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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上帝呢? 
 

    寻求发现上帝在历史上记载有成百上千万册。

对上帝的搜寻转变成我们寻找的内涵。为什么我们

需要知道上帝是谁呢? 
 然而, 一旦我们发现上帝, 我们也许了解我

们的生活的意义。难道有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后面

吗?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找到上帝, 我
们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能找到上帝

吗? 
 逻辑上, 我们能证明上帝存在的比较巨大的

可能性。由原因和逻辑, 我们知道宇宙有限。我们

并且知道它过去的成因。能量的损耗(热力学第 2 
定律), 宇宙微波辐射,相对论和宇宙膨胀论所有观

点都是对于一有限宇宙。 
另外, 生命要求的复杂性, 第一起因,上帝存在。细胞复杂性, 显微结构, 脱氧核糖核

酸和细胞信息全部违抗可能性法则, 逻辑上展示一个智能设计师的需要。 
进化论, 对智能设计选择, 是依赖于偶然基因变异1., 这可根据逻辑上不可能性被排

除。逻辑上, 我们能推断上帝可能性(第一起因); 胜过他的不存在。 

逻辑上推断人能发现谁是上帝吗?  
我们也许能够用理智看到上帝存在的证据和一些他的属性, 但除非上帝选择显露他`

本身, 我们将总是被我们的感觉限制。如果上帝创造天堂以大于 150 亿光年广义的计量2 , 
和最小的生存体, 像一个细胞，仍然在我们的理解之外。我们有关上帝被限制他的显现程

度的知识只是逻辑上的假设。如果他用眼睛看 , 和耳朵听见, 它是逻辑断定, 除非他选择

我们认识他而我们却不能 。 

上帝已显现他本身吗? 
  如果上帝显现他本身，我们可以使用逻辑发现他吗?真理是符合于现实。再者, 我们在逻辑上认定上

帝存在相符合的真相的事实。我们对上帝身份理解是依赖于上帝显现他本身。如果我们审查这个世界

的信仰, 我们可以使用原因和逻辑去发现真理吗 ? 另一方面, 信念分离于原因吗？ 
 上帝(第一起因) 没有上帝 
道德 客观道德规范 没有道德规范 
客观真理 只有一个真理 只有一个真理 
主观真理 非逻辑 非逻辑 

                                                        
1基因变异, 是唯一的方法提供给那些否认智能设计, 给以“新信息”被推荐入一个生存有机体而没有智能的任意变化

是唯一的选择。例如, 为了这蜥蜴转变成鸟采取上万种变化, 包括设计翼, 羽毛, 骨头结构等。进化论者需要增加“时

间” 的元素来变化使这种理论好似振振有词。 
2光速是 186,282 英哩每秒。一光年是 365.26x24 (小时)x60 (分钟)x60 (秒钟) x 186,282 英哩 = 1 光年 。光行进一年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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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宇宙的原因 上帝是第一起因 凡事无因而起或永恒的宇宙 
生命 上帝是智能设计

师 
以基因偶然随意变异说明生活复杂性、多

样性 

信念是分离于原因和逻辑吗? 
了解信念和原因之间的连接，我们需要字面给以他们定义。信念意思是信任看不见

的东西。原因翻译成希腊文为..Logos.., 意味计划或词。原因是有系统地聚集事实, 计划, 
到达于结论。 

对于许多条件来说，信念是一名符其实的宗教,  条件在科学上来讲是伴生的原因和

逻辑。然而, 某种人不需要用宗教操作信念。信念需要所有的生活具合理性的存在。没有

信念, 即使最热心的无神论者也只能站在拐角去等待现实真相。让我们看有些例子信念进

行是怎样的。 

在飞机飞行体验 
如果乔先生，无神论者,  想离开克利夫兰去夏威夷, 

乔先生可能只喜欢选择航空公司直飞航班。信念, 意味信

任放在看不见东西里。乔先生将使用原因去了解飞机飞

行。乔可能将连接几个原因。 
1、他已看过飞机飞行。 
2、他已闻悉飞机是怎样飞行。 
3、他有飞行的朋友。 
4、他已体验飞行 。 

使用乔先生事实的汇集, 相信如果他在克利夫兰登

上机，他将就能够飞行和登陆在夏威夷。乔先生有他能够

飞行到夏威夷的信念, 当这成为现实时信念被证实。乔先

生不懂得作为事实, 他有他将到达夏威夷的信念。 飞机可能失事, 夏威夷也许没有地

方放飞机, 并且乔先生在飞机上可能在到达之前去世。乔正在盘算可能性,从事实获得

原因。高可能性提供信任给他的信念。这个由原因的可能性是他在他计划飞行到夏威

夷的信念的依据。 

对圣诞老人信任 
相信圣诞老人是圣诞节礼物来源的小孩基于孩子父母的可信度。小孩子推论是这

样的： 
1、我的父母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 
2、我的父母话在过去已成为现实?  
3、我的父母告诉我, 圣诞老人是真和将带给我礼物。 
4、我有礼物，因此圣诞老人必须真实的。 

