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
h
、
h
m

、
h
m

、
h
R
、
h
n

、h
n

、

，
A 

H

喧
忽
叫

ρ

v
’

，1
42

态
’

”
’
面
：
～
J
W

归
皿
酬

J
儿

川ι

Z

I

• 

,

J
j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_

 

.

.
 

，
一

＿A/Ir_ _ .





F0002 

A Letter for You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Voice Media 

info@VM1.global  
Web home: www.VM1.glob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distribut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thod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reviews and certain other noncommercial uses 
permitted by copyright law. For permission requests, 
email the publisher, addressed “Attention: Permission 
Coordinator,” at the address above. 

This publication may not be sold, and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

http://www.vm1.global/�


这里有

一封给你的信！
真高兴’今天这理有一封给你的信。这是

→封很长的信’长得你一天也读不完。

这是一封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给你的信。
从澳大利亚寄来的吗？
远得多。

是从太空站寄来的？

还要远。

难道是从月球或者火尾、金厚，、北斗厚－上
寄来的？

的确’还要远得多呢！

那么’你这封信到底是从哪阜寄来的呢？

叫勤、



它来自这样一个国度’在那理水无黑夜’

人们也不需要医生’ ；,f乏需要医院或坟墓；在那

串．人们永远生活在欢乐之中。

这封信来自天国。

天国旱的哪座城市？

天上的耶路撒冷城。

城串．的哪条街？

黄金街。

街上哪一家？

天父的家’那理有许多住处。

寄信人姓甚名谁？

全能的 神。袍认识你’怜爱你’因此丰也

不辞辛苦给你写了这封奇妙的长信。丰也知道你

的地址，能准确无误地将这封信送到你的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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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奇妙的信
有一回我收到一封长达二十页的信’觉得

很不寻常了。但这一封给你的信却有一千二百

页之长呢！

也许你已经知道了：

这封长信实际上就是圣经。

但是你要问’圣经真的是从天上来的吗？
是的、的的确确从天上来的。

你也许不同意’说：“不对！因为圣经明

明是人写的’在美国或英国等地’由圣经公会
发行印的。”

你说得不错。但是圣经公会又是从哪串．获
得圣经原文的呢？

是从圣地以色列。

的确’以色列是圣经笔者居住过的地方。

对啦！所以圣经不是从天上来’乃是从以
色列来的。

3 



有一位经理在办公室哩’向他的秘书口述

信函。秘书在旁逐字逐句地记录。

一小时后’秘书将打印好的信件交给纤．理

过日签署。然后’她便将信件邮寄出去。

现在我要问你：那封信实际上是谁写的？

经理还是秘书？ 一个不动脑子的人会马上回

答：是秘书写的。但是任何稍有思想的人都明

白：那是经理写的信’因为信的内容是他口述
的。秘书只不过将她上司说话的内容打印出来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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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圣纤， 由人执笔’岂不同一道理。人

听了神的话后记录下来’便成了今天的圣
经。圣纤－作者的工作只是逐字逐句将神要他

们写的记录下来。因此非常清楚’圣经并不是

笔者本人的信息’而实实在在是从神来的’

特为给你和我的信息。圣经作者仅将他们心中

受感知道的一一一 神的话记录了下来罢了。

再举个音乐的例子’也许能

更清楚地使我们理解这个道理。

美妙动人的旋律是怎样从小

号发出来的呢？当然是号子吹奏

出来。

神借着圣灵启水袍的仆人也

是如此’袍的呼吸、袍的声音进

到她仆人的心中’他们便被神

的灵充满’完全被圣灵感动。所

以’我们称圣约的作者，是受圣

灵默水写出神的话来。（默水

一词原文意为将气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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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机的奥妙

我的一位音乐家朋友，能演奏多种乐器’

借着录音机’他耍了不少花招。他告诉我：首
先他将双簧管的高声部录下’然后在同一段磁
带上再加录中音双簧管的演奏。使用这个方

法’他将八种不同的乐器演奏全部录在同一盘
磁带上。他问我要不要试昕效果？

6 



我昕到的却是一曲管弦交响乐。我莫明其

妙地问他：“这是哪一个交响乐团？”我朋友

笑着答：“我一人独奏的！”这真是一个人演
奏的交响乐！

“听我说！”我的朋友还告诉我：“我知

道有人曾将三十多种乐器的演奏灌录成曲’那

才真正称得上由个人演奏的交响乐呢！”是

的’这是一部一人吹、弹、拨、拉、捶、奏出

来的完美交响乐作品。

正像圣经一样’作者虽有四十人之多，如

同四十种不同的乐器’而这些乐器却由 神’

这位伟大的艺术音乐家独力演奏’而显出了生

命力。 神将袍赐生命的灵气吹进圣经作者的

心中’就像那演奏家演奏四十种不同的乐器一

样。

这真是圣经的一个奇迹。因为圣经所发出

来的声音’并不是人的声音’而是神的声
音。

7 



这封信上有
你的地址：

圣去？．告诉我们：“我知道你的居所……”

（启示录 2 : 13 ）“我坐下’我起来称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

都细察’称也深知我 一 切所行的。”〈诗

篇 139 : 2-3 ) 

还能比这更清楚’更确切吗？不仅如此’

这要比一般的地址更清楚明确’更与个人直接

相关’实际上它直达你的内心。

你的姓名：

圣经称你为罪人。（罗马书 5 : 8) 

判定你为罪人。

全人类都在神面前显为有罪。（罗马

书 3 : 9-12 ) 

人从内心发出的邪念’有淫乱、盗窃、贪

婪等等。（马可福音 7 : 21-22 ) 

圣经对这些恶事的论述’比任何书籍更加

清楚准确。但是圣经所描绘的’正是你我内心

的实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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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判决
这样说来’ 神这封信就是对人类的判决

书了。是的’确实如此’虽然可怕’却是事
实。

袍知道你的一切邪恶行为。由于你的罪

行’你已经被神判处徒刑。在神的监狱中

火是永远不灭的。只要你稍思片刻’便知那是
何等的可怕’亦是罪有应得的结局。可是你知

道吗？无论何人’只要诚心实意地向 神悔改

认罪’这理就有好消息给他。

恩典与赦免
耶稣基督被人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但

是当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袍也是

被 神刑罚。袍有罪吗？不！袍绝对无罪’丰也

是圣洁毫无站污的。那为什么袍要被 神舍弃

呢？她为什么要受死呢？是为了拯救你和

我！ 神将我们的一切罪孽都加在袍的身上。

“因袍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以赛亚

书 5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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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万盈千的应许

下列两点是 神来信的主题：

神必定要惩罚恶人。

神就是爱。（约翰宣书 4 : 8 ）袍愿赦免

你的一切罪过。袍也能够赦免你’因为袍的儿

子主耶稣基督，站在罪人的地位上’已全仨接受

了惩罚’替他们偿还了罪债。只要罪人在 神

面前真诚地认罪悔改’并且相信救主耶稣已经

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都可以得到赦
免。

凡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都口I 以

从神那阜．得到累万盈千、无限丰富的应许。

你对这封从天上来的信有什么答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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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们论圣经

如果我不幸人狱’ 且仅能携带 一 本书的
话’我要选择圣经。

歌德
圣经既不是古典文学’也非当代著作’它

是永存的。
马丁·路得

圣经是这样的一 本书’它解答天真儿童的
疑问’却嘲笑智者的聪明。

贝达克士教授

瓦尔特· 司各脱’ 一位英国著名作家’ 曾
写了许多举世知名的作品。在他临终的病榻上
对他的长子说：

“

递给我那本书。
”

