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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教师及作家爱主音·罗杰斯 (Pastor Adrian 

Rogers)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了耶稣基督

的爱，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传讲深奥的圣经真

理，甚至“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明白，而同时在

对50岁的人讲”，以此影响了无数的生命。      

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始于1987年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的广播事工，至今仍然

是他全面教学的唯一资源。 我们希望通过书

籍、录像和录音、数字内容及其它媒体资源，

将他简单明了的、永恒的属灵智慧与大家分

享，希望不仅以耶稣的希望来帮助非基督徒，

并同时加强和鼓励日常基督徒的信心。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 《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1725），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how-you-can-be-certain-that-the- 

bible-is-the-word-of-god-1725

lwf.org /products/back-to-the-basics-series

值得分享的真理

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中留给我们的
最后指示，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设计了值得分享的真理汇编以用于你
个人的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给你

的任务：“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神可以用你，以你所有的，于你所在
之处。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https://www.lwf.org/products/how-you-can-be-certain-that-the-bible-is-the-word-of-god-1725
https://www.lwf.org/products/back-to-the-basic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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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圣经
是神的话语

你对圣经的确定绝对必要。 其它什么都无法确定，直到
这个确定了。 

·  你的救恩取决于它，不是因为圣经拯救，而是它
的信息拯救（见彼得前书1:23）。 

·  你的成圣取决于它，因为耶稣说，我们要以他的
真理成圣（见约翰福音17:17）。 

·  你的成效取决于它，因为神给了你他的话语，使
你成为一名无愧的工（见提摩太后书2:15）。 

·  你得救的保证取决于它，因为了解神的话语帮助
你知道，你会与他共度永生（见约翰一书5:13）。 

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
119:89）

这是多么肯定的应许啊？ 神的话永远安定了。 这
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信靠神的话。 它不是让我们来投
票的。 圣经不是年度畅销书； 它是时代的书！ 它受到攻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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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场在非常真实意义上对圣经的争战。 有些人
鄙视它。 他们反对基督徒所主张的一切。 有些人否定
它。 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有些人歪曲它。 他们
歪曲并导致自身的灭亡。 

然后，还有那些解剖它的。 他们带着测棒、手术刀、
和试管来到圣经，他们对待圣经更像是对待一本数学
书，而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他们不断地学习，却始终无
法认识真理。 

最后，还有那些无视圣经的。 可悲的是，其中有许
多还自称是圣经的信徒。 

我要给你六个理由来肯定圣经是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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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上的准确

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因其科学上的准确。 不错，科
学上的准确。 

说到此，我听到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反驳这种说
法，说：“但是圣经有科学上的错误。” 在讲这句话之前，
他们最好确定知道两件事：第一是科学，第二是圣经。 
大多数提出这种反驳的人在这两个领域都是无知的。 

圣经不是写来教你有关科学的，它是写来教你认识
神的。 有人说的好：“圣经不是写来告诉我们天堂是怎
样的，而是怎样去天堂。” 

创世的神是拯救的神。 创世的科学及创世的拯救，
是怜悯慈爱的创世神能力创造的一部分。 科学不会让
神感到惊讶。 你不必不用脑子来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不时的，我们“所接受的” 科学会与圣经不符。 1861
年，一家法国科学院印制了一本小册子，列举了51个     

“无可争议” 的科学事实，证明圣经有误。 如今，没有一
个有名望的科学家相信甚至这些所谓事实中的一个。 

 以下是一些可靠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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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科学

科学上有些东西对你我而言是理所当然的。 比如，世界
是个球体，悬于虚空。 这一知识并非一直都有。 

古埃及人相信有五根柱子支撑着地球。 老于世故
的西腊人相信，地球躺在一个名叫阿特拉斯巨人的背
上。 

你若读印度教的经文就会知道，印度教徒相信，地
球是由一头巨型大象的背支撑着。 

一天，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大象站在什么上
面？” 学者们回答说：“在一只巨龟的背上。” 然后他们又
问：“那么龟又在什么上面呢？” 学者们回答说：“龟在一
条巨大的盘蛇上。” 