小孩子有圣诞老人存在和真实的信念。这信念根据他父母可信度, 和接受礼物

的经验。这个孩子有是原因和逻辑的信念。然而, 如果这个孩子能审查事实, (与现

实相应) 这个孩子看他的父母作为礼物来源。 
如果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不同的宗教, 许多声称从上帝的启示, (第一起因) 是有

一逻辑方式确定哪些是真实。不是所有宗教可能是真实，因为他们各自之间矛盾(非
矛盾法则) 。真理是符合于事 实。因为, 真理对应于事实,  逻辑上如果上帝显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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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他的揭示也对应于事实。这是与盲目信念想法形成对比。 
盲目的信念是信念没有证据 , 是迷信的。圣经不告诉我们盲目的信念。圣经叫

我们对信念取证据 。各种各样真理表明, 包括基督教, 可能按证据被评估。 

证据的类型 
英国百科全书定义证据如下,3 
在法律上证据, 是递交给一适格的法庭的任何材料或主张事实，作为确定真相

在之前经调查之任何主张事实关键的方法。 
法律部门定义证据为：4 
提出在证词中的用于说服(法官或陪审员) 裁决案件为一方或其他方的文件。 
另外, 美国传统英语字典语言定义证据为5 
评断或结论要根据的数据，或证明或也许成立的可能性。 
证据自来词明显的意为可容易地认识或察觉的。 
证据是用于证明案件数据; 证据应该对应于事实(真相) 。 
我们能为上帝存在证据分类入四个主要分类与几个次种类。 

客观证据:6是关于物质性的证据与思维和信仰相对立。这种证据能分为下面几种

分类：  
1、历史证据, 是历史的部分和经由实际地点,  事件, 坟墓, 文件和证人。 

例如;罗马皇帝征服耶路撒冷是被写入罗马历史, 核实以提图斯在罗马曲拱门。 
2、考古学: 是有系统由从人类生活和文化遗留物质证据回复的科学方法。 
例子:在发现西拿基立的黑方尖碑上展现了以色列国王耶户运弓法和交付进贡

给亚述人国王西拿基立。 
3. 文字记载的: 是任何作为证据或证明,物质性的文字材料作为一个有启迪作

用的标志或记号。 
例子: 在死海纸卷上的发现核实最古老的现有的西伯来原稿的完整原文手稿。 
4.科学: 是自然现象的 观察, 证明, 描述, 实验性调查, 和理论解释。 
例子: 宇宙微波辐射展示宇宙是有限的，因而是有一起因的。 

目击者说明 
证词：这经常作为一文献实据的部分，因为许多时期目击者的说明成为部分的

书面纪录。 
例子: 耶稣在他的复活以后出现在 11 个门徒面前，他们的证词被记录在圣经

里。 
 

                                                        
3英国 2004 年百科全书,“证据” 
4引自：http://www.usdoj.gov/usao/eousa/kidspage/glossary.html 
5见《美国传统英语字典》1982 年版“证据”字 455 页 
6是与物质证据有关与精神概念想法或信仰相对。 

这类型证据可能被分类入几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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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证据:7是关于情感和环境并且发生在人的思维里。例如，脑海里的影像或梦

幻对个人而言是主观的，主观证据是客观上不能被核实, 因为没人可能进入他的思维去核

实。 
1. 情感: 证据根据感觉和情绪。 
例子: 当我读圣经,  我的精神是平静。 
2. 经验: 证据根据个人经验。 
例子: 我祷告请上帝治愈我癌症,而我的上一次去看医生时显示癌症完全地消

失了 。 

超自然的客观证据：: 与证据相符合, 是在这个自然界之外;特别是不可归属于

自然界的力量。 
预言: 事件的预言是在他们的发生之前对于未来事件展示超自然的知识。 
例子: 耶路撒冷和寺庙的毁坏是但以理在 600 多年前《但以理书 9:27》在这次