他儿子
问：

“

是哪本书呢？
”

司各脱说：
“

只有一本
书’ 可以称得上是独 一 无二的书’ 那就是圣
去企。

”

布道家司布真将圣经读完第 一 百遍时说：
当第 一 百次读它时’我发现比我第 一 次读的时
候，感受到更无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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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怎样传到

我们手中的

五千年前’人们尚未用墨水纸张或字母作
书写工具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是契形文字’
每个音节都有自己的符号。

这三行亚述和巴 －·�：::t�T町立自制囔＞幅员比1
比伦契 形 文的意思 N• • ti • •四·』•· .. . ..…” . ..  , 

：：：剧院『it:: ft,..:l,·11←食品1蠕拼西：： �l:1
是：我， 拿波破拉沙 呐 曲’ill• 幽 ω ．，但． ． ． ， ．旷

的长子尼布甲尼撒是 崎111:> 弘 me； φ 节ψ白
··- ’幽地“ …· · 雹

巴比伦的王。
二

这些符号不是凿刻在石板上’就是刻在土
壤上’然后在窑中烧结。从埋在沙泥下面的古
城遗迹中’发掘了成千上万刻着契形文字的泥
板和石柱。埃及人则发明了另 一 种文字’称为
古埃及象形文字。许多这类文字可在金字塔石
刻上发现。经过考古家的极大努力，终于解开
了这些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之谜。

13 



二、土｝二J （二1毛户o飞 Q：兰们』干!P
双�jJj二二仲企；二步；垂i？工iA垂i
丁L�J｛京剧、主·、�）垂；：－：垂；如，

这是三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除了土壤、 石头、 木头之外’后来纸张也

被用作书写材料。在埃及纸 是用水草叶制 成

的’再后来羊皮也被用来制纸。许多圣约占卷

就是写 在羊皮手卷上的’ 闵为当时人们尚未发

明钉装方法。

摩西是 圣经的第一个作者。于是们读到l 冲

曾多次吩咐他将发生的事写在书中（于卷

上）。以色列入被赋与了收集、保藏圣经各卷

书的特权口整部旧约圣约约在耶稣降生前400年

完成口 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 其中也有 一 些

较短的章节（以斯拉和但以理书的 一部分）是

用阿拉美文写的。

当主耶稣被接升天以后’四福音书及使徒

书信才逐步完成。新约则用当时罗马帝国的通

用语言希腊文写成。大约在主后一 百年间 ’新

约的写作才得以完成。由于摩西生活在主前

约1500年’故此可以说整部圣经的写作纷历了

大约16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也有许多

14 



其它的著作问世 ’ 但它们都不属于 神的话一

一圣经。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信徒借着圣灵的引导’ 很快就知道哪本书

属于圣经’哪本不属于圣经经典。基督徒清楚

如何去分辨圣经经典与非经典（次经、伪经）

的著作。

有些次经也是值得阅读的 ’ 但任何细心的

读者 ’ 很快就会发觉这些书与圣经的差别。它

们常常包含 一些怪诞不经的故事、希奇古怪的

事物以及明显的错谬。而这些是绝对不会在圣

经理找到的。圣经－一 神的话’不是由教会

的长老’教父们或者议会编寨的 ’ 乃是在 神

的引领之下决定的。

大约500年前 ’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而改变了

世界的面貌。在古时’任何人想有一本圣经’

他必须抄写才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书写的能

力，所以必须有专门抄写的人来完成这项工

作。抄写一 本圣经 ’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

费用也很可观。 一 个人购买了手卷（意为：由

手抄写而成的书卷〉 ，然后才将它慎重而细心

地抄写下来。在抄写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困

难。 因为手卷中会有抄写时的笔误’后来抄写

的人未能发现这些错误·以说传说地、依样画

葫芦地传抄下去·而且还可能增加些新的笔误

IS 



到新抄本中去。l大l此’ 为了获得最战近原牛二的

抄本 ’ 就必须搜J各个时代的占在以及最占龙

的于毡， 以便对比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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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美国西部的冒险故事
一个神秘的沙漠之夜’在野狼时起时伏的

嚎叫声中’ 一群沙漠商队的篷车正穿过沙丘和

灌木丛。商队的头 H 是两个阿拉伯人。他们每

个都挎着两枝大手枪’因为贝都印部落之间正

在打仗。在他们身后跟着一个欧洲人。

突然传来了枪声’商队已经进入了部落战

斗区域。接着又是一阵长枪射击声，人人立刻

跳下马背’拔出手枪。那个欧洲人也紧紧握住

了手旱的双膛枪。

当阿拉伯人在地上匍匍爬行的时候’那个

欧洲人却跨土了骆驼以全速向前冲去。他就是

法国莱比锡的冯·狄青道夫伯爵。他到这西奈

半岛的沙漠中来是为了百险寻乐的吗？不是

的！他心 H 中只有一个问的’就是要到西奈山

的修道院去。因为他听说圣经最古老的手卷可

能就藏在那哩’这正是他与来自埃及的商队结

伴而行的原因。

当然’那时旧约圣经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

纪了。而且新约的古卷也成百件地被发现出来

了。甚至有些古卷被确定是属于四世纪时的抄

本’狄青道夫都曾一一审阅过这些古卷。他现

在搜寻的要比这些古卷还要古远’更加接近原

本的抄本。虽然事实上他只需要核对澄清几个

不甚重要的词汇，但在他找到答案之前他绝对

不会罢休的。

17 



最 I口’他终于抵达四奈山修道院。特匠的

升降机将他提升到修道院的人口。这道建筑得

很高的入口’是为了阳 ti--. 不述之客 1M特别设计

的。现在他己应身于修 l：中间’臼巾地在藏书

极丰富的图书馆中J找所耍的山－毛主。好儿个早

期过去了’都没有撞J到他感兴趣的占态。难

道他的长途跋涉会是一场徒劳 I吗？最们’在他

决定打道 i口l 家的时候，无意地在一个废纸笼币

发现了一些羊皮卷， l：面与满了秀美的字蹄，

其 1：整精微是他前所未见的。这个抄本之占主

口I 以确定是使徒时代后不久所抄写的。在－乍：还

可能是直接从使徒的原件抄写下来的。后来’

在 1859年的一次重访中’在耐心 lfli 努力的搜寻

下’终于从一个封闭的小草中又发现了仁述同

一手卷中的另外 346页’每一页都是价值连城的
珍宝。这一发现’使新约译本的完整和正确得

到了保证。现在人们能够读到圣约各种文字的

译本’得归功于狄青道夫口这正是他一牛．最突

出的工作。他所发现的这个古卷被称为“西奈

古卷”’因它是在西奈山修道院阜．被发现的。

现在它仍然陈列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

圣经的翻译是一项艰锺的工作。旧约希伯

来文和新约希腊文都只用大写字母书写’而且
一个字母紧接着另一个字母·’根本没有标点符

号来间隔句读。这就使辨认句读的起点十分困

难口更有甚者’古希伯来文是没有元音字母

的’仅仅用辅音记录词汇’读时必须由读者臼

18 



上首左半是约翰福音一章希腊文的书写形式，其首行读作：
K a t a  Joanneny 意为 “根据约翰的．．．．”接下来便是圣经原
文： en a r c h e  en ho l o g o s 意为 “大初有道 ．�这里字母
大小比例是原件的－丰�圣经和主耶稣都被称为�造 ” ’因
为圣经和主耶稣都向我们显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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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加进元音去。例如创世ic一章一 节的英文译

