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錦囊
講題：聖經—天國律法，人皆遵行
提後 3:15-17
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
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聖經是神的話語, 是信徒生活最高的標準, 讓我們透過認識它的形成, 經歷了
歷史上不同程度的考驗, 仍然屹立不搖。聖經就像天國的律法一樣, 需要天國子民
去遵守
中華基督教會區會及沙田堂三個信仰綱要
(1) 信仰基督耶穌為贖罪之救主，為教會之基礎；以基督之國，普建於世為目的。
(2) 接納舊新兩約聖經為上帝之言，由靈感而成，為吾人信仰及本分無上之準則。
(3) 承認使徒信經堪以表示正宗教會共信之要道。

1. 聖經寫成的目的就是?_____ 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____(V15)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約 5:39）。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
因他的名得生命。(約 20:31)



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後，向以馬忤斯的兩個門徒顯現時，也曾對他們說：『先知
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祂的榮耀，豈
不是應當的麼？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
解明白了。』（路 22:25-27）

聖經是讓我們有得救的確據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10)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約一
5:13)

得救的智慧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
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

思考問題:
1. 你們是否確定自己已經得救呢, 為什麼?
2. 信耶穌得求生, 不是我們賺回來, 那為什麼我們要遵從聖經而行, 這種善行與
救恩有何關聯


1

聖經的真確性
聖經的預言:
1.1
聖經學者計算過，全本聖經一共有 1817 個預言，96.2%的預言已經完全
應驗，剩下的 3.8%正在應驗中
1.2 耶穌的出生, 遭遇與受死,
1.2.1 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
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彌迦
書 5 章 2 節)
1.2.2 (以賽亞書 53 章)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耶和華使
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1.3 歷史性: 推羅及西頓城, 巴比倫城
1.3.1 神借先知以西結在 2500 多年前預言說：“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推
羅啊，我必與你為敵，……他們必破壞推羅的牆垣，拆毀它的城樓；
我也要刮淨塵土，使它成為淨光的磐石。它必在海中作曬網的地方。”
“將你的石頭木頭塵土都拋在水中。……你不得再被建造，因為這是
主耶和華說的。”（以西結書 26 章 3 至 5 節，12 至 14 節）
1.3.2 神默示先知以西結說：“主耶華如此說，西頓哪，我與你為敵，……
我必使瘟疫進入西頓，使血流在它街上；被殺的必在其中撲倒，西圍
有刀劍臨到它，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以西結書 28 章 22，23 節）
1.3.3 先知耶利米書 51 章 58 節又說：“巴比倫寬闊的城牆必全然傾倒。”
1.4 以色列人返回猶太地
1.4.1 耶和華說：我必被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將你們從
各國中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招聚了來，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
掠離開的地方。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29:14)
以色列人被擄七十年後回歸, 又在 1948 年以色列亡國 1878 年後, 再次應驗
聖經的預言

 聖經作者
從人的這個角度說，聖經大約是由 40 個來自不同背景的人跨越 1500 年間寫成的。
以賽亞是先知，以斯拉是祭司，馬太是收稅官，約翰是漁民，保羅是造帳篷的，摩
西是牧羊人，路加是醫生。儘管由不同的作者跨越 15 個世紀寫成，但聖經的內容
並不矛盾，且沒有任何錯誤。作者們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但他們都宣揚同一個真神
和同一個救恩 — 耶穌基督（約翰福音 14:6；使徒行傳 4:12）。
2. 聖經是神所默示, 何為默示? ___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_(V16 上)

聖經 γραφὴ grapha
聖經指當時的律法書, 神靈感寫成的
這書上所寫律法的一切話，是叫你敬畏耶和華你

神可榮可畏的名。你若不謹守遵

行，耶和華就必將奇災，就是至大至長的災，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後裔的身
上。60 也必使你所懼怕埃及人的病都臨到你，貼在你身上。61 又必將沒有寫在這
律法書上的各樣疾病、災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滅亡。62 你們先前雖然像天上的
星那樣多，卻因不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所剩的人數就稀少了。63 先前耶和華
怎樣喜悅善待你們，使你們眾多，也要照樣喜悅毀滅你們，使你們滅亡，並且你們
從所要進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64 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從地這邊到地
那邊，你必在那裡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認識木頭石頭的神。65 在那些國中，你必
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腳之地，耶和華卻使你在那裡心中跳動，眼目失明，精神消耗。
66 你的性命必懸懸無定，你晝夜恐懼，自料性命難保。67 你因心裡所恐懼的，眼
中所看見的，早晨必說：‘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說：‘巴不得到早晨才好！’
(申命記 28:58~67 )

