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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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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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历史
真确性





考古学 (ARCHAEOLOGY)



考古学 – 让石头古物说话！





威尔逊博士(Robert Dick Wilson)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举世无匹的希伯来
文学者

• 历来最有资格的旧
约言语学家

• 他彻底精通超过40

种的古代闪族言语, 

好像他自己的言语
一般, 可以随口讲论.



• 威尔逊说: “一个人如果被称为专家, 他所要
做的首务, 就是先确立这个事实, 证明他不
负虚名. 一个专家可能比1百万名其他在场
的见证人更为宝贵, 因为他们并非专家.” 

• “自从离开大学以后, 45年以来, 我一直不断
致力于对旧约圣经作最广大的研究; 就是关
于它的一切言语、一切考古学、一切译本, 

以及关于它的经文与历史性, 我都不放过. 

我告诉你这些事, 就是要叫你知道, 这是我
之所以能够以专家的资格来讲话的原因.”



威尔逊博士(Robert Dick Wilson)

• 他指出, 这些君王(指旧约圣经记载的君王)

约有40个活于主前2000至400年间. 每一个
都按着年代的次序出现.

• “并且提到本国和别国的君王 … 没有比这
君王名单更强的证据, 可以证明旧约记载在
本质上的准确性.” 

• “我可以补充说, 在过去的45年我一直研究
圣经, 得到的收获是使我比以前更加坚信; 

我们在旧约所看到的记述, 是以色列民族的
真确历史.”



奥伯莱博士 (William F. Albright) 

• 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
教授(Prof. William 

Albright, University 

of John Hopkins) 

• 他在《巴勒斯坦的考
古学》中说: “考古学

家所挖掘的证据一再
印证其中(摩西五经)

内容及文体的真实性”



甘扬爵士 (Sir Frederic Kenyon)

• 甘扬爵士是著名的英
国博物馆馆长 (Sir 

Frederic Kenyon)

• 他说: “十九世纪末叶

那些企图破除旧约中
某一部分经文的学说, 

如今已不能存在, 考古

学的证据重新肯定圣
经的权威性.”



圣经的考古学



1.  赫人(赫梯人, Hittite)

• 创15:20 提到“赫人”(Hittite)

• 出3:17 也说: “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
领出来, 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
利洗人…” 

• “赫人”这个名称在圣经里共提了47次.

• 在19世纪以前, 只有圣经提及赫人, 所以
自由派的批评者便嘲笑赫人为“圣经的历
史神话”(historical fables), 是虚构的民族.



• 但到了1906年, 事情便改
观了. 德国考古学家温克
勒(Hugo Winkler)在小细

亚发现了赫人的首都波
格斯凯(Boghaz-Keul).

• 超过1万块泥版从那里被
掘出来. 

• 这足以证实了约书亚对
他那时代整个西边肥沃
月湾地(western fertile 

crescent)的描述, 那就是
“赫人的全地”(书1:4).







2.迦勒底的吾珥
• 创11:31记载: “他拉带着

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
哈兰的儿子罗得, 并他
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 

出了迦勒底的吾珥, 要
往迦南地去; 他们走到
哈兰, 就住在那里

• 伍利爵士(另译“伍礼、
乌利”, Sir Leonard 

Woolley, 1880-1960)







3. 列祖时期
人雇用骆驼

• 创12:16记述: “亚伯兰得了

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 

• 考古学家弗利(Joseph P. Free)却用考古事实
证明, 骆驼早在亚伯拉罕之前已经出现

• 亚伯拉罕 = 主前2000年左右的人物

• 因为许多骆驼的小雕像、符号、徽章, 以及
石雕、图画、骆驼骨、头盖, 并用骆驼毛制
造的绳等等一个接一个地被发掘出来, 而它
们的年份远达主前3千年





4.耶利哥城倒塌













注: 考古学家也发现古耶利哥城建在山
坡, 有内城墙和外城墙, 所以当内外城
墙倒塌时, 便“铺路”给以色列人踏着

倒塌了的砖块, 往上直冲, 占领此城.



5.红海真的开了吗?



考古学家
Ron Wyatt









唯一的出路, 

通往 Nuweiba 海滩

















惊人
的发现!





埃及战车的车轮!



埃及战车留在红海的海底

• 出 14:23  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
，和马兵都跟著下到海中。

• 出 14:24  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
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 出 14:25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
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
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 出 14:26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
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

• 出 14:27  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
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
在海中，

• 出 14:28  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著
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 《哈雷圣经手册》另
译《海莱圣经手册》
(Halley’s Bible Handbook)

• 提出了112个考古的凭
据, 证实了圣经历史的
可靠性.



天下第一奇书
历史的真确性



甘扬爵士 (Sir Frederic Kenyon)

• 甘扬爵士是著名的英
国博物馆馆长 (Sir 

Frederic Kenyon)

• 他说: “十九世纪末叶

那些企图破除旧约中
某一部分经文的学说, 

如今已不能存在, 考古

学的证据重新肯定圣
经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