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会主题:

你不可不知
“道”
神的道

马六甲福音堂 第 33 届圣经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七至十三日

―记载之道的奇妙‖ (讲员:陈志达)



第一本被带入太空的书
（缩影版）是什么书 ?

• 是圣经（缩影版）



英国文豪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1812-1870)

―圣经是全世界
空前绝后, 最
好的一本书.‖



天下
第一
奇书



天下第一奇书
奇妙的独特性





圣经是第一本被大量印刷生产的书 ! 

• 德国的金匠谷登堡
(Johann Gutenberg, 

1398-1468)发明了活
字印刷术 (冲压字模, 

印刷机及印刷油墨), 

圣经便被大量印刷.

• 称为“谷登堡圣经”
(Gutenberg Bible)



圣经是第一本被大量印刷生产的书 ! 

• 谷登堡是第一位使
书本得以大量生产
的人. 

• 他曾经说过: ―我知
道我想要作什么: 我
希望能复印圣经.‖ 

• 为此他改装一个葡
萄榨汁器, 使之成为
印刷版.‖





谷登堡拉丁文通俗译本圣经 (Gutenberg’s Latin Vulgate)









圣经是世上最贵的书之一 !

• 谷登堡印制的拉丁文通
俗译本圣经 (Gutenberg’s 

Latin Vulgate)目前售价

= 10万美金

• 俄国曾把一本早期希伯
来文西乃山手抄本的旧
约古卷(Codex Sinaiticus)

卖给英国, 售价51万美金



圣经是翻译出最多语言的书 ! 

• 根据《世界年度报告》
(World Annual Report, 
1995), 第280页:

• 自从谷登堡(Gutenberg)
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 
过去五百年里,  圣经总
共被翻译成 2,123 种不
同的语言和方言. 

• 圣经促进语言形成的文化. 



• 在某年，某月某书的销路可能比圣经
大(例如《哈利波特》)

• 但以连续销路而言，世间没有一本书
可与圣经相比拟的。

• 《剑桥圣经历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评述道:“没有一
本书有近乎圣经这样源源不绝的发行
销路的。”

圣经是销路/发行量最多的书 ! 



圣经出版总数资料
年份 总数

至1804年（据英国圣经公会）
在1928年（据美国基甸会）

（据苏格兰圣经会）
(据都伯林圣经会)

（据德国圣经公会1927年资料）
在1930年
至1932年
在1947年
在1951年
在1955年
1950-1960（每年）
在1963年
在1964年（美国圣经公会）

（其他圣经公会）
在1965年
在1966年

409，000，000

965，000

88，070，068

6，987，961

900，000

12，000，000

1，3330，213，815

14，108，436

952,666

25,393,161

3,037,898

54,123,820

1,665,559

69,852,337

76,953,369

87，398，961



天下第一奇书
奇妙的独特性



1. 圣经的奇妙一贯性

2. 圣经的奇妙不灭性

3. 圣经的科学精确性

4. 圣经的历史真确性

5. 圣经的预言准确性

慕道班 讲座(一):

―记载之道‖的奇妙



圣经的
奇妙一贯性



图书馆有各类的书籍… 



• 圣经不单是最好的书, 也是
最独特的书, 其中一样就是

它展示了最独特的奇妙一
贯性.

• 此书可说是66本, 也是1本. 

• 作家海勒(James C. Hefley)

贴切形容说: “这66本书是

一个完备的整体、一桩预
设的启示, 以及一项渐进的
证明, 证明圣经实乃超乎任
何人类朽者之作.”





甘雅各博士 (D. James Kennedy)

• ―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委托
过谁写这本书; 没有哪一
位编辑在为此书作企画; 

没有哪一群编辑委员预先
看出圣经各式各样的发展, 

也没有谁为这些不同的作
者编列大纲. … 但是, 摆在

我们面前的是一本高度一
致性的书, 这无不在证明
此书乃出自一只神圣的手.‖



(1)  圣经的
写作时间



• 创世记到启示录的完成 = 1,500年以上的时间. 

• 旧约的第一本书创世记约在主前1402年写成.

• 最后一本玛拉基书则在主前432年左右完成.

• 历时约1000年之久. 

• 旧约玛拉基书至新约的马太福音开始执笔期间, 将
近有400年. 

• 新约的最后一本书 = 启示录 = 写于主后95年左右

• 创世记(约主前1402年)至启示录(约主后95年)大约
有1,500年. 

