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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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预言
准确性



基督信仰的独特性 — 预言

• “基督信仰与世界其他宗教的
最大分别在于预言. 印度教没
有预言, 佛教也没有. 

• 基督信仰与别的宗教不同之处
起码有两点: 第一是复活, 第二
是预言.

• 圣经的五分之一全是预言… 约
占圣经66卷书中的区卷, 相等
于半本新约, 由此可见, 预言在
圣经中占重要地位.

林斯达
(Rob Lindsted)



• 中国的林献羔(Samuel Lamb)说: 

• “圣经的预言和世界所谓的预言是不同的. 

有些人有远见, 能预见未来的事, 但这一切
只是预测, 而且短暂, 唯有圣经的预言才是
真预言, 因为圣经在几千年前就预言几千年
后的事, 并且都准确地(百分之一百)应验了.

• “世人的预言, 尤其是那些巫婆和算命先生
所说的话, 多半是模棱两可的, 而且讲„预言‟

的人的道德都是败坏的, 带有邪气的. 但圣
经的预言既不含糊, 同时说预言的人的道德
更是光明、圣洁的.”

预言不是预测



神的手印
(fingerprint)

• 神挑战假神时说: “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
理由, 可以声明, 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 

要说明后来的事, 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
…”(赛41:21-23) 

• 又说: “因为我是神, 并无别神. 我是神, 在没
有能比我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
言明未成的事, 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
喜悦的, 我必成就”(赛46:9-10; 也参赛44:7).



圣经中的预言

1. 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

2. 有关外邦列国的预言

3. 有关著名城市的预言

4. 有关个别人物的预言

5. 有关以色列人的预言

6. 有关末日情景的预言

7. 有关神的教会的预言



(1) 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



• 旧约圣经包含数百个有关“弥赛亚”(基督)降
临的预言. 

• 《巴顿·佩恩圣经预言百科全书》(Barton 

Payne’s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列出191个.

• 犹太基督徒作家兼牛津学者埃德逊(Alfred 

Edersheim, 1825-1889)则引述400个.

• 他说: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此要记得, 旧约
具备生物体一般的连贯性(organic unity). 

• 它的预言不是孤立单独的, 而是众多预言凑
合成一幅宏伟的预言大图像



• 单是与基督初次降世有关的预言已有333个, 

其中有109个对他的降世更是描述细致

• 林斯达博士指出: 109个预言应验的或然率(

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 结果又怎样呢? 大家
当然知道或然率不是一半一半的, 这种假设
全属荒谬. 这就好像说, 世界上只有两个城
市, 基督巧合地生在伯利恒. 

• 事实上, 当基督出生时, 世上城市的数目超
过1000, 因此或然率最少也会是千分之一. 

• 姑且假设或然率是一半一半, 这就像掷钱币
求底面. 要应验109个预言, 等于将钱币掷
109次, 每次都出现同一面, 我们怎会认为
109个预言的应验是巧合?



圣经预言的 “或然率”

(probability, 发生的可能性)

• 数学教授彼得·斯敦拿(Prof. Peter Stoner)

• 斯敦拿教授取了11个圣经预言, 是有关基督
第一次来临, 已经应验的. 例如:

• 公元前700年的先知弥迦, 预言基督将生在
伯利恒(弥5:2; 比较 太2:1); 

• 公元前400年的先知玛拉基, 预言基督将有
一名先锋替他开路(施洗约翰; 玛3:1; 比较
太3:1-2)



• 生于基督出生前500年左右的撒迦利亚预言:

a) 基督将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城(亚9:9; 比
较太21:6-11)

b) 并且被朋友以30块钱的价值出卖(亚11:12; 

比较太26:14-15)

c) 那些钱后来被用作购买陶匠的一块田(亚
11:13; 比较太27:7)

• 先知以赛亚预言基督受审时不开口(不为己
辩护; 赛53:7, 比较太27:12-19)

• 诗篇也预言士兵为基督的衣服拈阄(诗
22:16-18; 比较 太27:35-36) 等等



• 按照斯敦拿博士的计算, 

要这11个预言都应验, 其
“或然率”(发生的可能性)

是10的27次方分之一. 

• 换言之, 一个80立方哩的
大箱, 里面放满了一角硬
币, 其中一个作了记号, 

然后叫一个人蒙上眼睛, 

只给他一次的机会去把
那个作了记号的硬币找
出, 机会之微.