本’照古希伯来文的书与法拼山来就会是这样

的： NTHBGNNNGGDCRTDTHHVNSNDTHR＇η1

你能从 l：面的这一排大写字可认读山下面

的乍j f来吗？“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

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 冈 1比’于1讨门
应该感谢那些圣约学者’他们搜J凸·卷’再将

它们转泽成易读的形式。伟大的改革家马丁路

得特别在圣约的翻译 i：做了杰出的 I：作’白他

以后’许多勤奋的学者们继续不断地翻译节

约’以提供我们更完美精确的译文。

20 



在昆兰的山洞中
1947年’一个阿拉伯牧

童在死海边靠近昆兰遗迹处

迷了路’就在那光秃的岩岗
上’他发现了一个山洞，看

来这是一个尚未被人发现的

山洞人口。牧童从洞口挤身

进去，在地上爬行’随即就

发现了许多装着皮卷的陶

罐。后来人们才明白’这些

宝贵的手卷是数百年前为了

防止战火的毁坏被藏进这山

洞的。

牧童拿了其中的一卷带出洞来’并且惊奇

地发现考古家们对这手卷的极大兴趣。

阿拉伯人和学者们由于

贪财之心都绞尽脑汁来搜寻

这些古卷。此后数年之间’

又发现了不少收藏上述古卷

的秘密图书馆。古卷的价值

上升到数百万美元之缸。轰

动世界的死海古卷的发现激

发了全世界学者们，直到现

在’古卷的诠释工作仍在进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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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在中包括的以费、IV. 书’对于花们米说特另lj

E耍。它被保存在耶路撒冷大学中’片J b文射同

位亲测试确应该山·在为公兀 70年所抄＇＿！＿＿J (1"1 。

所千f ~丘 f午节约充满了错 i型的学者们的理

论，再次ilE IVJ ：是错的了。他们认为这些山· 在一

应会而－心山以赛、IV. 书的 wf tE件。们是约过细心

马兰查之川全市论为何呢？

4号个半纤. i桌布·部会乐 f l听到’这些山－毛主都

再次向.Aζ地证 lljj 了节约的真正盟和对f俐 。

冲的话坚如拚千＇ ，水不动摇。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马太福音 24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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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圣经的批评
也许读到这哩’你还会说：“尽管如此’

仍然有许多比你更有学问的人坚持认为圣经是

人写的’其中必然存在着错谬’是不可避免

的。他们的学说已经证实了这个论断。”

那么’我首先要问你’你曾否昕过任何说

这种话的人’会对神的儿子主耶稣’说爱慕
尊敬的话呢？请相信我的话’所谓的圣经评论

家’他们妄图取消 神话语的权威’以便确立

自己理论的地位。他们憎恨神的儿子也恨

恶神（约 15 : 22-24 ）。因为神告诉我们说

人是邪恶的（约 7 : 7 ），人需要神的拯救。

人类要完全依赖神的怜悯’这信念使人感到

忧伤。直至他们的眼睛被打开’看清楚现实的

时候’他们才能因 神的儿子降临人间’行奇

事神迹，死而复活’才转忧为喜。借着圣灵的

引导’他们才能相信整部圣经’每字每句都

是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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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译文最多的

一本书
全世界约有 2000种不同的语言。整部圣经

或其部分已被译成 1200种文字。在下列各页你

可以看到一些例子。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下列各译文都是同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三

章十六节各种不同语言的译文。这节圣经的信

息是整部圣经的核心。从这节圣经，你可以看

见神的爱’袍赐下袍的儿子’为的是不叫一
个人灭亡，而是让人人可以得救。

非洲语 南非

Want s。 lief het G。d die w6reld gehad, dot Hy sy 
eniggeb。re Seun gegee het, s。d。f elkeen wot in H。m
gl。， nie verl。re mag goon nie, moor die ewige lewe 
kan h6. 

阿拉伯语 埃及

山L’主ii ~i j~ ;:. r1吗？也if 二民；：j
．三手’3了~i句凶~~ ~;; 仨 js' ~j 

24 



缅甸语 缅甸、（锡兰 ）

∞宅劝o:>FJ,－，句（；8 哟%ω？
均主柄∞£吨创01 饥似~＇）（＞：）
~吨－， (;00汉混嗨(X)(;(.)(;Q:S
印尼语 印度尼西亚

、 ／...，：. V 伊，.，，.. ~，、 沁飞队，＠、写队，队

，号，。〈鸣，。、忌，、叫与~~飞飞，.，.. ...，民
..· 

你飞，队’唱、－，‘ 崎，？·龟，、，气，、气’队·．

汉语 中国

子生
’

独
的

的
地
。

她
信
生

将
切
永

至
一
得

甚
叫
反

人
们
亡

世
他
灭

爱
给
至

一
制
赐
不

埃塞俄比亚语 （埃塞俄比亚）

2、flao: t1。””： hli.’C:l由民h咽ld'-C:
/\qAIJD: ＇）、tltl: GM位又 2 句Pih叉： CbUO: II.JI: 
tJou: ti喻• : HPλ 9Dl : 1'11 : )\._e.:irth哺嗡2

2、，、： y.ιb嘻1:m~ ： HA吨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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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i在 （德同）

Ats。 hat G。tt die Welt geliebt, da6 er seinen ein
geb。renen s。hn gab，。uf da6 jeder, der an ihn 
glaubt, nicht verl。ren gehe, s。ndern ewiges Leben 
habe. 

英语 （英格乓 ）

F。r G。d s。 1。ved the w。rid, that he gave his 。nly
beg。tten s。n, that wh。s。ever believeth in him sh。uld
n。t perish, but have everl。sting life. 

世界语 （同耳其）
A 

Car Di。 tiel amis la m。ndon, ke Ii d。nis si。n s。le-
naskitan Fil。n, p。r ke ciu, kiu kredas je Ii, ne pereu, 
sed havu eternan viv。n.

法语 （法罔）

Car Dieu a tellement aime le m。nde, qu'il a d。nne
s。n Fils unique，。fin que quic。nque er。it en lυi ne 
perisse p。int, mais qu'il 。it la vie eternelle. 

希腊语 希腊

Olinorγ句非yt£.,,."""' d 9t~r 件，“仰”，＇＂＂•
,.a,, r,a,, T画• ,,..,,,ayf＂奇 l&»tcfl'，切，4f d 7rtC1TflJOOI' 
,Ir t1VT~11 阶 4，而ληt,i, ，！λλ’ •x11 C叫v 4'•11,011. 

26 



以色列

·『宫时v.,·n11 O＇：：，河市到尊罚扪罚构想叮
叮3跳，－.e', iv鸣”的＂＇＂「＇时间－n辱，闵 ，，曾

$口1与W 吻啊！四旧川’。鹏为

希伯来语

爱尔兰

Mar bhf gra De don domhan chomh m6r sin gur thug 
se naidh a aon Mhac, ionas nach gcaillff an te a 
chreideas ann ach go mbeadh an bheatha shforaf 
aige. 

爱尔兰语

印度

辅f葡阳台~命奄可Th 吃啊T 筒，咽嘀
嘀嘀T 明确啊’‘传可T f画啦命量电桐飞向苟同
战a m宵胃市可啊’号啊’回啦啊 1fT可t I 

印度语

, .. 