但这并未满足好奇者，他们又问了个问题：“那么蛇
在什么上面呢？” “它游在宇宙海里” 是学者们的回答。 
那么，这就定了。 是吗？ 

神话语的真理告诉我们，神“将大地悬在虚空”（约
伯记26:7）。 在现代天文学及宇航时代之前，约伯是怎
么知道地球悬在虚空的呢? 圣灵告诉他的。 

这里还有一个于你我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地球
是圆的。 人也不是一直这样认为的。 

1492年，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航行蓝色海洋时发现，地球是圆的，对吗？ 
那么，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 

以赛亚时代的科学家不知道地球的形状，但以赛亚
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赛亚书40:22）这里大圈
的字意是“球体或球面”。 以赛亚是怎么知道神坐在地
球大圈之上的？ 由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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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 星 星 呢 ？ 公 元 前 1 5 0 年 ，喜 帕 恰 斯
（Hipparchus）数了1,022 颗星。 几百年后，托勒密 

(Ptolemy) 发现还有更多的星——1,026颗！ 
直到一千三百年后，一位名叫伽利略 (Galileo) 的

年轻医学生，发明了他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来观天。 当他
观看时，他发现有数以百万计的、无数的星。 

如今，藉着大型电子望远镜，我们发现有无数的星
系和无数的星。 你知道吗，据估计，在我们已知的宇宙
中就有超过数亿个含有十二个奥克提连太阳的星系？ 
一个奥克提连究竟是多少？ 超过所有海滩沙粒的总数！ 

如果这些科学家知道神的话语所说的，他们早就可
以放下笔了。 

耶利米书33:22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
尘沙也不能斗量...” 永远没有人能够数得清海里的沙，
更不用说星了！ 

生物科学

想想圣经关于我们身体所教导的。 诗篇139:15-16说：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
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
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
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上大学时，我修了人体解剖及生理学的课。 我了解
到，一切生命过程都是通过血液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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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并不总是知道这一点。 事实上，他们以为一个
人若是病了，可能是因为他有不好的血。 为了使病人好
转，医师为病人做放血手术。 

你见过理发店的标志吗？ 那不是薄荷糖的标志。 那
标志代表绷带和血。 当有人生病时，医师会带他或她去
理发师那里，理发师会用锋利的胡子刀在盆里为他放
血，看他能否好转。 我们的国父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就是这么死的。 

1799年12月14日清晨，华盛顿醒来时喉咙发炎。 他
的病情迅速恶化。 医生被叫来诊断病情，并下令放血。 
华盛顿的状态因此变得更加虚弱，于当晚11:30去世。 

如果这些医生去到神的话语，他们会读到利未记
17:14：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 所以我对以
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它的生命。 凡吃了血
的，必被剪除。 

世上没有哪个血液专家能比神简明的话语说得更
好。 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 

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学到的另一项医学奇异是隔离。 
你可能还记得读到十四世纪摧毁了欧洲大部分地

区及亚洲部分地区的黑死病。 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死
亡。 

医生们尝试了一切，包括前面提到的放血措施。 最
后，不是科学将这场瘟疫扫地； 而是教会。 利未记13:46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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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 他既是
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这些人不知道微生物和抗菌素； 但他们发现，当人
们实行隔离并采取卫生措施后，便不会染上瘟疫。 

神的话语还更多地讲到了有关创世的生物和宇宙，
但让我们继续到下一个你可以知道圣经是神话语的理
由——圣经在历史上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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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准确

正如科学家们试图否定圣经，世界上满是历史学家费
心竭力地投入于大量的考古发现，来否定圣经的历史
记载。 其中一个例子是名叫德里弗（Dr. Driver）的语言
及古生物学家，他试图否定摩西是五经（创世记，出埃
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的作者。 

