錯復活嗰個係拉撒路
定係巴底買

所以我地咁重視而且確信新約聖
經



簡而言之
我咁重視呢本聖經因為耶穌重視舊約
聖經，而新約聖經關於耶穌嘅生平事
蹟係由佢嘅門徒馬太、馬可、路加、
約翰、彼得、雅各、保羅喺主升天後
四十年內寫成，絕對係真理所在，最
重要係聖靈帶我地進入真理當中，讓
我地更深入明白自己所信靠嘅係三位
一體獨一無二嘅真神！



我信而且重視舊約聖經
唔係因為我可以完全明白或者解
釋裡面嘅所有嘢

而係因為耶穌都重視舊約聖經

而我信而且重視新約聖經

係因為寫嘅人係由親眼目睹耶穌
生平嘅見證人

喺耶穌復活之後嘅三十多年間寫
成嘅。



所要如果有人挑戰你嘅信仰

質疑聖經嘅真
確性

你可以同佢講



所要如果有人挑戰你嘅信仰
我信耶穌，因為耶穌為我嘅罪死，而且

三日之後復活


因為耶穌重視舊約聖經，所以我都重視


因為新約聖經係由親眼目睹耶穌生平嘅

見證人


喺耶穌復活之後嘅三十多年間寫成嘅


所以我信而且重視新約聖經



下一堂，我地會探討
有啲又話聖經好深，睇極都唔明

又或者都睇咗好多，但係生命都無改變
嘅問題

俾啲提示你，呢兩個問題係關於聖靈嘅
工作

而且對我地嘅屬靈生命有好重要嘅影響

如果你想成為真正有生命嘅基督徒

你一定要聽！



我地一同禱告！

願神的靈臨到你嘅生命

讓你可以立定心志

確信聖經的真實

而且靠著聖靈在真理上
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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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等真理的靈來了，他要
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真理。
他不是憑著自己說話，而
是把他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且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
們。



立定心志

不要讓世界奪去我的心


不要讓環境矇蔽我的眼


不要讓謊言使我耳發沉


不要讓困難攔阻我前行



立定心志

我要選擇主的道路


放下為自己憂傷的權利


我要宣告主的大能


來呼喊哈利路亞



立定心志

我立定心志，一生讚美你


我立定心志，單單敬拜你


願聖靈江河，湧流在我心


我立定心志


走在主聖潔光中



小組討論
你為乜信耶穌呢？係因
著人地嘅見證，個人經
歷，禱告蒙應允，病得
醫治，大型佈道聚會，
抑或女朋友話你唔信我
就唔同你拍拖？



小組討論

你有無睇聖經嘅習
慣呢？你信聖經是
真實的嗎？請與你
組員分享一下



小組討論

你有無以下嘅問題？

覺得聖經好深，睇極都
唔明

又或者都睇咗好多，但
係生命都無改變嘅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