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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權威性	
聖經是神的話; 	
不相信或不順從聖經，就是不相信或不順從神。	

1.經上的話都是神的話	

提摩太後書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背誦經文)	

a. 各種證據論點支持聖經是話語的宣告，包括：聖經
從歷史角度上看是準確的，其內部是一致的，它說的
預言幾百年後都應驗了，它比其他書籍更深遠影響社
會，改變千萬人的生命. . .   所有這些論點都能在我們
相信聖經的路上，幫助我們移去障礙.	

然而，所有這些論點，不論個別或整體，都不是我們
最終信服的根據。	

b. 聖經的話語自證 (self-attesting) 它是神的話語。	
	

我們不能用任何更高的權威來“證明”如此，因為
假若我們訴諸於 (appeal to) 一些更高的權威 (例如
歷史的準確性或邏輯的一致性)，用它們來證眀聖
經是神的話語，那麼聖經本身就不能成為我們最高
或絕對的權威，而必須要臣服 (subordinate) 在我們
所訴求以證明它是神話語的那個權威之下。假如我
們至終訴諸於人的理性，邏輯，歷史的準確性，科
學的真實性，那麼我們就已經假設我們所以訴諸的
對象，其權威比神話語的權威還高，也比神的話語
更為真實可靠。	

c. 聖經宣告說它所有的話語都是神的話語，	

•  “耶和華如此說”	
	

•   神 “藉著”先知說話	
	

•  在新約裏，有不少經文指明所有舊約的內容都
被視為神的話語	

	

•  哥林多前書14:37b 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	
	

•  約翰福音14:15-16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
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
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
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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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這是一種循環論證 (circular argument) 嗎?	

“我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因為它如此宣告，我們相信
聖經裏的宣告因為聖經是神的話…”	

所有為著一個絕對權威(absolute authority) 而有的論
證，至終必須訴諸那個權威以得著證明; 否則,那個權
威就不是一個絕對的或最高的權威。	

“我的理性是我終極的權威，因為這樣作是理性的”	

“邏輯的一致性是最高的標準，這是最合乎邏輯的”	

不論是為著終極的真理標準，或是為著信仰的絕對權
威，都含有循環論證的因子在內。但人信服聖經過程
可能更像一個螺絲：聖經知識的増加，與對神和受造
界之正確理解的增加，二者彼此互補和諧。	

2.不信從聖經的話語就是不信從神	
	

既然所有聖經的話語都是神的話語，不相信或不順從
聖經的話語，就是不順從神自己。	
	

改變生命的能力乃是源自神權能的話語。	

講壇(pulpit)是解釋聖經的話語，並將它們應用在聽眾
生活中。	

這是這些經文的意思。你們也在這裏看見了那個意思
嗎？那麼你們必須全心相信它，順從它，因為你們的神，
你們的創造主，你們的主，今天就在對你們說這些話！	

惟有被書寫下來的聖經的話語，才能夠給予講員這種
權柄。	

3.聖經的真實性 (Truthfulness)	
撒母耳記下7:28 主耶和華啊，惟有你是神。你的話是真實的；	

a. 神不說慌	
     提多書1:2 “無謊言的神” 希伯來書6:18 “神決不能說謊”	
	

b. 聖經的無誤性 (Inerrancy; 見下章)	
	

c. 神的話語是真理的終極標準	
    約翰福音17: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d. 可能會有新的科學或歷史事實與聖經矛盾嗎?	
不可能的。因為神--聖經的作者—知道所有的事實，包括過去
的、現在的，和將來的。然而，科學或歷史的研究(以及其他
對受造界的研究) ，都能使我們重新檢視聖經，看看它是否真
的在教一些我們認為它在教的東西。	
	

譬如，聖經肯定沒有教導說地球是在主前4004年被造的，由於
歷史的、考古的、天文的和地質的各類研究，促使基督徒重新
檢視聖經，看看它是否真的教導說地球的年紀是這樣的年輕。
當我們謹慎地分析聖經經文以後就顯明，它沒有教導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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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無誤性 (Inerrancy)	