德里弗博士说，摩西不可能写五经。 为什么？ 因为
他声称摩西时代的人不知道怎么写。 

多年后在埃及北部，皮特里博士（Dr. Petry）和他的
团队发掘出一些泥板（现被称为阿马尔奈泥板）。 它们
是摩西出生几世纪前写的书信，内容是埃及人和巴勒
斯坦人之间的商业交易。 

这些泥板显示，当时的人不仅知道怎么写，而且还
有一个传递信件的邮政系统！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第五章中
有关墙上文字的故事吗？ 

伯沙撒举办了一个邀有一千名大臣后妃的盛筵。 
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只可怕的手，开始在墙上写。 
国王大受震撼，问有谁能讲解墙上所写的。 他们找到了
但以理，他作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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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
新。 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
年日到此完毕； 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
显出你的亏欠； 毗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
玛代人和波斯人。” 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
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
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书5:25-29）

以巴比伦的记载为评断，历史学家们声言这从未发
生过。 据记载，巴比伦的末代国王不是伯沙撒，而是一
个名叫纳伯尼达斯（Nabonidas）的人。 因此他们说，圣
经有误。 没有名叫伯沙撒国王的记载。 

然而，考古学家们还在继续做他们的工。 1853年，
在纳伯尼达斯为吾珥神所建寺庙的基石上发现了一断
铭文，上面写着：“愿我，纳伯尼达斯，巴比伦王，不得罪
于您。 愿对您的敬畏存于我最心爱的头生子伯沙撒的
心中。”1 

从其它的铭文中得知，伯沙撒和纳伯尼达斯同时摄
政。 当纳伯尼达斯外出时，伯沙撒留在家里治理王国。 

假如那些考古学家没有发掘出最后那块泥板呢？ 
这会使圣经不够真实吗？ 当然不。 “断乎不能！ 不如说，
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罗马书3:4前）无论他们
是否发掘出那块泥板，都不会改变神话语的真实。 

1 哈雷，亨利（Halle，Henry. H. ）《哈雷圣经手册：简明圣经
注释》（Halley’s Bible Handbook: An Abbreviated Bible 
Commentary）。宗得万（Zondervan）出版社，明尼阿波利
斯, 明尼苏达。（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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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这应该帮助你明白为何伯沙撒说：“他
（但以理）在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书5:29，斜体是

我的）
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伯沙撒和纳伯尼达斯是同时摄

政，伯沙撒说但以理在国中位列第三便是合理的了。 这
是多么奇妙、藏在神话语中的真理金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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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统一

除了准确性之外，我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还因其奇妙
的统一。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圣经读起来就像是一本
书。 圣经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统一。 

·  圣经是一本书，然而也是由66本书组成的。 
旧约39本，新约27本。 

·  神的话语是由至少40位不同的作者在约
1600年的时间内写成。 

·  圣经写于3个不同的大洲并约13个不同的国
家。 

·  圣经以至少3种不同的语言，由不同行业的
人写成：牧羊人、国王、军人、首领、祭司、渔
夫、学者、历史学家、商人、及普通劳动者。 

圣经只有一个主题——救赎。 它有一个英雄——耶
稣，及一个恶棍——撒旦。 还有一个目的——荣耀神。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
5:18）圣经是神永恒的话语。 

圣经是没有神的启示而写的吗？ 绝对不是！ 
托利博士（Dr. R.A. Torrey）给出了以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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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我们决定在华盛顿建造一座五十个
州的纪念碑，我们将用五十个州本地的石头来
建碑。 
 比如，我们从弗罗里达州取珊瑚石。 也许
从乔治亚州取花岗石。 从另一个州取大理石。 
从另一个州取石膏石。 灰石、踪石、红石、各种
各样的石头。 
 然后，我们在采石场将这些石头切成不同
的形状。 有些是方形的，有些是长方形的，有些
像金字塔，有些像圆柱体，有些是梯形的，有些
是人所想象不到的形状。 
 然后假设它们被运到国家的首都，工人开
始拆箱。 所有这些石头都吻和在一起。 不多一
块，不少一块。 没有石头需要建造。 没有石头
需要削去。 它们都互相连接，吻合在一起。 当
完成时，是一座绝对美丽而对称的纪念碑。 
 你会说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 这
是绝对、完全不可能的。 唯一的答案是，有一位
总建筑师设计了一切，然后将规格送去了采石
场。 

