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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找 真 理 

Search for Truth 

 

哪一个问题是最您有兴趣﹖ 

圣经由神而来的吗﹖ 

耶稣是 神吗﹖ 

大多数的人会上天堂吗﹖ 

 

第二课 

Lesson 2 

 

名字:              

  

         作法            

1. 请仔细阅读经节.     

2. 填写或圈选正确答案. 

3. 讨论问题用粗体字.    

4. 复习经节用[  ]括号.  

5. 附带的经节用缩小的粗体字. 

 

复习前课 

 

A. 有永生的神、因为某物不能由无中生有. [1:3]        有  无 

B. 宇宙壮丽的秩序及万物的精密设计正可证明神的存在. [1:4]           是  非 

C. 由于普通人像摩西、约伯、以赛亚、大卫、和所罗门知道几世纪以后才 

   发现的科学上的事实、我们可以合理的下结论说他们是被无所不知的 神 

   所引导吗﹖[1:6-10]                                   是  非 

D. 天父、子、圣灵组成圣经里唯一的真 神. [1:14]             是  非 

E. 关于 神的存在你有什么问题﹖ 

   注意:  简短的深讨下面的图表对你有何意义. 

 

圣经的合一 

 

1. 彼得后书 1:17-21 

如果没有神的默示、在超过一千五百年间、四十个人都能够心志一同吗﹖   有  无 

  在圣经里、你有没有亲自看见一个可证实的矛盾﹖                  有  无 

 

2. 创世记 23:7-10,16,19;约书亚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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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从赫人以弗仑买一块埋葬地给撒拉用.                   是  非 

  约书亚有没有提到一种民族名叫赫人﹖                                 有  无 

  考古学已经证明赫人的存在. 假如圣经在历史上战不住脚的话、圣经会是 

  神所默示的吗﹖                                                 是  非 

 

3. 约伯 26:7: 以赛亚书 40:22 

约伯说地球悬在虚空.                                                 是  非 

以赛亚说地球是圆的.                                                 是  非 

  这些科学上的事实表示圣经在科学的角度是正确的.                  是  非 

  作者的和一、辅以历史和科学方面的可靠性、证明圣经是 神所默示的.       是  非 

 

4. 以赛亚书 7:14; 马太福音 1:18-25 

大约公元前 750 年、以赛亚预言到耶稣基督要被童女所生.                 是  非 

  正如以赛亚所预言、耶稣被童女所生.                                   是  非 

  以赛亚在耶稣被童女所生的 700 年前便预言到这事将发生这是因为他受到  

神的默示.                                             是  非 

 

5. 弥迦书 5:2; 马太福音 2:1-6 

大约公元前 700 年、弥迦预言出耶稣将出生的城市.                  是  非 

  马太正如记录耶稣是在伯利恒被童女所生、700 年以前所预言的.         是  非 

  如果圣经不是由神所默示的、作者能够预言到耶稣出生的地点、及其所应 

  验的事吗﹖                                                   有  无 

  圣经中关于科学、历史、已应验的预言、及作者的合一的正确性你觉得如何﹖ 

 

在研究圣经时需考虑的一些事情 

 

A. 是谁说的、而话是向谁说的﹖ 

B. 在上下文里、什么情况下会影响意思﹖ 

C. 是字面上或象征性的话呢﹖ 

D. 当所有的经节是在一个主题上、又有上下文可以让人思考时、这才能使人便清楚地明 

   白真理. 

E. 较难的经节必与较易的经节前后呼应、好让人容易了解. 

F. 以宽度的心胸来研究经节、而不受偏见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 

 

6. 约翰 16:13; 提摩太后书 3:16,17 

耶稣说圣灵会引导使徒告诉他们  一些 ～ 所有的 真理.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由神而来的).                                     是  非 

  你相信使徒被引导明白所有的真理、并且他们所写的就是圣经吗﹖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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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都是神 (圣灵) 所默示的、而圣经能使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是  非 

  除了圣经之外、你须要外求什么书来得神的欢喜且上天堂去﹖ 

 

7. 加拉太书 1:8-10          彼得后书 3:14-16 

假如使徒教人不同的福音、他们会被咒诅吗﹖                    是  非 

  人教的福音跟圣经里默示的启示有不的地方将会受咒诅.               是  非 

  神不容许人、使徒、或从天上来的使者更改祂的话语.                  是  非 

  按照圣经所说的、如果你发现你最好的朋友、 牧师、神父、主教、教皇、 

  或传道人 传不同的福音、你应该作什么﹖ 

 

8. 哥林多前书 4:6; 约翰二书 1:9-11 

我们受警告不可以逾越圣经所记的.                                      是  非 

  逾越圣经所记的会有什么后果﹖ 

 

耶稣是 神吗﹖ 

 

9. 约翰福音 3:16;1:14         腓立比书 2:5-7 

父 神派遣祂的独生子 (耶稣) 到世上来吗﹖                       是  非 

  天父派遣耶稣来为了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吗﹖                    是  非 

  『道』(耶稣) 变成人类 (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是  非 

  道、肉身、和独生子都指着耶稣说的.                                   是  非 

 