,
···SBa 

毛
h
w醉
”
“
毛
。
凋
子
走
赐

日本

伽ξ
慰L
能
汽
’
·
？
4
τ

哩
。
糕
。
口

6
4
y
L
τ以
斟
酌
。

’
如
先
队
盯
茬
’
·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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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UH击 爪峙；

...，.，忠俨明L凋川、ijag~WllplC♀~'gNI
mn白号川市CWl儿 l>I 』 fui)区 IUIL W"I ＼同m
WllJCIPtLι？哩，＼'Jaw-eeL, W> L 唤回P
fmm泪咚”＼'J旷”b＼）品..－， l>t 』 U'I~ -

刚果语 刚果

Kadi mυno nz。la kaz。lele nza 。 Nzambi i kavanin ＇。
Mwan'andi am。町， kimono k。ns。。n okwikilongo 
muno yondi ke vi lo· k。， m。y。。 mvu yo mvυkevwo. 

拉丁语 意大利（罗马帝国）

Sic enim dilexit Deυs mυndum, ut Filium suum 
unigenitum d。ret: ut 。mnis qυi credit in eum, n。n
pereot, sed habeatυitom oeternom. 

荷兰语 荷兰

"'!_ant alzo lief heeft G。d de wereld gehod, dot Hij 
zijnen eniggeb。ren z。。n gegeven heeft，。pdat een 
ieder, die in Hem gel。。衍， niet verl。ren go, moor 
eeυwig leven he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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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英语 苏里南

Bikosi Gad。 ben lobbi al。 s。ema s。， tee 。 gi do wan 
l。bbi Pikien v。 hem abra; v。。las。ema, disi de bribi 
na hem, n。 m。e g。 Josi, ma v。 dem h。bi d。 liebi v。
teeg。．

俄语 俄罗斯

H6o TaK B08Jll06WI Eor u吨， 11TO 优＇AaJI Clisa Ceoero 
eAJ1aopoAJ1oro, Aa61i1 BMl但盐， BepyIO町H盘， Hero, se 
norn6, BO HM阻脑扭b Be'IHYIO· 

藏语 西藏

。有剖前！·讷·街鸣叫·问句句－~柄＂tl}祸·，r
M气－勾利；：·~·~t:·2·到利·叫树、叮·?f制·叫－~~巳－

啊 l~叭c::言叫节同硝司附和高气啊·叫·衍

嗖刊－~.气·马·~可气·福利·斗·句号远消识！

托巴方言 中苏门塔腊

”、电F ，「>c ＜－、”、”、－．四、 ，电饵 ””””X＜＂＇‘呆－‘。

，，属，， －．。 事唱』 c:::::::.突 4飞。 ，『，，属、，髦。c:::::::. 。v、，－．皿、

-,c ＜『 ’飞罩”、－‘，，、－．－毡，「－－＝－’飞『，回唱且 oc:-、，，－．罩、

”、，，~ .. ‘ -i oc: ，，嚣，吧，－．，严、－．，－，，属、坛’龟，、，飞。

’~－－屿，p 叨＜•r-,...、·．，－走... c:..::: 吨。

警『苦.c－.吨。，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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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语 芬兰ξ

Wont olz。。 heeft G。d de wereld bemind, dot Hij zijn 
eeniggeb。ren z。。n heeft gegeven，。pdat al wie in / 
Hem gel。。ft niet vergo, moor het eeuwige leven 
hebbe. 

冰岛语 冰岛

Pvi sv。 elskodi gud heiminn, ad hann gof sinn ein
getinn s。n, til pess，。d hver, sem 6 honn truir, ekki 
f。 pist, heldur hofi eilift 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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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花时间读圣经吗？
你有考虑得救吗？
你用时间祷告吗？
人生甚短促，

转瞬即过去’ - 
如同电影的片段。 ？究r

卜

. 受弘
山、 ’ 年过年 ， 日复日，
、 你也会太迟吗？

“你趁着年幼，

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当记念造你的主 。 ”

太年轻了

太无忧无虑了

大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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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幸福了

太忙碌了

太心烦了

一一一一
一一一

太迟了！



春季大扫除

他卧室的囚壁太难看了！到处贴着从报章

上剪下来的照片 ，质量低劣 ’零乱而不堪入

Fl O 

一天 ’他叔叔， 一位美术家到他家来作

客’看到他那一团糟的卧室’心中实在难过得

很。但他什么也没有批评。几天以后’叔叔寄

来了一幅油画’极为美丽’确是一件真正的艺

术品。为了让这幅画挂在最合适的地方’他必

须将那些不三不囚的零乱剪报取掉一些。自从

挂上了那幅画以后’整个卧室的气氛不同了。

整洁估了上风’剪报一张接着一张地消失，因

为它们都与那幅艺术品不相称。

如果你开始阅读圣经的话’也会发生相同

的情形。一些画或一些书籍可能一个接着一个

从你的墙壁上或书橱喂消失。谁知道呢？甚至

你心中阴暗角落阜．的一些东西’也会随之消失

的呢！

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黑’他就是新造的
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

书 5: 17 ）“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

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

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使徒行传 19 : 19-20)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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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将圣经读完一遍？

整部圣经共约三百万字、 三万一千节、 一

千一百八十九章’约须三十八小时可读完整部

旧约’十一小时读完新约。因此要读完整部圣

经约需四十九小时。以通常的讲话速度阅读’

就需七十小时四十分钟’才能将圣经朗读一

遍。若是每天读四章’你就能在一年之间（ 365 

天）’将圣经读完→遍了口



圣经一
世界上最有趣味的书

妈妈！不要停’继续读下去。

故事太动人了，该将它读完吧！真的’孩

子们，这故事实在动人。约瑟被兄弟们嫉恨 ，

被扔进坑串．去’后来又给拉上来卖给了埃及人

作奴隶。在埃及更被关进了监牢’虽然他是清

白无辜的。但是后来 ’他却成了仅次于法老治

理埃及的人。在他掌权期间’不仅救了自己一

家人’也拯救了全埃及免遭饥荒之害。

圣经理充满了这样奇妙的故事 ’只要想想

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由于他们不愿向巴比
伦王造的金像屈膝下拜而被扔进火炉’然而他

们却安然无恙的从熊熊燃烧的火炉中出来。

..... 
圣经具是一本最吸引人的书’

也是一本最适合青年男女
阅读的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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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失足者的信

她终于浪脚在芝加哥喊的黑社会中’开始

时什么都十分有趣’但到后来’她 II曾到的一切

全都是痛苦和不幸。她虽然跟着男女朋友一起

寻欢作乐’但深深埋在心底哩’却是一个堕落

女儿的痛苦呻吟。

在她离家出走的那些年间’她的母亲一直

都在等待着她回家。她本要去找寻女儿的’ fE!

到哪里去找呢？好几年来’连侦探人员都没法

找到她女儿的下落呢。她又想写一封信给女

儿’但往哪黑寄呢？慈母的爱终于使她想出一

个办法。她放大了许多张自己的照片’贴在一

张张大白纸上’在那饱经忧伤的脸庞下写道：

回家吧！妈正等你

然后在征得同意后’她将这些海报张贴在

芝加哥城里的各酒巴间’夜总会中。有用吗？

她女儿会去读它吗？能得到回音吗？

外面一团漆黑’酒巴阜．灯火暗淡’乐队正

奏着喧闹震耳的曲子。一个灵魂空虚’生活颓

废的年青女郎正在这罪恶的街巷中游荡’突

然’她像遭了雷轰一样’呆呆地被镇住了。就

在她面前的墙上正贴着那张海报’一张满脸给

纹’饱经忧伤的老妇人的相片’暗淡的灯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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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吧！

妈正等你

依然可以辨认出：

回家吧！妈正等你

人们听到了一声撕心裂肠的哭喊“妈！”

几个小时后’这个女儿平安地回到她妈妈

的身边。只有七个字的这封信并不算长’然而

这封七个字的短信’却概括了 神给你的这封

长信’同样的主题：

回家吧！那爱你的 神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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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二十二篇
大~，的诗一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找必-1云豆缺乏。