韦斯特蒙大学科学部
(Westmont College‟s 

Sciense Division)的主席





• 贾斯乐(Norman Geisler)写
道: “即使是最糟的自由派

批判家也承认这些预言书
在基督降世前400年左右已
经写成, 而但以理书也于大
约主前167年成书.” 

• 贾斯乐指出, 现今已有强有
力之证据, 证实这些书卷的

成书年代比自由派学者提
出的更早得很多, 一些诗篇
和早期先知书在基督降世
前8至9世纪就已写成.



(2) 有关外邦列国的预言





• 但2:31: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甚高
，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

• 但 2:32: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
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

• 但 2:33:  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 但 2:34: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
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

世界四大帝国

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



• 但 7:3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

• 但 7:4  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

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
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

• 但 7:5  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

口齿内衔著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
吞吃多肉。」

• 但 7:6  此後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
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

• 但 7:7  其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

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
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
同，头有十角



巴比伦

玛代波斯

希腊

罗马

复兴的罗马帝国









希腊帝国分裂成四小国



(3) 有关著名城市的预言



推罗城(Tyrus)的预言



3. 有关推罗的预言

• 圣经在以西结书26章论
及推罗城的预言. 

• 实际上, 推罗是由两个城
市组成, 一个在耶路撒冷
西北60哩的海边, 另一个

则位于该城离地中海岸
约有半哩的小岛上

• 有学者称前者为“古推罗
”, 称后者为“环水推罗”.



在以西结书第26章, 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如此
预言说: 

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必占领那城(第7节).

2) 其他国家将继续参与毁灭推罗(第3节).

3) 城被拆毁, 括净尘土, 成为净光的盘石(第4

节).

4) 它将变成渔夫晒网之处(第5节).

5) 这城的木材和石头将被填在海中(第12节)

6) 这城将不能再建(第14节).



• 以西结的预言, 大约写于主前
590年, 而约在4年以后, 即主
前586年, 尼布甲撒率大军包
围这城.

• 围城时间共达13年之久, 直到
主前573年, 位于海岸边的推
罗城终告陷落, 但仍不能攻占
位于岛上的另一城.

• 这个海岛上的推罗城继续维
持了241年的国运. 这对于以

西结论到推罗城完全灭城的
预言, 无疑必遭人加以讥讽. 





• 但主前332年, 希腊
的亚历山大率军来
到, 这岛终告陷落. 

• 因亚历山大下令把
旧城的树木、石头
、泥土等类拆毁, 筑

一条堤道由海岸直
达小岛, 这样他就真

的使这位于海岸的
推罗城惨被拆毁, 括
净尘土, 成为净光的
盘石.



• 有一位美国的考古学家名叫鲁宾逊(另译“罗
宾生”, Edward Robinson)于推罗古城的海边
, 在水底下发现40至50个石牌坊柱子(证实亚
历山大建筑堤道一事). 

• 亚历山大围城7个月后, 攻占了这个岛城, 并
将之毁灭. 过后, 它周围的海岸地区, 便被当
地附近的渔夫用作张网及晒网的地方. 

• 虽然在推罗遗址附近有著名的罗斯连淡水泉
源(Springs of Roselain), 每日涌出1万加仑食
水, 照理非常适合重建此城. 但这城始终没有
被重建. 圣经如此预言, 也就如此成就.



尼尼 微 城





• 先知那鸿预言之时, 尼尼微城看来似乎是牢
不可破.

• 它的城墙高达100英尺, 其上的阔度, 足以驾
车行走, 城墙周界有60哩, 其上建了1,200多个
守望楼, 看起来多么壮观. 



• 那鸿预言不足40年后, 尼
尼微城便陷落了. 

• 主前612年8月, 这城被玛

代与巴比伦联军包围了两
个月后, 终于被攻破. 

• 这城被攻占的原因, 部分
是由于被城内的人出卖, 

他们作敌方内应, 献计把
供应城中的食水放出, 助
敌军破城进入. 

• 这城虽曾耸立着许多宏伟
的建筑物, 但被彻底毁灭.



(4) 有关个别人物的预言



波斯王古列(居鲁士, Cyrus)

• 赛44:28: “论古列说, 他是
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
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
冷, 发命立稳圣殿的根.” 