10. 约翰福音 1:1,2;17:5,24        创世记 1:26 

在起初『道』(耶稣) 与 神同在吗﹖                                     是  非 

  耶稣是 神吗﹖                                                  是  非 

 

11. 约翰福音 1:3,10         歌罗西书 1:15-17 

因为耶稣是 神、祂有能力从创造出宇宙.                          是  非 

  创造者知道什么是对祂所造的物是最好的、所以人应该遵守祂的命令.       是  非 

  人对他的创造者的教训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 

 

12. 约翰福音 1:29,34        马太福音 3:13-17 

施洗的约翰说耶稣是世界的救主、和 神的儿子.                    是  非 

  耶稣是 神、创造者和世界的救主、你觉得如何﹖ 

 

13. 约翰福音 14:6; 希伯来书 5:8,9 

耶稣是去天父那里唯一的道路吗﹖                                      是  非 

  永生只限于是给遵守耶稣的人吗﹖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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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太福音 7:13,14; 28:18 

大多数人会进入往永生的窄门吗﹖                                      是  非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你相信耶稣所说的吗﹖        有  无 

 

15. 提摩太前书 2:5; 提多书 2:11-14 

耶稣有所有的权柄、是唯一有权柄在父 神和人类中作仲裁人 (作和睦) 的.     是  非 

  神救众人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                                        是  非 

  你自己相信耶稣是 神、且在现今祂是我们在信仰上唯一的权柄﹖          是  否 

 

复习和摘要 

 

你相信圣经是 神的话吗﹖[2:1-8]                                         是  非 

  耶稣有所有的权柄、祂是 神吗﹖[2:9-13]                           是  非 

  我要跟从大多数人、因为他们往天堂走. [2:14]                       是  非 

 

下一将课讨论这个问题: 

现今十诫还在生效吗﹖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研究圣经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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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FOR SECOND LESSON 

 

  2 PETER 彼得后书 1:17-21 

 

『他从父 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 

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 

来.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豫言，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豫言上留意，直等 

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纔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 

上所有的豫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豫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 

被圣灵感动，说出 神的话来』(彼得后书 1:17-21). 

 

  GENESIS 创世记 23:7-10,16,19 JOSHUA 约书亚 3:10 

 

『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 

死人，使她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琐辖的儿子以弗仑，把田头上 

那麦比拉洞给我. 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作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 当时以弗 

仑正坐在赫人中间. 于是，赫人以弗仑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仑，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 

四百舍客勒给以弗仑. 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幔利前的麦 

比拉田间的洞里.（幔利就是希伯仑）』(创世记 23:7-10,16,19). 

 

『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 

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 神. 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 

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约书亚记 3:10). 

 

  JOB 约伯记 26:7  ISAIAH 以赛亚书 40:22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 26:7).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象蝗虫. 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 

如可住的帐棚』(赛 40:22). 

 

  ISAIAH 以赛亚书 7:14 MATTHEW 马太福音 1:18-25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赛 7:14).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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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亚就从 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 

暗的把她休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 

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她 

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人要称他 

的名为以马内利.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 

没有和她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马太福音 1:18-25). 

 

   MICAH 弥迦书 5:2 MATTHEW 马太福音 2:1-6 

 

『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书 5:2).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齐了祭司 

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 

恒. 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马太福音 2:1-6). 

 

   JOHN 约翰福音 16:13 2 TIMOTHY 提摩太后书 3:16,17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 

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 16:13). 

 

     『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 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16,17). 

 

   GALATIANS 加拉太书 1:8-10 2 PETER 彼得后书 3:14-16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 

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 

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 神 

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欢喜么. 若仍旧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加拉太书 1:8-10).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 

摘，安然见主.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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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能写了给你们.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 信中 

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 

沦』(彼得后书 3:14-16).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4:6 2 JOHN 约翰二书 1:9-11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哥林多前 

书 4:6).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 神. 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 

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约翰二书 1:9-11). 

 

   JOHN 约翰福音 3:16; 1:14 PHILIPPIANS 腓立比书 2:5-7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约翰福音 3:16).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 

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 1:14).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 神同等为强夺 

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 2:5-7). 

 

   JOHN 约翰福音 1:1,2; 17:5,24 GENESIS 创世记 1:26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 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约翰福音  

1:1,2). 

 

     『父阿，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父阿，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 

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约翰福音 17:5,24).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 

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记 1:26). 

 

   JOHN 约翰福音 1:3,10 COLOSSIANS 歌罗西书 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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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他在世界，世界 

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约翰福音 1:3,10).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 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 

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 

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歌罗西书 1:15-17). 

 

   JOHN 约翰福音 1:29,34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 神的儿子』(约翰福音 1:29,34). 

 

   JOHN 约翰福音 14:6 HEBREWS 希伯来书 5:8,9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 14:6).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 

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 5:8,9). 

 

   MATTHEW 马太福音 7:13,14; 28:18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 7:13,14). 

 

『耶稣进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 28:18). 

 

   1 TIMOTHY 提摩太前书 2:5 TITUS 提多书 2:11-14 

 

『因为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 

耶稣』(提摩太前书 2:5). 

 

『因为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 

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 神和我 

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提多书 2: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