• 许多学者认为旧约最早写成的书 = 约伯记(约主前
2150年)

• 整本圣经(新旧约)的完成历时2000年左右, 或按最
保守的估计也至少1,500年以上



写作时间
= 1500年以上



(2)  圣经的
作者背景



1 摩西是政治领袖 ,曾是
埃及的王子

10 但以理是宰相(总长)和
先知

2 约书亚是军事领袖 11 阿摩司是农夫和牧人

3 撒母耳是祭司、先知和
士师

12 马太是税吏(收税的官）

4 大卫是君王、诗人、音
乐家

13 马可是彼得的书记

5 所罗门是君王和哲学家 14 路加是医生

6 以斯拉是文士(抄经者) 15 约翰是富有的渔夫

7 尼希米是酒政 16 彼得是贫穷的渔夫

8 约伯是大富翁 17 保罗是犹太人的教师

9 以赛亚是先知 18 犹大和雅各可能是木匠

圣经是由各行各业的人写成… 



作者背景 =
各行各业的人



(3)  圣经的
写作地点









• 分别在亚洲、非洲和欧洲, 但整本圣经仍年保持奇
妙的合一性. 它的写作地点分别是:

• 在旷野(例如摩西在旷野写出申命记) 

• 在巴勒斯坦(大多数经卷在那里写成)

• 在埃及 — 耶利米书

• 在波斯(今日的伊朗)  — 以斯帖记

• 在巴比伦(今日的伊拉克)  — 但以理书

• 在拔摩海岛 — 被放逐的使徒约翰写启示录

• 在罗马(如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监狱书信‖和提摩
太后书 – 腓立比书中充满喜乐!)

• 在哥林多(今日的希腊城市)  —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 在以弗所(今日的土耳其城市)  — 加拉太书



写作地点 =
各种地区环境



(4)  圣经的
写作文体



• 圣经的书卷采用不同文体写成, 但仍年保持超奇的
一贯性.  这些文体包括: 

1. 历史记述(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使徒行传); 

2. 律法(利未记); 

3. 诗体(诗篇、耶利米哀歌); 

4. 歌类(雅歌); (5)箴言(箴言); 

5. 教诲式的论说(传道书); 

6. 预言(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启示录); 

7. 书信(保罗书信, 包括个人和教会的书信); 

8. 传记(路得记、约伯记)

* 有些经卷还穿插不同文体: 如比喻(马太福音13章) 、
预表(利1-5章的五种祭物)、寓言(士9:7-15)等. 



写作文体 =
10 种以上



(5)  圣经的
写作语言



1. 旧约 = 希伯来文 (Hebrew)

2. 新约 = 希腊文 (Greek)

3. 旧约以下经文 = 亚兰文
(Aramaic):

以斯拉记 4:8 – 6:18; 7:12–26  

但以理书 2:4 – 7:28

耶利米书 10:11 .



写作语言 =
三种语文



(6) 圣经的
各种主题



美国作家麦道卫
(Josh McDowell) 



• 麦道卫(Josh McDowell)指出: 

• “圣经中的主题包括许多意见
分歧的问题, 一旦提出讨论时, 

势必引起许多争论与反对的
意见. 圣经作者处理了数以百
计的论题(例如: 婚姻、离婚

与再婚、同性恋、奸淫、顺
服掌权者、说诚实话与说谎
话、模塑性情、父母之道、
神的特性和启示), 然而, 自创
世记直到启示录, 圣经作者对

这些论题的意见却是一贯地
和谐, 令人惊叹不已.”



各种主题 =
和谐一致



(7) 圣经的
救赎计划







英国的斯克洛基教授
(William Graham Scroggie)



• 斯克洛基写了一本经典著作《救
赎戏剧的呈献》(The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an)

• 他以戏剧演出的组织性结构(有序
幕, 第一幕, 第二幕… 直到闭幕), 

追溯和找出圣经中每一本书卷的
救赎主题. 

• 此书呈现了最伟大的普世性戏剧
— 神的救赎, 证实神赐给人类那

一致且无阻的救赎计划是贯穿整
本圣经的书卷, 甚至整个人类的历
史. 这主题的一致性是无以伦比的.





天下第一奇书
奇妙的一贯性



1. 圣经的写作时间

2. 圣经的作者背景

3. 圣经的写作地点

4. 圣经的写作文体

5. 圣经的写作语言

6. 圣经的各种主题

7. 圣经的救赎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