丰也使我躺卧在甫平地 i 二’

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丰也使我的灵魂苏隅’

为自己的名’引导找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肉为称与残同布’

你的杖称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称为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膏了找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益。

我一唯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找。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水远。

这首诗是为青年男女所匀。有什么能比青

年人称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更美好呢？它也是

一首为老年人而写的诗篇’特别为那些临近死

亡的老年人。“找虽然行过死荫的幽符……你

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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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人类而写的书

由四十人执笔。

由上百人翻译成各种语言。

被成千上万本地印发。

为成亿的人所阅读。

当马丁路得在 1534年出版他翻译的德文革

约时’已经有十五种其他语言的译本在流行。

到 1600年增加到 40种译文’直至 1700年还仅

有 52种文学的译本。之后’有许多差传协会组

织在欧洲建立。当然在世界各地传道的传道人
都极其盼望能有当地语言的圣绞译本问世。这

就促使了许多语言学家开始了艰巨的翻译工

作。

1661 年出版了北美洲一种印地安语的圣

约。后来埃塞俄比亚文圣经’印度泰米尔语圣

经都相继出版。格陵兰的爱斯基摩语圣经则

在 1744年问世 q / 

有些语言’翻译家约需三年时间就能完成

整部圣经的翻译’而另一些语言’翻译家得花
t毕生的精力才行。因为语言之间的差异太

丸’因而困难程度也有不同。

t世上没有人能知道已有圣经译本的名称。
就如波斯文 心 中文、梵文（印度古言）、印地

语、纳山加语、姆泊托语、俄密埃尼语、布鲁
伊·巴哈沙语、朋纳锐·胡恩、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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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800年’已有 75种语言译文圣经’

在 1900 年又增至 567 种’ 1958 年时’总共

有 1167种译文，到目前已经超过 1200种语言的

译文了。

谁有权威如此说话？
“耶和华如此说……”除了圣经以外，世

上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书’从中可以找到这样

权威性的话语。它在圣经中出现过上百次之

多’仅仅在一本短短的小先知书玛拉基中就有

廿多次·’其中包括“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
样的句语 20次。

圣经在向我们宣告一一这是神的话：如

果这不是真的’那么圣经只能是一本弥天大

话！所以我们必须各自作出判断：到底圣经是

百分百的真理’是神赐给我们的；还是世上

最坏最亵凛 神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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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过老鼠药吗？
我们都知道老鼠药是危险的。“为了使你

知道老鼠药的危险性，你必须亲口”曹南老鼠药
的滋味才行。”说这种话的人就像那些借口为
了识别坏事而阅读坏书的人→样甚不明智。

合理的建议：不要吃老鼠药！
绝对不要让那些低等文艺进入你的家门，

只读好书。读那些关于信心英雄们的书籍’阅

读这些人论圣经的书籍。但是仍当留意’不要
让这些好书取代了圣经的地位，· 因为圣经应在
我们的阅读生活中居首位。

飞险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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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情书
一位公主在生日那天收到她未婚夫的一个

园形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大炮弹。她

非常失望又不高兴’随手将那又黑又陋的炮弹

往墙角黑一扔。可是不寻常的事发生了！炮弹

的黑色外壳撞裂开’理面现出了一只银球’她

马上拾起那玲璋的银球’在于阜．转着看’由于

手指的压力触动了机关’从银球旱，又蹦出来一

个金盒子。打开金盒之后’呈现在她眼前的是

一只放在丝绒底座上极为贵重的、闪闪发光的

钻戒和一封仅仅写着：“我爱你” 三个字的短

函。

公主对炮弹的态度’正像我们许多人看待

圣经一样。我们开始时不喜欢阅读它’其中许

多事物对我们说来太特殊太难理解。然而对那

些真心愿意学习寻求的人来说’他必然会不断

地发现它的新荣美’从而能绝对无误地认识

到’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信息！因为神说：

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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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证明
在一座桥边，一位妇女坐

在她设的水果摊後面，没有顾

客上门时，她总是阅读那本她

视为珍宝的圣经。一位顾客问

她：“总看见你读的那本是甚

麽书呢？”

“峨，先生，我读的是圣
经， 神的话。”

“嗯，你怎麽知道宫是

神的话呢？是谁告诉你的？”

面申自己！”
“难道 神亲自跟你交谈

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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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位妇女被人一

再追问时，她觉得有点

尴尬。她抬起头来看见

当空的太阳，便伸手指

向太阳答道：“先生，

你能证明给我看，那是

太阳吗？”

“很简单，最好的

证明就是它能给我们光
明和温暖。”

“的确如此。”她

答道：“圣经是 神的

话，因为官给我内心光

明和温暖！”



墙里的

一本圣经

约一百年前’那时圣哥他德隧道还未建

成。所有来往意大利和瑞士的人都得从圣哥他

德峡谷通过’这要花很长的时间和跋涉的劳

苦。

那时’人们通常总是结队而行。曾有一队

建筑匠人从芦加诺近郊到瑞士中部去做工’因

为在那阜．他们可以赚得更多的工资。他们当中

有个名叫安东尼奥的年青人’途中与一位老妇

人同行’交谈中她向他传福音’告诉他关于耶

稣基督的故事。年青人都昕 ；不进去’他说：

“我们已纤．有了圣母马利亚和神父’这已经足

够有余了！”

后来那位老太太赠给他一本皮面精装的圣

经作为礼物。他虽然接下了’可是从来没有读

过一个字。

抵达格拉茹的建筑工地后’这个青年被分

配到房屋修建组中。工作中他跟其他工人一

样’言语污秽’诅咒发誓’无所不属。粉墙的

时候，他发现墙上有个洞尚未用砖填平。突然

间’他想起工具袋阜．的那本圣经来。他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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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 l：说：“H询’伙计’找有个好主意。行不1-

这本节约’找要把它来进这个制币．去！”们要

把那本节约束进焰’桐 wf 还真不容动’它大了

些’约＊强行川劲’损坏了川面才使给来了进

去。安东尼奥得；在地说： “瞧这儿，于立在 l：面

涂 i：泥灰再抹半’倒要行行’除非魔鬼’谁还

会从这币．再把它 l:IX 山米！”

数居－期 1口’ l ：作完毕’安东尼奥又越过峡

件｜叫到家中’ 1861 年 5 月 10 H ’ －一 场大火席 ；在

柏拉 Aii 锁’ J巳千f 490帧房用倒剧’整！也镇 di 伞

毁’ wf是人们决心将它E建口

意大利北部打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全市砖 1:

头’他获得了一分检验新修房）苇的 l ：作。那是

一帧部分被毁的大尿’当他片J健在一道未遭损

毁的 II Ii:齿｜：敲击检查的时候’突然一块泥灰从
墙 l ：跌部下来’使他惊奇不己的是他发现了一

本侵给来进墙涮币．去的书。他把书取了山米’

行原来是一本节约。他心用嘀咕道’真－~

＋芋’节约怎么会戚到那制币；去的！

唁｜衬的时候’约翰尼川：始认真．地阅 i实那小；

节约。虽然有许多地方他不懂’们是读了诗篇

和州市·书 1口’他学会了如何向 神祈祷。无论

何人只要真心诚意的斗求’ 神会m助他的。

没多久’他便知道自己原是个 ·in 人’们神均j

爱他’｛持着｛市斗在耳I）稣’他的非获得了赦免。那

年秋I口’他 l叫到家乡勺亲人团聚’并 1-1. 川：始至IJ

处传扬救忠、的州市. 0 4呼逢绢闷的 H f ’就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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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箱的圣经分发给邻村的居民’并传福音给他