舊約正典
猶太人希伯來文舊約聖經分為三部分，合共 24 卷經書：第一部分是『律法』TORAH，
共有五卷經書，即指摩西五經：創世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第
二部分是『先知』PROPHET，共有八卷經書，分為前先知書和後先知書。前先知書
有約書亞書、士師記、撒母耳記和列王記，共四卷。後先知書有以賽亞書、耶利米
書、以西結書以及十二小先知書集合卷，也共分為四卷。第三部分為『書卷』
，
（THE
WRITINGS），共有十一卷經書。為詩篇、箴言、約伯記、雅歌、路得記、耶利米哀
歌、傳道書、以斯帖記、但以理書、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的集合卷，以及歷代志。
公元 90 年在 Jamnia 的會議目的除了決定猶太教經典, 成立了 Palestine Canon

但基督教聖經郤以七十士譯本依歸, 包括聖經分類及 39 卷
七士士譯本分類:
五經: ( 5) 創, 出, 利, 民, 申
歷史書: (12)書, 士, 得, 撒上下, 王上下, 代上下, 拉, 尼, 斯
詩歌智慧書: (5)伯, 詩, 箴, 傳, 歌
大先知書: (5)賽, 耶, 哀, 結, 但
小先知書: (12)何, 珥, 摩, 俄, 拿, 彌, 鴻, 哈, 番, 該, 亞, 瑪
基督教：39 卷
天主教：39 卷加七卷次經: 「多比傳」
，Tobit，
「猶滴傳」
，Judith 「瑪喀比一書」，
1 Maccabees ,「瑪喀比二書」
，2 Maccabees ,「所羅門智訓」
，Wisdom (of Solomon) ,
「便西拉智訓」，Ecclesiasticus 或者 Wisdom of Jesus Son of Sirach,「巴碌書」，
Baruch。
東正教：39 卷加七卷次經加「以斯得拉一書」I Esdras、
「瑪喀比三書」3 Maccabees、
「瑪喀比四書」4 Maccabees、耶利米書信 Letter of Jeremiah、瑪拿西禱言、詩篇
151 篇
新約正典
新約正典的標準
1. 它必須和基本的信仰原則一致：這裡所說的信仰原則就是指耶穌基督福音的真
道，它與使徒有關，因為它們來自使徒所留下來的傳統(註 15)。耶穌基督的福
音藉著使徒傳揚開來，各地的信徒們從使徒領受真道，因此後來寫成的書不能
與這些所信仰的真道相違。連保羅自己都說：
「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
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 1:8) 雖
然在當時，正統信仰與異端的區分還不是十分清楚，但是許多書卷都已經都提
到辨別純正信仰的重要性(加 1:8-9, 西 2:8, 提前 6:3- 5, 約壹、約貳)。
2. 它必須具有使徒性(apostolicity)：使徒性的意思就是或出於使徒手筆，或與使
徒有密切關聯。由於使徒親自跟隨過耶穌，他們的教導被初期教會公認為權威，他
們的著作自然很容易就被接受。保羅雖然沒有在耶穌活著的時候跟隨過主耶穌，但
是他親身經歷主的顯現，又熱心傳福音，建立教會，因此也被尊為使徒。有些書卷
雖然作者不是使徒，但他們與使徒有密切關係，像馬可紀錄使徒彼得的講道詞，路
加則一直追隨在保羅身邊，因此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被接納為正典。
3. 它被教會所接納和使用：早在正典訂定之前，這些書卷已經在地區教會中流傳，
教會視為有價值、對信徒信仰有助益的，才會在聚會時公開誦讀，有疑問的則暫時
保留。在正典尚未正式定稿以前，在各個時期各卷書被接納的程度不同。初代的教

會歷史學家優西比烏(Eusebius, 260-340A.D.)曾經把當代在各教會流傳的經典分為
三類(註 16)：(1) 被接受與承認的，有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包括希伯來
書共 14 卷)、彼得前書、約翰壹書和啟示錄；(2) 尚有些爭論的，在此他再細分為
兩類：第一類是較被接受的，有雅各書、彼得後書、猶大書和約翰貳書、參書；第
二類是偽造託名的，有保羅行傳、黑馬牧人書、彼得的啟示錄、巴拿巴書信、十二
使徒遺訓，可能啟示錄也包括在此(註 17)；(3) 完全被排斥的，有彼得福音、多馬
福音、馬提亞福音、安得烈行傳、約翰行傳等。