事件之前被预言。 
被核实的奇迹: 是事件发生超出自然规律之外的事, 例如：人从死亡复活。自

然地,  人死去不会复活。 
例子: 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处死之后复活。 

关于各种各样宗教基本信息 :8 

宗教 创立时间 宗教教义 信徒 占全世界 %   
基督教 公元 30 年 圣经 2,015 million 33% 
伊斯兰教 公元 622 年 可兰经，穆罕默德

言行录 
1,215 million 20% 

无宗教9（7） 无 无 925 million 15% 
印度教 公元前 1500

年 
吠陀经 786 million 13% 

佛教 公元前 523 年 三藏佛经 362 million 6% 
无神论者 无 无 211 million 4% 
中国民间教派 公元前 270 年 无 188 million 4% 
新亚洲教派 不同时间 不同经书 106 million 2% 
部落宗教，，万

物有灵论 
史前 口头传述 91 million 2% 

其他宗教 不同时间 不同经书 19 million 〈1% 
犹太教 无确定时间 犹太教法典 18 million 〈1% 
锡克教 公元 1500 年 (锡克教的)《圣典》 16 million 〈1% 
萨满[黄]教徒 史前 口头传述 12 million 〈1% 
招魂术   7 million 〈1% 
儒教 公元前 520 年 论语 5 million 〈1% 

                                                        
7与情感和环境有关和发生在某人头脑之内。例如有视觉或梦想是个人的和 
8引自：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worldrel.htm 
9是指人没有宗教, 不可知论者, 自由思想家, 人文主义者, 世俗论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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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哈  伊  信 
仰 

公元 1863 年 至圣书 4 million 〈1% 

耆那教 公元前 5 年 悉达多 3 million 〈1% 
日本之神道教 公元 500 年 古事记，日本史记

续集 
3 million 〈1% 

巫术崇拜, 公 元 前 800
年， 
公元 1940 年 

无 500,000? 〈1% 

索罗亚斯德教 无确定时间 波斯古经 .2 million 〈1% 
 

什么测试我们能应用于发现真理? 
    地球的人口现在是超过六十亿。有超过 20 种主要宗教和几百教派，有任何办法使用

原因, 逻辑和证据发现真理吗? 根据逻辑, 我们得出几个结论; 
      *我们知道我们存在。 

*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我们能逻辑上推论宇宙形成是有起因的。 
*我们能逻辑上推论有智能设计。 
*我们能逻辑上推论除非第一起因和智能设计师要我们知道关于他,而我们则不

能。 
所以, 我们能推论知识关于第一起因, 上帝是在这个世界显露。假设我们不可能知

道上帝,意味我们知道一些关于上帝。 

 我们可以使用逻辑, 原因和证据去发现谁是上帝吗？ 
 
   特征定义我们是谁 。鸟辨认由羽毛和额嘴, 鱼辨认由鱼鳞, 鱼鳍和水中生活特征, 和
人特征是有智力,相互交流和自我控制能力。我们能逻辑上以逻辑推论上帝的特征是超级

智能, 非常强有力,和超出自然规律以外。如果上帝将显露他自己, 将是逻辑假设它是在自

然规律之外,  换句话说超自然。 
逻辑上讲，我们应该能够比较真理主张“显示操作”.对应的现实。有一个逻辑测试

给声称有神起源的显示操作吗？。 

先知的测试 
先知是声称代表上帝讲“第一起因”的人,有一个逻辑测试给这样的主张吗? 圣经

有一个测试, “启示”的词不仅适用于圣经而且用于其他的书, 声称“超自然”灵感。 
 

18:17 
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  

18:18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

给他们。 

 

 

18:19 

 

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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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  

18:21 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  

18:22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

你不要怕他。 

《申 命 记 Deuteronomy》 

逻辑是简单的, 如果上帝是启示的源泉，并且上帝是超出自然之外 , 那么上帝

不受错误影响的。 
因为上帝无误的，他的言词也将是没有错误的。如果某人声称给上帝讲话, 但

他的声称的揭示不能成为现实的, 那么说话人是在说谎。“先知”.的话不对应事实。 

在过去的未来预言 
声称知道未来，那么证明他的主张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某人

事先提前 3 天告诉了你中抽奖号码而给正确的数字，大多数人承认

有三个选择是可得到的。 
1．你猜中正确的号码。 
2．你密谋作弊与抽奖人。 
3．你有超自然的信息。 
如果技艺可能被重复在第 2 和第 3 次而没有欺骗, 那么，逻

