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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看见才相信吗？ 
 
请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就来回答一下本周的关键问题， 

就是：我需要看见才相信吗？ 

根据前面说到的， 

我们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 

法庭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看到陪审团是如何做出重大的、 

改变命运的决定，  

尽管他们自己没有亲眼看到 

案件的发生。 

他们所做的是，听取证词， 

听目击证人说话。 

他们相信目击证人说的是实话， 

他们相信证人是诚实可靠的， 

在此基础上， 

他们做出重大的、改变命运的决定， 

这都是根据他们所听到的， 

尽管他们没看到。 

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例子呢？ 

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在面对耶稣这个人时， 

要如何做决定。 

所以我们现在是大约两千多年以后， 

不过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候， 

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  

我们就能亲眼看到 

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 

但我们不是活在两千年前，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在大约两千多年后， 

我们不能够亲眼看到， 

但是有人看到了，而且他们还把他们看到的 

记录了下来。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尽力去理解 

那些目击证人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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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记录下的内容。 

所以当你打开圣经， 

我们看到有四部书： 

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这四本书宣称准确地记载了 

拿撒勒人耶稣的人生。 

这些记载有些是目击证人亲手所写， 

有些是根据 

目击者的见证所写。 

我们现在 

面对这四部福音书。  

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们要不要相信 

这些福音中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的呢。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因为如果在你生命中的某一刻， 

你说：“我相信我所读到的都是真的，” 

那么下一步合理的行动 

就是成为基督徒。 

当然，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为了帮助我们做决定， 

我们今晚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可以确定现在读到的福音 

和最早记录下的是一样的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能确定当年记录下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 

真的发生了吗？好， 

两个些许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现在读到的福音，在这样的书里， 

和最早记录下的一样吗？ 

你们的小册子里有很多详细的解释。 

不过，有一件事我要特别的说一说， 

福音的可靠性基本上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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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过代代相传后是否依旧可靠。 

就是一种叫作“口耳相传”的游戏。 

你小时候玩过吗？ 

在电脑和DVD还没有出现以前， 

“口耳相传”的游戏。 

多有意思的游戏呀！ 

你和几个朋友聚会， 

你想，“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玩 ‘口耳相传’ 的游戏吧！” 

然后大家都围成一个圈， 

从一个人开始，他们做些什么呢？ 

他和旁边的人小声说点什么：［耳语］ 

然后这耳语被兴奋的传给下一个人， 

再传给下一个人。当传了一圈， 

最后一个人说出那句话， 

然后呢，肯定是哄堂大笑。 

电脑被发明出来，这真是神奇的事情， 

因为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是不是？ 

你怎么还会想要做别的呢？ 

有人觉得圣经被传递了 

那么多个世纪 

就有一点像“口耳相传”游戏。 

所以我们不能真的相信 

我们现在在圣经中读到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它一定已经被改变了。 

嘿，真是个糟糕的比喻， 

对不对？ 

因为在“口耳相传”的游戏中，我们的目的 

是什么？是要尽你所能 

让下一个人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所以你才要耳语， 

而且你可能故意的， 

如果你玩过的话……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玩过…… 

你会有点故意的 

更改你听到的，这样游戏最后最好笑的， 

是让最后一个人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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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会说：“真好！我们要不要再玩一次？” 

但是，圣经传递了很多个世纪， 

在这个过程中 

完全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关键就是要给未来的世代 

真实可靠的呈现耶稣。 

这是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 

最重要的信息， 

它是关于耶稣的身份和使命， 

最终的目的不是使人难堪。 

最终的目的，是让将来的一代又一代人 

能够读到 

在那么多年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我们要承认，在圣经流传的年岁中， 

确实出现过抄写的错误， 

但庆幸的是，那么多个世纪以来， 

在无数国家 

我们找到了非常多圣经的抄本和手稿， 

那么多的抄本， 

当我们把所有的都详细核对后发现什么？ 

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多年前写下的内容。 

所以当你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 

你可以自信的说 

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 

就是那么多年以前 

所写下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现在在圣经里读到的真的发生了吗？ 

我跟你分享几个原因， 

为什么当我读这样一本书的时候 

我相信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原因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诚实。我爱诚实！ 

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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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说真话。 

他们没有刻意修缮难堪的事情， 

他们如实记录。 

不仅仅是多马。 

有很多例子证明他们有一说一。 

我认为这是对于真实性 

很好的测试。 

从历史上看，事件也是准确的。 

当福音提及人物， 

真正历史上的人物 

还有真正历史上的地点， 

每每提及都准确无误。 

你期待它如此，不是吗？ 

如果他们弄错了，那当然， 

对于他们说的话，你也会有怀疑。 

第三，它们并不十分规整。 

我说“它们并不十分规整”是什么意思？ 

比如，当你读到 

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 

四福音书的记载 

并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他们并没有相互矛盾， 

但的确是不规整。 

这表示，你必须坐下来想一想 

如何把它们拼凑起来。 

但当你真正认真思考过后， 

你会发现它们确实能够拼在一起。但不规整。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美妙之处。 

因为如果它们太整齐了， 

你可能会怀疑 

那是所有的人聚在一起， 

然后他们说：“好吧， 

我们想写个什么故事呢？” 

但是你读到的不是这样的。它们彼此不 

矛盾，但并不整齐。 

第四个原因，这些全部加起来 

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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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原因是 

我在这样的书中读到 

对门徒们洗心革面的改变 

最合理的解释。 

想一想在耶稣死后 

他们是什么样子： 

他们花了几年时间追随他， 

现在他们感到害怕、 

受挫，他们的世界崩溃了。 

但是发生了什么呢？ 

这些年轻人被彻底的改变了， 

并且成为强有力的传道者， 

传讲耶稣身体的复活。 

那么，是什么彻底改变了他们， 

使他们从懦夫变成 

充满勇气的传道者？ 

有人会说， 

“这个是编出来的， 

这些也都是编出来的。” 

不过你有什么证据呢？ 

他们为什么要编造谎言呢？这些早期的 

基督徒在世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遭受迫害， 

承受苦难，很多被杀害了。 

现在我想问你的是： 

你会为了一个谎言而死吗？ 

世界上很多人为谎言而死， 

那我来问一个好一点的问题： 

如果你明明知道那是谎言， 

你还会为它而死吗？ 

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编造了这个谎言， 

他们就是如此而行的。 

他们在世上得不到任何好处， 

而且，事实上，门徒们生活的文化 

相信神， 

相信神会审判，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捏造故事， 

当他们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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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不仅在活着的时候 

得不到任何奖赏， 

他们还会失去 

死后的生命。 

你不能简单说他们捏造了故事。 

综合起来说，我们探究的越多， 

结果就越有说服力。 

综合起来说， 

这些理由对我来说非常有说服力，  

我们应当读这样的书 

相信他们讲述的事件 

真的以他们描述的那样发生过。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现在来花一点时间 

跟同桌的人讨论一下，看看 

你是否也确信 

你可以相信这本书中 

所记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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