1.聖經無誤性的意義	
聖經無誤性的意思，是指原初的聖經手稿沒有主張
過仼何與事實相違背的事。	

a. 即使聖經使用日常用語說話，但它仍然是無誤的	

b. 即使聖經有的引述比較鬆散，但它仍然是無誤的	

c. 即使聖經的文法不一定嚴謹，但它仍然是無誤的	

2.現代對聖經無誤性的挑戰	
在這裏，我們檢視一些常見反對聖經無誤性的主要論點：	

a.“聖經只在信仰與實踐方面有權威”	
•  聖經本身並沒有限制自己只在某些主題上真實地說話	
•  使徒行傳24:14b 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	

•  新約的作者們願意相信舊約任何一部分的歷史真實性	
•  這種立場誤將聖經主要的目的當成了聖經全面的目的。	

b.“用無誤性一詞不當 (太過精確，又非聖經字眼)”	
•  百年來聖經專用的形容詞	
•  不是所有有用的字眼都在聖經中	
•  Infallible (可靠, 無謬誤) vs Inerrancy (無錯誤)	
•  ICBI 1978 芝加哥聖經無誤會宣言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errancy 	
http://www.bible-researcher.com/chicago1.html  

1. God, who is Himself Truth and speaks truth only, has inspired Holy Scripture in 
order thereby to reveal Himself to lost mankind through Jesus Christ as Creator and 
Lord, Redeemer and Judge. Holy Scripture is God's witness to Himself. 

2. Holy Scripture, being God's own Word, written by men prepared and superintended 
by His Spirit, is of infallible divine authority in all matters upon which it touches: it is 
to be believed, as God's instruction, in all that it affirms: obeyed, as God's command, in 
all that it requires; embraced, as God's pledge, in all that it promises. 

3. The Holy Spirit, Scripture's divine Author, both authenticates it to us by His inward 
witness and opens our minds to understand its meaning. 

4. Being wholly and verbally God-given, Scripture is without error or fault in all its 
teaching, no less in what it states about God's acts in creation, about the events of world 
history, and about its own literary origins under God, than in its witness to God's saving 
grace in individual lives. 

5.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is inescapably impaired if this total divine inerrancy is in 
any way limited or disregarded, or made relative to a view of truth contrary to the 
Bible's own; and such lapses bring serious loss to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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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聖經原稿已不存在，無誤性的說法是誤導”	
•  經文異文(textual variants) 或有但不是大問題；通常
從上下文可以清楚判明整句話的意思。	

	

d.“(為溝通道理)聖經作者在細節上屈就（accommodate） 
當時的錯誤 (歷史或科學) 觀念” 

•  這樣做就附帶地肯定並教導了那些觀念	
•  神是 “無謊言的神”;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 包括 white lie. 	
	

e.“聖經‘人性’面一定會包括一些錯誤存在聖經裏”	
•  雖然聖經有全然人性的一面，即它是人用他們的語

言所寫出來的，但它乃是由神監督寫作，並促使它
成為祂的話語；因此聖經和其他人的著作大不相同，
而其不同之處正是在於這一點：聖經不會有錯謬！ 

f. “聖經中含有一些明顯的錯誤”	
•  仔細地閱讀被認為有問題的英文經文，常常可以

找到一個或多個解决這個困難的答案。	
•  一些難解的經文，可能必須要具備希伯來文或希
臘文的知識才能找到解答;	

•  或須藉助於一些論及那經文的詮釋書籍。	
•  聖經整體成書已超過一千九百年了，而所謂的 

‘問題經文’也一直存在那裹，可是整個教會的
歷史中，對於聖經的無誤性已經有了牢靠的信
仰。	

3.否認聖經無誤性所帶來的問題	
否認聖經無誤性所帶來的問題，不可小覷。	

a.  道德的危機:	
	我們可以效法神在小事上故意撒謊嗎?	

b. 信仰的危機:	
	還能真心信靠神所說的任何話嗎?	

c. 自我的危機:	
	把人的思想變成比神的話語更高的真理標準。	

d. 教義的危機:	
	有些教義也會有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