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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之道的奇妙” (讲员:陈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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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不灭性





拉丁美洲岛国牙买加(Jamaica )

“生命草”的叶子(Leaf of Life Plant), 

也称: Miracle Plant / Miracle Leaf、
Bryophyllum Calycinum、

Bryophyllum Pinnata、Air Plant.



“The Leaf of Life plant is very easy to grow. 
In our home in Jamaica it grows in all soil 
types … once there is moisture. I’ve even 
found some growing on rocks.
To grow this plant, gardeners can place the 
leaf on top of moist soil and expect results 
in a few weeks.
As a matter of fact, once a leaf of this plant 
falls unto moist soil it starts growing new 
plants.
Leaf of Life plants are very fast growing, 
drought tolerant and can thrive in almost 
any weather conditions.”

the Leaf of Life plant (Bryophyllum 
calycinum). It is also called the ‘Miracle 
plant’, ‘Air plant’ and ‘Life plant’. It is also 
called the ‘Live Forever plant’ since each of it 
leaves can produce new plants from the 
indention on the leaf’s edges

https://suzandtell.wordpress.com/201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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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tsy.com/listing/153351222/leaf-of-life-
jamaica-kalanchoe-pinnata

Leaf of Life - Kalanchoe pinnata, Miracle Leaf 
Bryophyllum, Air Plant - 2 Leaves = RM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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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经 的 奇 妙 不 灭 性



“世界上的书籍盈千累
万, 有宗教、历史、文

学、哲学、科学、法
律和经济等难以数尽
的类别, … 有些只出版
一次, 有些出版多次; 

有些很受人欢迎, 有些
给人评为一文不值, 但

总没有一本像圣经那
样惹人恨恶, 这真是一
个怪现象…”

马有藻博士

为什么会有人要毁灭圣经?



• “按常理来说, 只有引
人学恶、诲淫诲盗的
书籍, 才会受人攻击和
恨恶. 但这本奇妙无比
的圣经, 充满异常高超
的伦理道德教训, 是一
本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
义的书, 一直居于世界
文学名著之首, 无论对

个人、社会和国家都
大有帮助, 理应获得世
人的尊敬和接受. 



• 可是适得其反, 圣经在这
千百年来受到数不尽的
无理攻击、耻笑、辱骂
、厌恨、毁谤和摧残. 这
么多年来, 逼迫圣经的幕
后策划主脑就是魔鬼(因
他深知圣经是真理之书), 

他千方百计蒙蔽真理、
埋没真理、阻挡真理和
禁止真理, 用尽一切可行
的方法来摧毁真理.”

《读经乐》, 第111-112页
。



圣经遭受的迫害…

1.  政治的迫害

2.  宗教的迫害

3.  哲理的迫害



罗马皇帝戴克理先
Diocletian, 

主后245-313年











• 戴克理先皇帝恨恶圣经, 发动一项大型的毁
灭圣经运动

• 公元303年, 他下令将所有圣经毁灭, 凡藏有
圣经者都要杀头. 

• 两年内, 这位罗马皇帝颁令逐家逐户搜查圣
经, 并将搜查出来的圣经全部焚烧成灰. 

• 无数圣经被焚烧, 无数信徒被杀害. 

• 两年之后, 戴克理先以为圣经已全被毁灭, 

便建立一座高大石碑, 底下埋了一本焚烧过
的圣经, 又在石碑上刻了一行拉丁文字: 

“Extincto Nomine Christianorum” (基督徒
的名称完全被毁灭了).   





戴克理先的继位者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主前306-337)





• 大约在公元312年, 君士
坦丁正预备打仗

• 他看见一个异象:  天空浮
现出一具十字架, 其上镌
刻着„靠此征服‟的字样.

• 君士坦丁刻改换他的雄
鹰旗帜及军服徽号为十
架, 结果争战大获全胜. 