难道不是吗？ 除了神的启示，你如何解释圣经？ 你
不能。 

圣经构成了一座美丽的真理之殿，无论是在神学、
道德、伦理、教义、科学、历史、或其它任何方面，都不自
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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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神的圣徒在圣灵的感动下
写的。 “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
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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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的应验

我们还可以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因其预言的应验。 圣
经是世界上唯一有准确预言的书。 当你读圣经的预言
时，你只能心生敬畏。 

预言的主题如此之大，我无从着手。 这就像试图以
茶杯清空大海。 

既然我不能在这本册子里涉及每一个预言，就让我
讲一些有关圣经核心人物——主耶稣的预言。 

旧约中有300多个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精确预言在
新约中得到应验。 要说这些预言的应验纯属偶然会是
天文级的不可能。

我知道怀疑论者反驳这些预言的论点是，耶稣只是
安排了自己去应验这些预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
对的。 他确实安排了，但在他出生之前就安排好了。 

耶稣安排了弥迦的预言，他将出生在伯利恒（弥迦
书5:2），还有以赛亚会预言，他将由童贞女所生（以赛亚
书7:14）。 

在耶稣出生的750年前，他安排了先知以赛亚写
了他一生错综复杂的细节（见以赛亚书2:2-4; 8:13-14; 
9:6-7; 11:1-16; 28:16; 40:3-5,11; 42:1-2,6-7; 49:6; 
52:7,10,15; 53:2-12; 55:4-5; 59:20; 60:1-9; 61:1; 62: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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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还安排了诗篇的作者在还没有十字架的时
候，就在诗篇22篇中写到了十字架的死刑。 然后，他安
排了罗马政府将他钉上十字架。 耶稣还安排了自己被
葬于富人的墓（见以赛亚书53:9）。 而且，犹大会以正好
三十两银子出卖他（见撒迦利亚书11:12-13）。 

这里是最精彩的安排——耶稣安排了他会从死里
复活，并在第三天走出坟墓（见诗篇16:9-10； 马太福音
12:39-40，17:22-23，26:32； 马可福音10:32-34； 路加福
音9:22； 约翰福音2:19）。 

见证他死而复活的五百个人深信不疑，以至其中许
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期待健康或物质利益，
他们为基督而死，因为他们不再惧怕死亡。 

除了这些，让我再补充一点，虽然耶稣安排了这些
预言，但大多数都不是由朋友应验，而是敌人——那些
以这些预言不得应验而获益最大的人。 还有，这些预言
不只由一个人应验，而是许多人。 而且，不只一个预言
得应验，而是许多预言。 这你如何解释？ 除了神的启示
之外，没有其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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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特性

圣经的永恒性也证明了它神圣的来源。 圣经不是本月
畅销书。 它是时代的书。 

彼得前书1:25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
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没有哪本书像圣经一样受到反对。 人们嘲笑它、鄙
视它、焚烧它、讥笑它、立法反对它。 

在苏格兰历史上甚至有段时间，拥有圣经是致死之
罪。 人们多次为圣经做了悼词。 但只是尸体活过了护柩
者！神的话语保存了。 它适用于今天如同适用于昨天，
也会适用于明天。 

神的孩子，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打开圣经，比所有
新闻媒介及政客加起来都更了解当今世界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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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生命的能力

这里是我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主要原因。 它具有改变
生命的能力！

我传圣经的道已久，知道它不像其它的书。 我们读
其它的书，但圣经读我们。 

希伯来书4:12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
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
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它是神的大能。 神的
道就像利剑。 就像种子。 就像食粮。 就像锤子，将岩石
锤成碎片。 