新約 27 卷
四福音: (4)太, 可, 路, 約
歷史書: (1)徒
保羅書信: (13)羅, 林前後, 加, 弗, 腓, 西, 帖前後, 提前後, 多, 門
教牧書信: (8)來, 雅, 彼前後, 約一二三, 猶
啟示: (1)啟示錄

默示 θεόπνευστος 上帝吹氣
『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彼後 1:21）。
如主耶穌在即將離世前接連應許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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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約
14:26）。
又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 16:12-14. 太 28:19,20)。

加爾文對聖經的權威有一個很精闢的見解，他從聖經中看到上帝的聖靈和上帝的話
經常一同做工，因此，聖經的權威是建立在聖靈內在的見證，就是聖靈運行在人心
裡的見證(註 22) 。
關於上帝的話和聖靈的工作，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1) 所有對上帝話的理解，一
定要透過聖靈的感動；(2) 所有對聖靈的體驗，都必須通過上帝的話的檢驗，換句
話說，一定會與上帝的話相符合。這就讓我們看到，上帝的話與聖靈的互動非常密
切，可以說是相互連結(註 23)。因此，當我們在讀聖經時，必須尋求聖靈的感動
和指引；而當我們在尋求聖靈時，也需要從聖經─上帝的話裡去尋求印證，兩者都
不可偏廢。

所以當我們要明白聖經時, 當求真理的聖靈教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不止倚靠資
料, 釋經書。

3. 聖經的功用?_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V16 下-17)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



教訓: 從正面教導人，使人認識神和神的心意；
十誡, 八福, 命令-大使命及大誡命
督責: 從反面責備人，使人明白是非；
31 一切惡毒+、怒氣、憤恨、尖叫、詆毀+，連同一切惡念，都該從你們當
中除掉+。 32 你們要以仁慈相待+，存慈憐的心+，彼此甘心寬恕，就像上
帝藉着基督甘心寬恕了你們一樣+。以弗所書 4:31, 32

教訓人、督責人 elegkos，都是根據聖經作為準則；聖經既然是唯一的準則，所以
用單數式 elegkos。這字根據 Englishman's Greek Concordance of the New Testament，在
全新約只用過兩次；在這裡，中文聖經譯作“督責”，英文譯作 reproof 是譴責的
意思；另一處是來 11:1 的末句，說到信心是未見之事的確據。“確據”原文就是
這個字，可助證上文所說，聖經是我們生活的一種標準。聖經好像是一種憑據，證
明人的不是；也是一種很確實的根據，是可以定人罪的。英希對照聖經，英文的翻
譯是 conviction，即定罪的意思。聖經是叫人的良心受到責備的最好標準，叫人為
罪自己責備自己，不憑自己的什麼好處，來定人的罪，也不是憑歷史上任何偉人的
教訓來責備人；乃是憑著聖經的真理作為標準來定罪。這樣就能叫人的心受感動，
且能因聖靈的工作自己審判自己。――
所以聖經在現今世代中顯出標準, 就如同性戀及同性婚姻, 基督的信仰就是這個標
準.
 使人歸正: 使出軌的人回到正道上；
得罪人, 緍姻不忠誠,
 教導人學義: 由淺入深、按部就班學習公義；
跟隨神的心意而行,
施比受有福: 由小童與人分享玩具, 成人與人分享金錢及喜樂, 在工作上設立資源,
幫助更有需要的群眾

愛人如己, 饒恕人的過犯,
 都是有益的: 具有功效。
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你屬於那一個階段呢,
屬血氣? 未信主
屬肉體? 信了主, 體貼自己行事, 沒有完全按聖經要求行事
屬靈? 信了主, 竭力按聖經行事, 求神開恩讓我明白神的事, 順服神行事

思考問題
聖經就如基督教信仰一樣經得起歷代的考驗, 若然它所講明都是真實的, 那我們對
於很難遵守的道, 你的態度如何? 可以分享得勝的經驗嗎?
聖經就天國的律法, 你讀過一遍嗎? 聖經有 1189 章, 若然一天用 10 分鐘讀一章,
四年就可以讀完一次, 你願意立志去完成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