• 约主后313年, 君士坦丁

宣布基督信仰为罗马帝
国的国教, 不再消灭圣经
和基督徒.



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 BC325)



尼西亚会议
(Council of Nicaea, 主后 325年)

• 君士坦丁在会议中自
任大会主席

• 君士坦丁悬赏征求任
何存留下来的圣经. 

• 只在24小时以内, 就
有50多本圣经从收藏
的地方被拿出来, 献
呈给这位君王.



戴克理先皇帝也好像
罗马皇帝多米田…

(Domitian, 81-96 AD)



前苏联共产党领袖 斯大林 (Joseph Stalin, 1879-1953)















1991年9月21日
苏联化解, 苏联领袖斯大林也倒了









威明顿在1984年所出版的书中写道: “从最近在
苏联所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 现在苏联有比
以前更多的人相信主耶稣以及阅读神的话语.”





圣经遭受的迫害…

1.  政治的迫害

2.  宗教的迫害



教皇英诺森三世
(Pope Innocent III)



1199年, 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

更下令将所有的圣经烧毁



威克里夫(1329-1384)







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 1484-1536)





1536年10月6日: 丁道尔被
判死刑. 临死前, 他迫切地
大声呼叫说: “主啊, 求你
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丁道尔死后1年(1537年), 罗
杰斯(John Rogers)从欧洲偷
运一本圣经到英国, 期望多
人有机会能读神的话. 因为
后来想阅读的人太多, 他只

得将这本圣经锁在一根石柱
上. 这是著名的“锁链圣经

”[the Chained Bible]



圣经遭受的迫害…

1.  政治的迫害

2.  宗教的迫害

3.  哲理的迫害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



• 他狂言说: “教会是12门
徒所创立, 只要我一人就
可以将他们打倒, 我预言
50年后, 圣经将成古董, 

在博物馆供人凭吊.” 

• 伏尔泰曾说: “百年以后, 

圣经就要被放进博物馆
里去了.”

• 伏尔泰说: “到了下一个
世纪, 世上将不会有一本
圣经存留.” 



• 他死后50年, 他的印刷所和他自己居住的地
方, 都被瑞士的日内瓦圣经公会(Geneva 

Bible Society)买下, 作为圣经仓库, 并用他的
机器大量印刷圣经! 

• 英国政府于1933年12月24日, 以50万美元的
价格, 从苏联人手中买得极有价值的《西乃
抄本圣经》(Codex Sinaiticus). 

• 就在那同一日, 伏尔泰作品之首版, 在巴黎
书店只卖1角1分而已. 

• 伏尔泰的许多作品现今在市场上已经难寻, 

就快放进博物馆了!



考古学家
兰塞爵士

考古为要
证明圣经
的错,但…



• 他利用了15年的时间
勘探和考古, 挖掘与查
考各样证据后

• 1896年出版一大卷研
究心得, 书名为《罗马

公民与旅行家保罗》
(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 他说: “路加写成的历
史, 其可靠性是无人可
比拟的.”



• “圣经的丧钟响过千万次, 送葬的
行列聚集了, 墓碑上的文字也雕刻
好了, 葬礼词也宣读过了, 可是, 尸
体从未长眠于此. 没有任何一本书, 

像圣经这样被宰割、被刃杀、被
考察、被查缉、被诽谤. 有什么哲

学、宗教、心理学、古典或现代
的诗词书籍曾经经历这么多的集
体攻击? 被如此刻毒地批判过? 如
此彻底的摧毁过? 人对其中的每一

章、每一节、每一行、每一个字
都不肯轻易放过? 然而, 如今圣经

仍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爱、所读
、所研究、所传扬, 而乐此不倦.”





天下第一奇书
奇妙的不灭性



总结:
• 赛 40:8: “草必枯
乾, 花必凋残, 惟有
我们神的话, 必永
远立定.”

• 诗 119:89: “耶和
华阿, 你的话安定
在天, 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