没有神的话语，你不能得救，你也不能帮助他人得
救。 彼得前书1:23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
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
道。” 基督的福音拯救罪人。 

但圣经不仅是罪人的拯救，它也使圣徒成圣。 你知
道是什么激励我吗？ 不是我的感觉。 而是我所知道的。 
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17:17）



18

你永远不会成长壮大，直到你开始以神的话语为灵
粮。 彼得前书2:2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
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得救。”

神的话语对经历苦难的人有足够的供应。 我看到
过人们经历极度的磨难、试炼、悲伤和痛苦。 在他们的
经历中，我看到他们去到神的话语，并找到安慰——那
在无论何处都无法找到的安慰。 

当他们趟过死亡的冰水时，他们受神真理的鼓舞。 
当他们在死亡的睡眠中闭上眼睛时，他们将头枕在神
的话语上。 当他们需要帮助和力量时，他们将它抱在怀
里，因为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是有功效的。 

最后，神的话语令学者满意。 你可以不断地学习圣
经，但永远测不出它的深度。 你永远攀不上它的顶峰。 
神的话语是永恒的泉源，是无底的海洋，是阳光普照、
永不可攀的顶峰。 

“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他的谋士呢？”（罗马书
11:34）我有时觉得，我只是站在神话语的边缘。 有太多
需要明白的——有更多需要学习的。 

讲到圣经有人说，它是如此的雄伟高深，学者可以
畅游而永不及底； 然而，它又是如此奇妙的低浅，小孩
子可以前来喝而不必担心溺水。 

这就是神可贵而圣洁的话语。 神的话语。 了解它。 
相信它。 它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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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学习的推荐读物：

1.  麦道卫，乔希（McDowell，Josh.）。 《铁证待判》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这里是生命
（Here’s Life）出版商，圣波纳迪都，加利福尼亚。 

2.  哈雷，亨利（Halley，Henr y.H.）。 《哈雷圣经手
册：简明圣经注释》（Halley’s Bible Handbook: 
An Abbreviated Bible Commentary）。 宗得万

（Zondervan）出版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 
3.  托马斯，W. H. · 格里菲思（Thomas，W. H. Griffith）。 

《我们如何得到圣经的》（How We Got Our Bible）。  
达拉斯神学院印刷所，达拉斯，德克萨斯州。 



结束的恳请

朋友，你把生命交给主了吗？ 你是否确信，如果你现在
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 若是没有，请让我以神的话语
为权威告诉你，怎样可以得救。

承认你的罪

首先，你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你是罪人。 圣经说：“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罪是对神的冒犯，
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和神的爱与怜
悯之永恒的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放弃自我努力

其次，你必须放弃任何努力来救自己。 我们若能救自
己，耶稣的死便没有必要！ 即使“信仰宗教”也无法让你
进天堂。 圣经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
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神的）怜悯。”（提多书3:5） 得救
是藉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
弗所书2:8-9）



承认基督的付出

第三，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意味着他替你
死。 你的罪债已由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约翰一
书1:7后）的血付清了。

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

第 四，你 必 须 唯 独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救 你 。 “ 当 信 主 
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救恩是神所赐的礼
物！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
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
4:12）

真诚地从心里做这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知道你爱我，想
要救我。 我知道我无法救自己。 耶稣，我相信你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付清我的罪而死。 我
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 我现悔改我的罪，凭着
信心，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救
我，主耶稣。 以你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请以手册背面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 然后找一所附近敬基督、相信圣
经的教会。 找到教会的牧师，告诉他神为你所做的。 他
会与你同欢喜，我们也一样！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将人们指向圣经
然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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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快节奏、自我关注的世界中，很难找到高质

量的圣经教学，更不用说简化深奥的真理以便应

用于日常生活的教学。 在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希望通过爱主音·

罗杰斯牧师/老师（Pastor Adrian Rogers）对永恒

真理的教导，来帮助基督徒在信仰中更加深入。

我们致力于将他生平所分享的简单明了的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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