辑上接受对信息的超自然的起因。 
圣经声称灵感的超自然的证据,  与其它书不同。具有在过去宣

告未来的能力。 
如果圣经是从上帝得到启示, 那么它应该有可能只归因于上帝

的特征，他是具有宣告未来事件细节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自然之

外。它是“超自然”, 宣告未来将是怎样, 这样能力是在自然规律

领域之外。 

44:7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像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

必成的事说明。  

44:8 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么、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

除我以外、岂有真神么、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  

《以赛亚书 Isaiah》 

46:9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  

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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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书 Isaiah》  

48:3 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成

就。  

48:4 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  

48:5 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

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  

《以赛亚书 Isaiah》  
如果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言词，那么我们能寻找仅适合上帝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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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露的言词来自过去(超自然的客观证据)  
*在过去显露未来事件的能力(超自然的客观证据) 
*与现实相符(真理) 

圣经通过测试吗?  
圣经是一本围绕事实的书。我们能比较圣经内容与对应的

事实。有波斯国王小居鲁士吗?  我们可以核实这个事实在圣经

之外吗? 能, 我们如今能去参观波斯小居鲁士坟墓, 所讲的是

在《申 命 记 下》、《以 赛 亚 书 Isaiah》、《但以理书》和《以

斯拉书》 作为一个历史轮廓。这事实被证实与圣经一致。小居

鲁士坟墓能被分类为“客观的考古学的”圣经是真实的证据。 
圣经记录亚述人在希西家王朝时入侵耶路撒冷,   (《以 

赛 亚 书 36-37》, 《申 命 记 下 32.》，〈列 王 记 下 18-19〉)
这事实能被证实在圣经之外吗? 能, 我们有一亚述人文字记载

叫“亚述王西拿基立棱柱”记载从亚述人观点看在公元前 701
年入侵细节，当时希西家是犹太的国王。这证据是“客观文字记载” 肯定 “客观历史

的”关于亚述人入侵犹太国的证据。 
这仅仅是几个事例, 在这部圣经还有数以万计证实相应历

史和考古学事实的实例。 
这个问题的事实是圣经绝对是上古最可靠的书。而考古学

发现, 真正地取得突破只在最近 25-40年,久稳固持地和一致地支

持圣经的历史性声明。纳尔逊古力克, 一位著名的犹太考古学家, 
已做这个声明: " 没有考古学发现曾经能反驳圣经所提及的事

件。"  
然而, 如果圣经只是一本历史书，那么这将伟大绝伦的, 但

几乎不表明神灵感应, 这就是对真实的预期。圣经实际上超越阐

明真实历史知识范畴。圣经阐述超自然的客观证据。 
超自然的客观证据的一些例子： 
以色列的立国,包括在差不多 2000 年以后犹太人从全世界

聚集。 这事件作为以色列命运的未来部分多次被预言在圣经里, 
与这个诺言一起以色列人首先被驱散然后会集。 

公元前 1400 年告诉雅阁后裔关于以色列人

驱散和会集诺言。 

28:64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事奉你和你列祖素

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  

28:65 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

目失明、精神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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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6 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  

28:67 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

不得到早晨才好。 

30:3 那时、耶和华你的 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 神要回转过

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  

30:4 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 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30:5 耶和华你的 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

人数比你列祖众多。 

《申命记 Deuteronomy》 

 

《以西结书》在公元前 590 年写到以色列人在一个长时期以后将从许

多国家被会集。 

38:8 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

列常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 

                                                               《以西结书》 

  以色列人在许多年后从各个国家聚集这

一超自然的揭示在《以西结书》、《申 命 记》

中是在 2500 到 3400 年之后被履行。在以色

列人历史上只有二次在他们被驱散之后他 们
被会集。第一次在公元前 537 年接着巴比伦囚

禁这段历史, 而第二次发生在 20 世纪是以色

列人建立国家。 

但以理七十星期 
这只是我们能分类为在圣经里上帝第一

起因显露超自然客观证据的许多预言之一。当

中一个比较详细的预言是“ 但以理七十星期”