们听。他也到过安东尼奥的村子近郊’在赶集

的日子，他摆起摊子放满圣约’向赶集的人传

福音。

当安东尼奥 l树荡到约翰尼的摊子前面时，

他停了下来对着约翰尼喊道：“噢’这许多圣

经！我一本也不要。如果我耍的话’只要到格

拉茹去取好了’我曾塞了 一本在那旱的墙洞

t 中。要是那本圣经能重见天日’才真见鬼

q尼！”

约翰尼昕了’ 一脸严肃地看着那个青年

人’马上解开了多年来心中的谜。他说道：

“当心啊’青年人’不要嘲笑神！要是我能

拿给你看那本你说的圣经’你有什么话说

呢？”

“我绝对不相信！”安东尼奥叫道：“我

一眼就能认出那本圣经来’因为我做了记号在

上面。我要重说一遍’就连魔鬼也不能从那黑

再把它取出来！”

约翰尼拿出那本圣经’问道：“你认得出

上面的记号吗？亲爱的朋友！”安东尼奥见了

这本被他损坏了的圣经时’立时张口结舌’呆

若木鸡。“看见吗？这不是魔鬼做的’而

是神的作为’ 神如此行’是为了让你知道
袍是又真又活的。袍爱你’也要拯救你。”可 －

惜安东尼奥再一次显示了他对神的厌恶之

心。虽然他的良心受到了震动’但仍然朝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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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们喊道： 米啊’伙计们’掀翻这家伙节

汕的节约书摊吧！”儿秒钊I ｝口’约翰尼的书摊

被掀翻了’他也i直到那群流氓一顿殴打。随们

那群暴徒却I扬长 1(1j 去。

那次之五7 ’安东尼奥义、I 神格外仇视了。

一夭’他照常在 l ：作的时候 llb,,j 得酷町大醉’不

丰：从 56英叭高的施 l：架｜：摔了下米’伤势严

巫’被抢救主IJ l妥院币．去。当约翰尼 l听到了这个

消息 I斤’他送了一点关 l旧的鲜花给他’还亲臼
主IJ l兵院去探访他。尽管约翰尼的爱心稍微感动

了他’安东尼奥的心肠仍然便如铁 ｛，－ 0 约翰尼

4号犀－期都去探唱他’安东尼奥也渐渐地川：始阅

读起节约来。赳先只是在州床 i：另lj 无他’jf 1--1J 

做’才JI顷于翻翻，｛II＿很快’他阅读的兴趣与 H

俱增。有－ ）－；他读到希伯米书 12章“找儿’不

要轻行主的管教！”这，1：切合他的悄况。安东

尼奥继续 ,1..：拧，的阅读神的话’这话能粉碎拚

｛，－ ’也能征服他的心。安东尼奥终于认识了臼

己的’罪行’并向 神认 ＇W悔歧’他也 lljj 1' l 了信

非耶稣在十字架 l－＿元成的救息’他的灵魂得到

了阪泊’然而他的同j条腿依然瘫痪。他不能再

过纣砖的牛＿ tJH 了’们却另外千i 了合远的 l：作。

j斤米他又非常丰：州地勺约翰尼的女儿钻了婚’

他的岳父同时也成了他鼓亲衔的朋友。

安东尼奥现在已约｜口l 到禾家’那小；曾约被

他塞进墙洞的毛主卡’均j成了他儿孙们板儿：珍岚

的传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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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圣

里包面在藏

约翰·胡斯可以称得上为先知和改革家’

也是波希米亚的殉道者。借着他清楚易懂的见

证’许多人的眼睛被打开’看清错误的教条’

认识了基督完成的拯救圣工。但在他的祖国’

公开传扬福音并没有持续很久’约翰·胡斯被

活活烧死’许多基督徒也遭到迫害和杀戮。罗

马教廷在到处搜索圣经’以便彻底烧毁。

有一位深爱神话的妇人’正在炉旁烤面

包’忽然听到了天主教会裁判所的人们进了村

子’来搜捕那些持有圣经的人’将他们投入监

狱。她迅速地将圣经包进面团’放入烤炉中’

随后再加进一些面团一起烘烤。

不久’她的家也遭到彻底的搜查’从地下

室直到顶楼’但一样也没找到。当那些裁判所

的爪牙离去不久’面包已经烤好了。那本圣经

也从炉中取了出来’何等奇妙’竟丝毫未受损
坏’就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沙得拉、米煞、亚

伯尼歌平安无恙地从火炉中出来一样。这位勇

敢妇人的后裔将那本圣经视作无价的遗产而珍

藏着。最后的一位继承人是位农夫’名叫谢波

尔’他本是波希米亚人’后来移居美国的俄亥

俄州。他也极为珍惜这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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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皮出卖的

圣经
组民：

林纳夫人的艰苦生活，在她丈夫过世之后

接踵而来。经济上的拮据’迫使她将最好的珠

宝和家具一侨卖给一位古董商。有一天甚至连

她的传家宝 ’那本在她结婚时父母赠给他们的

皮面精装圣约’也给卖了。

过去’她曾经从神的话得力量得喜乐’

可是现在她已经不再读圣约了。现在每当她独

自 一人时心绪总不得平静’也许因为她轻易卖

掉了那宝贵圣约的缘故吧。 一个晚上’孩子们

都睡了’她伺促 ；不安的心情使她坐立不安’她

独自走出家门朝古董商家走去’心想赎回那本

圣经。到了古董窗门前’她从窗子往阜．看去’

你猜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四

个男人正围着桌子’古董商利未正朗读着一本

书。那本书’她马上认出是她卖掉的圣经。看

上去这些男人都是一心想嗤笑那本书的。然而

在利未朗读基督受苦的经文时’他们一起都变
得沉默严肃起来。他继续朗读到客西马尼园的

故事时’他的声音昕来似乎在哽咽’故事深深

触动了利未的心弦’眼泪不禁从他面颊上滚滚

下滴。他的朋友连一声再会都没说便悄悄地走

了出去。

林纳夫人呢？她虽然受不了那些男人嗤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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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圣经’但听到任文时也泪流满面’内心自

责。这晚上她又一次聆听了她的主如何为她受

苦。回到家中她跪在主面前’痛哭流涕’向袖

认罪’承认自己竟忘记了她的救主！

早晨起来’她满心平安喜乐’她深知一切

过失亏欠全都清除了。从今以后她又可以与她

救主同行了。她马上来到利未家希望赎回圣

经 o 利未一早也在继续阅读圣经’他读到 神

的羔羊如何在十字架上受苦’却j为那些杀害他

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
的’他们不晓得。”他接着还读了以赛亚书五

十三章果那著名的经节“袍为我们的过犯受

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利未因那无辜被处

死的心中极其难过’想起昨晚自己还嗤笑袍

呢！他随即大声呼求道：“拿撒勒人耶稣啊’

你是真正的弥赛亚’是神所应许的受膏

者一基督。”就在这时候’林纳夫人看见他’

她有点尴尬站在门口。利未却对她说：“太

太’我从你的书中找到一个宝藏’它要比全世

界还值钱得多！”她也对他讲了昨晚看到的一

切’她又告诉他自己是如何从黑暗中重新被领

进光明的。林纳夫人赎回了圣经’利未则买了

一本新的’不久他的太太也借着基督的宝血而

获得了属天的平安’他们二人不久都受了浸。

这个故事是雅各·奥古斯特·豪士迈斯德
在临终前所讲述的。他是在斯特拉斯堡一位专

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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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在海上
台勺