• 先知以赛亚预言说: 神将
兴起一人来成就此事, 那
就是波斯王古列(另译“居
鲁士”, Cyrus the Great, 

主前599-530年)



• 以赛亚(于主前712年左右)

预言神将兴起一位名叫古
列的波斯王, 并准许被掳

的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重
建圣殿(主前536年)

• 这些事都逐一应验, 丝毫
不差.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以
赛亚是早在事发之前176

年就已宣告讲明此事

波斯王古列(居鲁士, Cyrus)



(5) 有关以色列人的预言



5. 有关以色列人的预言

1. 以色列将成为一个大族(创12:1-3)

2. 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地寄居400年(创15:13)

3. 以色列国必然发生内战(王上11:31)

4. 以色列的国民要被掳到巴比伦, 为奴长达
70年之久(耶25:11; 29:10)

5. 70年后, 部分的被掳之民会归回耶路撒冷(

但9:1-2)

6. 以色列民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国(申28:25,64; 

利26:33)



7. 以色列民会被欺压, 遭受逼迫(申28:65-67)

8. 以色列民会弃绝他们的弥赛亚(赛53章)

9. 因为此事, 以色列的敌人会侵占和居住在
他们的地(利26:32; 路21:24)

10.以色列人的圣城耶路撒冷会被毁灭(路
19:41-44; 21:20)

11.但以色列民仍然存留, 不会从地上消失(创
17:7; 赛66:22; 耶31:35; 太24:34)

12.在末后的日子, 在基督还未第二次降临以
前, 以色列民将重归故土, 复国重建家园(申
30:3; 结37:1-14; 38:1-39:29).



沙 地 阿 拉 伯

埃 及

叙 利 亚

伊 朗
伊 拉 克

土 耳 其

约 旦

黎巴嫩

以色列



• 公元70年, 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分散各地.

• 从此,巴勒斯坦屡次被回教徒和天主教徒(十字军)
相争统治; 1517年被土尔其占领; 1917被英国占领.

• 自公元70年,犹太人亡国飘流1878年后,竟在公元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奇迹般地复国了!

• 黄丹尼教授称之为 “20世纪世界大奇迹”

申 4:24 …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 是忌邪的神.

申 4:25  你们在那地住久了, 生子生孙, 就雕刻
偶像, 彷佛什麽形像, 败坏自己, 行耶和华你神
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申 4:26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 你们
必在过约但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 你们不
能在那地上长久, 必尽行除灭.

申 4:27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在他
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 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



以色列的复国
和圣殿的重建



以色列的 荒漠 变 花园肥田

• 赛35:1  旷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
又像玫瑰开花，

• 赛35:2  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
嫩的荣耀，并迦密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
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

• 赛35:6  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
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 赛35:7  发光的沙（或作：蜃楼）要变为水池；乾
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
芦苇，和蒲草

• 赛 35:10  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
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著欢喜快
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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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 变 田园





(6) 有关末日情景的预言



• 太 24:2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
头上，不被拆毁了.

• 太24:3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著,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
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 太24:4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
们。

• 太24:6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
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太24:7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饿荒、地
震。

• 路21:10 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路21:11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末日的光景



饥荒 ! • 马太福音24:7: “多
处必有饥荒…”

• 马太福音24:8: “ 这
都是灾难的起头.”

•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世界上三万万到五
万万人营养不良，
处在饥饿中.

• 1/3  –吃得饱

• 1/3  - 吃不饱

• 1/3  - 在饥饿中



地震 !!!

• 马太福音 24:7-8: 

• “多处必有地震”

• 地震学家告诉我
们, 现今的地震
数次越来越频密, 

震度越来越巨大.





• 但12:4 (写于主前536年左右)  

• “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
封闭这书, 直到末时. 必有多
人来往奔跑 (或作: 切心研
究 ), 知识就必增长.”

知识爆炸的时代!



知识与科技
进展神速!!!



(7) 有关神的教会的预言



• 教会被提 (帖前4:15-17)

• 工作的审判 (林后5:10)

• 羔羊的筵席 (启19:7-10)



天下第一奇书
预言的准确性



林斯达(Rob Lindsted)

• 林斯达指出, 有学者统计过, 单是

与基督初次降世有关的圣经预言
已有333个

• 其中对基督首次降世描述细致的
圣经预言有109个. 

• 圣经加倍多方地预言基督第二次
再临.既然基督第一次降世的预
言都一一应验,所以我们有充足

理由相信一切有关基督第二次再
临的预言也必逐一应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