给我们确切的日子是关于弥赛亚被以色列人

拒绝，然后被杀害。在他死亡以后,耶路撒冷

的城市和寺庙被毁坏，这事件发生在公元 70
年。 

当我们审查超自然的客观证据的准确性

与历史, 考古学和文献实据一致时,我们就得

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这个结论。 
在关于飞机的例子, 你能知道飞机飞行, 

你能学习了解飞机怎样飞行, 在飞机里你能

告诉人飞机已起飞，但仍然需要信念相信飞机

把你带到你渴望的地点。相信圣经所写的也同样要信念，但这当然不是盲目信念。对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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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信念是基于它同时具客观和超自然客观证据。由于圣经所写的是正确的，它在事件

发生数千年前已告诉读者事件细节，因此我们相信它关于我们永恒命运的内容。你能学

习圣经, 参观关于圣经提及的地方,用源语言读圣经，但你仍然需要做出选择，是否你将

你的永恒命运融入上帝“启示”中。 
 
 

客观证据 证据描述 证据的重要性 

客观历史上的以色列和犹

太人。 
作为国家和人民以色

列和犹太人有客观历史，

有国王, 城市, 战争和与

其它国家往来。这部圣经

围绕在以色列、犹太人和

上帝及他们周围的人之间

的交互作用。 

今天，我们能去古老以色列城

市和小镇。我们能观察到这里

的大厦、路 、山和河和比较他

们与历史文献。使用考古学我

们能将历史放在显微镜之下。 

我们能比较关于以色列的历史

其它国家和作家历史纪录。我

们能对圣经纪录进行确认事

实。人物譬如埃及的拉美西斯

二世,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 ,
波斯王古列全部是在历史画面

与以色列和犹太人一起。我们

可以比较客观证据,这些国家的

作家与圣经所写同样事件。 

 

客观历史：波斯历史 
以色列国和波斯国进入战

争状态从公元前 539 年 
到公元前 333 年。 

波斯中世纪王国战胜巴比伦和

犹太人因而他们的土地被波斯

人控制。在这个时期其间国王, 
城市和事件被提及 

我们能以历史纪录关于波斯历

史与圣经的叙述比较。我们能

看历史确认客观点由作者记录

在这部圣经里。这些书如：《以

斯帖记》 《尼希米记 》《以斯

拉记》, 《但以理书》《哈巴谷

书》与波斯历史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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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历史：罗马帝国 
  以色列国和犹太人与罗

马接触从公元前 54 年到

现在 。罗马第一次与哈莫

立安犹太王国平息叛乱。

在耶稣的时期其间是在罗

马帝国控制下。 

罗马统治者譬如凯撒, 奥古斯

都, 尼禄和其他人在《新约》被

提及。罗马军队, 城市, 硬币, 
习惯是纪录的所有部分在《新

约》中发现。罗马历史能寓于

实际人物, 城市。 

罗马历史确认《新约》的纪录。

关于人物和他们的位置的小细

节许多次被核实在考古学发现

中，彼拉多，庞蒂乌斯[(1 世纪) 
朱迪亚的罗马统治者，他下令

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存在

是许多评论家表示怀疑，但最

近发现证实他的存在，当时作

为朱迪亚城的行政长官。 

 

 
客观的证据：考古学 
巴比伦城：古老巴比伦王

国 的 首 都 遗 址 , 占 地

2000-3000 英亩，在伊拉

克, 巴格达南部 56  英哩

处。 

巴比伦遗址包括来自这个区域

许多金字形神塔 (梯级式金字

塔)。稍后发现包括尼布甲尼撒

国王宫殿的遗址《但以理书

4:29》 

尼布甲尼撒宫殿,在公元前 586
年毁坏耶路撒冷 和送犹太人

去流放, 是伯莎撒宴餐地方在

《但以理书 5》，《耶利米书》写

道  , 主将使巴比伦永远荒凉

《耶利米书 25:12, 51》 

 

在 1846 年黑方尖碑被发现在尼

慕陆的宫殿 和显示圣经的以色

列的国王耶户, 下跪进贡给亚述

人国王西拿基立，测定年代为公

元前 841 年 。 

这个发现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以

色列 国王的唯一的图画。这是

第一次提及以色列进贡给亚述

人国王。耶户王朝被提及《列

王记下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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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证据: 考古学 
西拿基立黑方尖碑 
这 6.5 呎高黑玄武岩方尖