圣经

一位日本海军军官正命令他的舰艇驶过长

崎港，他发现海面上飘着一本书。他捞起了那

本小书后’发现理．面全是些他不认识的字母。

他到处打听’想找到能认识小书文字的人’但

一切努力都归徒劳。后来’ 一位识些英文的中

国商人告诉他’那是一本西方入侵者带来关于

耶稣的书’在中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了。这才

使他的好奇心稍微得到一点满足。虽然他也仅

能识一点点中文’可是他仍然请这位商人给他

买了一本中文圣经口

当他看到那本中文圣经’就非常热切地学

习阅读起来’以便掌握中文。圣灵就借着他学

习中文圣去仨在他的心理动工。虽然他不自觉’

但他读完了新约全书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幸福

的人’因为他已经认识主耶稣是他的救主。那

时’日本政府为了维护他们偶像崇拜的传统’

禁止传入任何新的宗教。然而这位军官却无法

保持沉默’不能不宣扬他的救主耶稣。所以他

和家人及一些亲友一起查考圣经’很快’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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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心就开始在许多人的心中点燃起来。后来

政府采纳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给日本人民较大

的信仰自由’甚至传教士也可以在长崎定居

了。因此这位军官就可以更自由地宣讲他的救

主耶稣以及见证他信靠耶稣的心志。他是日本

最早公开承认信耶稣的人之一 。他的生活行为

确是一个活的见证。

一本飘在长崎港海面的圣经是造成这一系

列变化的原由。真的’福音有拯救一切相信者

的大能！

子弹打穿的圣经
“真可羞！”有人道：“用子弹打穿一本

圣经’谁能做出这种事呢！”

“我却认为这是个奇迹’它救了我的
命！” 一位士兵答道：“那时我正在前线’大

家在海沟中匍匍前进’我突然感觉胸部遭到了

沉重的袭击’紧接着便是一阵激痛，发生什么

事了！跟往常一样’那天我也带着一本袖珍本

圣经’放在胸袋串. 0 要不是这本圣经’敌人的

子弹早就穿透我的心腻了！可是那天我仅受了

一点轻伤’很快伤口就瘾合了。我相信这

是神的怜悯。这本子弹打穿了的圣经’两次

救了我的性命’第一次它向我指明了到救主耶

稣那阜．去的道路’第二次它挡住了致我死地的
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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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撕毁的圣经
tU: 1－.成千 l二万的人’都已从圣约蒙了大

福’有时仅仅一章或几节约文’就像一粒牛e命

的种 F ’结出了成百的果实来。

德国的一个小城镇颐’家庭手工产品都是

在市集 k出售的。有一本又大又旧的圣经也在

拍卖的商品之中。但是没人对它有兴趣’最后

巾一位零售商仅仅花了几分钱买下。他把它用

作包装纸’ 一张接一张地撕下去’ 一点也不知

道它的伟大价值。

神说：“我的话决不徒然返回！”（以赛

、Iv. 书 55 : 11 ）在这镇七住着一个因杀人而终日

良心悍悍的人。他耳朵用总昕到“凶于”的喊

卢’眼睛吧． 也总是看到燃烧着的“凶手”字

样’ H 夜不得安宁。

有一 ），.；他叫儿 f去买点东西’那位零售商

照例撕下一张节约’包了递给他的儿 F o 那张

撕下米的 II：好是约翰宣书’那个被罪折磨的人

读了以后’立即感到稚的重担从心上脱落了。

｜大l 为’｜！！”J 以得到赦免’可在口I 以被洗净。约翰查

书甲：这样可道：“袍儿 f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

切的 ·m 。”又道：“我们若认臼己的

·m. 神是的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

1户’洗吊找们 一 切的不义。”（约查 1: 7-9) 

这些话就如同光’ 一下 f照亮了他黑暗的心。

同时’他的’m也价！fl) 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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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从此他的内心获得了完全的平安。甚至连

一张从圣经上撕下来的单页经文，也能向人指

明通向幸福之路。

被扔掉的

圣经

“把那东西扔出窗外去！”

当兵的能在任何场合打趣寻乐’特别搭乘

长途火车’他们更是互相谈笑挑逗以消磨时

间。一位新人伍的士兵’独自坐在车厢的一

角’阅读他随身带着的袖珍本圣经。

“我要跟这个天真的小伙子开个玩笑’把

袍的圣经扔出窗外去·…··”

只一秒钟的功夫，那本圣经就躺在路轨上

了。这位青年新兵发怒了吗？没有’因为他的

主曾说过：“我心里柔和谦卑。”（马太福

音 11 : 29 ）他感到伤心’但却保持着沉默。几

天以后’我们的这位青年朋友收到了一个邮

包’里面装着的却是他那本圣经’还有一封非

常有趣的信。一位铁路工人发现了这本圣经’

并且从它昕到了 神的声音’他曾因犯罪而惧

怕’但读了圣经之后’他确实遇见了他的救

主。

现在，这位士兵终于明白圣经与他分别几

天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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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浪冲上海滩的圣经
靠近四班牙的海面｜：’ 一艘德罔商船被狂

风掀翻沉没了。数 H 后’商船的一些残骸及船

员的衣物被冲！：了海滩。在一件 I：装的口袋串－

发现了一本新约圣约’用．面扉页 t：写着：

马！车司 ·罗特曼’刺尔威斯 12 ’汉堡。

第一次读是为了！但我姐妹乐蒂之请求。

第二」次读是因为惧怕 神的审判。

第 ＝之次及以川的许多次诵读’是同对我的

救i二 !fl~稣基督的爱慕。

残缺不全的圣经

法国一位赠书人送了 一本圣约给一个家

庭’家主接了下来’随即从串．面撕下几张’然

后用来燃点嘴阜．衔着的：理斗。赠书大非常失望

地离去。

好几年之后’赠书人又来到这个地方’访

问了同一户人家。这家人在战手中失去了一个

儿子’他的一些遗物正从前线寄了回来’其中

有一本圣经。赠书人拿起那本圣经’ 一看原来

正是他数年前所赠’被撕掉几页的那一本。在

封底的黑页上’这位阵亡的士兵写着：“此书

曾经被我轻视嘲笑’但最后我终于接受并相信

了它’借着它我获得了拯救。”

55 



神的话

坚定到
我们无需替圣经辩护。

雄狮自有自衡的能力。

才毛 ~ 

真的’圣经给人棒喝’说明人类是何等的

邪恶。所以很多人害怕圣经’因为神的话警斥

良心’使他们不得安宁’所以世人欲将圣经消

灭。

将所有反对圣经的书籍堆放在一起’它们

要比温契斯特大教堂还要高许多。将圣经放在

它们旁边’圣经却丝毫无损。圣经已经胜过所

有的敌人’且比任何敌人更历久不衰。

圣经里没有矛盾
没有任何科学结论’不管是考古学、物理

学、地质学或者天文学是与圣经相矛盾的。难

道可能有相反的结论吗？难道创造万有’全智

全能的神会自相矛盾吗？

圣经是完备的。

真金无需镀’真正的红宝石也不需加工。

如此’圣经真理也是无需验证而自明的。你绝

对不需要点起灯来找太阳。太阳也无需证明自

己是太阳。

圣经也是如此’它带着神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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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梦也占戈

你不相信吗？

你知道得更多吗？

你可能会说：“我有我的理论和见解。”

那么’我要向你挑战。请你向我提供五个

人的姓名’他们者且是由于你的理论和见解而成

了世上幸福的人’而在此之前他们全都是无可

救药的为非作歹之辈。我的地址就在这本小册

子背后封底内页。在我收到你的来信后’我将

以十对一的比例向你奉出五十个人的姓名来’

他们原都是酒徒、赌棍、道德败坏、一文不值

的人’去fJ 都由于阅读圣经而获得新生’如今成

了满有属天福气’常常喜乐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借着圣经的真理’
人生获得了彻底的更新！

57 



今圣经

粮：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粮’叫人吃了就不死。

（约翰福音 6 : 50) 

火：我的话岂不像火…··
（耶利米书 23 : 29 ) 

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 119 : 105 ) 

奶；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

样’叫你们因此渐长。

（彼得前书 2 : 2 ) 

____,_ . 
2在·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

甜。 （诗篇 19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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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令

金．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
多的精金可羡慕。

（诗篇 19 : 10 ) 

镜：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
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

的面 H 。

（雅各书 1 : 23-25 ) 

锤：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
锤。（耶利米书 23 : 29 ) 

剑：拿着圣灵的 宝 剑’就
是神的道。

（以弗所书 6 : 17)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

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

的剑更快·．．．．．

（希伯来书 4 : 12} 

种：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
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

不能坏的种子，是借

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彼得前书 1 : 23) 



圣经说

你可能读过我七遍’

或者七十个七遍；

但却没有理解

我从天而来的完美。

但你若越寻求’

你获得就越多’

你越发阅读’

你将越能领略 神爱的心意。

我的信
圣经如同一封信’与个人直接相关。

它是写给我的。

一切警戒都为我而发。

耶稣基督为我死。

我若要进天堂’我就得接受袍作我的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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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她的话
东方一位王子的臣民被判处死刑’在执行

前’王子出席监督。他问那死囚有何遗言和愿

望。

死囚唯一的愿望是一杯凉水。水立即送到

他的手哩’但是由于过度的紧张’颤抖的手几

乎拿不住那只杯子。

王子对他说：“放心’在你未喝干这杯水
之前’你是不会死的。”那死囚立刻抓住了王

子的话’将那杯水一滴不留地全泼在地上。没

有人能将那杯水再从地上收回到杯子里去’他
终于免了一死。

同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信靠神的话’
袍的说话是可信的。我们可以信靠袍的话’远

远胜过那位东方王子的话。

世上最大的圣经

洛杉矶的一位木匠’从早到晚努力地工

作’共花了两年的功夫’做成一本完全用木料

雕刻出来的圣经。每一页都由三英叹多长的薄

片木板做成。上面刻满了字母。这本圣经一共

有 8048页’重约 1206磅’厚达 8.2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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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理解吗？
“圣经对我一文 ；不值。”彼得对他的同伴

说：“其中我看不懂的地方太多了。”约翰跟

他理论了一些时候就明白了’彼得只不过是找

寻借口来抵挡圣经罢。

昨天’彼得曾经从果园阜．偷了苹果 。 所以

约翰对他说：“至少圣经理写着的一件事 ’是
你完全明白的呢？”

“噢’是啥？”

“不可偷盗！”

这话就像一支利箭刺穿了彼得的心。他想

起那些苹果便一声不出地走开了。

世上最小的圣经
现存最小的圣经本有一根火柴那么长。具

体地说是： 1%英时长’ 1弘英时宽’ 13/16英时

厚。它在英国印制’有 878页’同时还有很多插
图。

用放大镜阅读’字脐清晰易认。这本圣经

约重 20克’还不到这本小书的一半重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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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祷告的··

一位应邀参加宴会的农民’坐在许多贵宾

之间。开宴前竟无一人做谢饭祷告，只有这个

农民’他双手相握在胸前’默默地向天父献上

感谢。 一个趾高气昂的城黑人向他挑剔地问

道：“朋友’在乡下你们仍然摘饭前祷告的习

惯吗？”

“不！”农民答道L“并不如此。”

“噢？”城阜．人估了上风似的：“可能都

是些老人家和一些思想落后的家伙吧！”

“也不像你所说的呢！”农民又平心静气

的答道：“瞧’在我的猪圈哩’就有一头母猪

和七只小猪仔’他们从来也不知道祷告感恩

的。除了要言之外’人人理当感谢神所赐的
饮食。”

从此’那位城阜．人就没再开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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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

才旨引

建议你随身带着你的圣经’以便一有机

会’你就能随时阅读。（使徒行传 8: 28 ；以弗

所书 5 : 16) 

但是怎样读才正确呢？

我要向那些喜欢读圣经、盼望心灵受益的

人提供一些建议：第一要紧的是’马 t就开始

阅读！并且要遵守下列的阅读原则：

1. 

2. 

3. 

4. 

5. 

买一本印刷清晰的圣经。

每天花一刻钟功夫’安静在神的面前口

（如此坚持下去’很快你会觉得一刻钟不

够用’你自然会增加更多的时间来阅读

的。）

（使徒行传 7:11)

选择什么时候并不重要。清晨或傍晚往往

最合适。特别大清早’你的脑子清醒’易
于接受。

（诗篇 3:s:cs)

仔细的阅读’不要匆忙’更不要随手翻过

即算’要默想所读的内容口

每当阅读的时候’应随时向 神祈祷，求

袍赐给启示光照’没有任何人能比那启示

圣统的 神更能解释袍的话。

（马太福音 11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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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阅读的时候’让神向你的心灵说话’就

像是阅读写给你的信一样。若有任何警戒

的话’你当想到“这是对我说的。”若有

什么应许’你则应看成：“这对我有
益。”

（加拉太书 2 : 20) 

7. 常备一支笔十分有用’可以在你喜欢的经

节下面划线做记号’以便日后易于寻找。

也可以注解’串联经常出现的词汇’如

罪、赦免、十字架、悔改、 神的爱等

等。

8. 阅读结束后’在祷告中跟神交谈所读的

内容。

9. 连续不断地阅读整部圣经’每次一部份’

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你会感觉到圣经越
发显得完美。

10. 用心记忆那些重要经节’如此行会受用不

尽。

（诗篇 119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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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你的圣经
若你想得平安：罗 5: 1-2 ：约 14

在万事顺境时：诗篇 33 ；提前 6 ；各 2 : 1-17 

开始新工作时：诗 1 ；箴 16

欲与人和陈相处时：罗 12

为家人担忧时：诗 121 ：赛 40

当你沮丧时：诗 23 ’毡’ 43

困难增加肘：提后 3 ；来 13

朋友离去时：太 5 ；林前 13

试探来临时：诗 15 ’ 19 ’ 139 ；太 4 ；雅 1
难于忍受时：诗 34 ’ 71

不能入睡时：诗 4 ’ 56 ’ 130

与人孚执时：太 18 ；弗 4 ；雅 4

感到疲乏时：诗 75 : 1-7 ；太 11 : 28-30 

需要赦免时：路 15 · ；门 1

在你病痛时：诗 6: 39 ’ 41 ’ 67 ；赛 26

信心软弱时：诗 126 ’ 146 ；来 11

似乎神远离时：诗 25 ’ 125 ’ 138 ；路 10

孤单不安时：诗 27 ’ 91 ；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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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丰富的宝库

- 3Z. ~仄－
..::t:.. ::.:I二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 棘的

儿子。业旦日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袍的名得生

命。”（约翰福音20: 31) 

神已经写给你这封信，

抱在等候你的回音。

如果你想知道挥得赦冤的确据，益愿意得

到帮助，解答有关圣经的问题，欢迎来信：

基督徒阅览室

香港九龙

旺角邮箱 7 8 6 0 4 号

67 



A Letter for you 
Permitted by GUTE BOTSCHAFT Verlag 

D-6340 Dillenburg 2 Germ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