碑(四面的柱子)在图画和

文字记载亚述人西拿基立

三世国王-以色列人的仇敌

征服以色列经过。 
 

 
客观的证据: 考古学 
古莫阿布人的石头, 
在 1868 年一个德  国传

教士发现一块石平板三英

尺高在迪本附近, 在死海

东边。在这块石头是米沙, 
莫阿布的国王提写打造

的，大约在公元前 850 年

左右。这块石头有时也称

美剎石碑。 

古莫阿布人是古以色列人的亲

戚根据《创世纪 19:37 》。在这

石国王米沙 自夸曾控制在他

的土地之外古以色列人。《列王

记下 3》叙述了莫阿布的国王在

以色列亚哈国王死亡以后，叛

乱反对以色列的国王。 

古莫阿布人石头是最早期的发

现的当中一个提及圣经的人

物 。这块石头说明了国王暗利

和他的儿子亚哈“屈服’于莫阿

布许多年。 在亚哈国王死亡以

后, 米沙国王说他已“战胜”亚

哈王族，而且以色列有“永远

消亡” 。有些学者说 这块石

头也包含了相关“大卫王的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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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证据: 考古学 
西罗亚水池雕刻 
在 1880 年，二个男孩发现这古老西

伯来碑铭石头雕刻沿隧道的墙壁，

当时他们是涉水经过南末端隧道的

水道。 

碑铭来自希西家王时

期 (公元前 701 年)，
他下令造隧道使此水

从耶路撒冷的吉翰温

泉能被引入城市的一

个人造水库 ，西罗亚

水池。这个隧道提供水

到耶路撒冷，在亚述国

王西拿基立的预期的

围攻其间。 

碑铭提及庆祝 这个卓越隧

道工程的完工。《列王记下

20-20 》、《历  代  志  下

32:20》  

 
实物手稿：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实际上是在公元前 300 年

至公元 70 年时期的成百上千纸卷

和小纸块。1947 年首批死海纸卷被

发现在库姆地区洞穴，在死海附近

大约七英哩，耶利哥南部。 

一些纸卷被发现在瓶

子里。大约 1/2 纸卷

包含《旧约》的每本书

部份的手稿（除《以斯

帖记》) ，这些手稿是

比以前学者作为研究

和翻译原稿早 1000 
年。 

这是在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

之一，因为它展示若干世纪

前《旧约》非常准确地抄写。

当纸卷与最古老的马所拉学

士文本比较, 多数现代翻译

的根据 ,我们发现基本无区

别。所以我们可以确信我们

当前的文本。 

实物手稿 
《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希腊文《旧约圣经》翻译，测定年

代在公元前 300-250 年期间 

在亚历山大大帝在征

服波斯王国以后。许多

文化作品被 翻译成希

腊文。包括《旧约圣经》

这个翻译称《旧约圣

经》的希腊文译本。 

《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由早期教会使用作为他们的

圣经。但该译本时间上先于

基督教 250 到 300 年。该译

本确认原始西伯来圣经的准

确性。 

超自然 客观证据  
证据 证据描述 证据的重要性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

两次作为国家他们被

驱散。第一次在公元前

608 年，在巴比伦囚禁

和第二次罗马占领其

间，从公元前 54 年到

公元 638 年。 

公元 70 年罗马将军和未来

皇帝毁坏了犹太寺庙和城市

和在整个罗马帝国中开始驱

散犹太人的过程，以压制他

们反对罗马统治。事件由犹

太人史学家和作家约瑟夫斯

记录。在罗马提图斯拱门庆

祝罗马军队占领耶路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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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契约:以色列人的驱散 
《申 命 记 28:64 》3450 年 前摩

西预言以色列人的驱散 

胜利。 

 
摩西的契约:以色列人的聚集 
《申 命 记 30:3》 3450 年前

摩西的 预 言以色列人的聚集 

在历史上两次以色列

人从各个国家会集，在

从以色列土地被驱散

以后重返以色列土地

居住。第一次在波斯战

胜巴比伦以后，而第二

次在 1948 年 5月以色

列立国以后。 

在 2000 年以后以色列立国，

其间由外国强权占领，履行

部分已建立的摩西契约，而

且先知也从 
《耶利米书》, 《以赛亚书》, 
《以西结 书》, 《约珥书》，

《阿摩司书》和《弥迦书》。

所有提及一个被驱散的犹太

人国家在未来的聚集。 

 
以色列的聚集 
《以西结书 36-37》 2600 年前，犹

太教士以西结详细描述以色列`人
的汇聚。 

《以西结书》在被驱散

1900 年之后给犹太人

聚集一个详细的描述。

犹太人从全世界被聚

集回到新生的国家成

为事实。 

将近 1900 年在罗马军队从

以色列土地驱逐犹太人，并

改称它为巴勒斯坦之后他们

回来。然而 600 年前在他们

是被逐出之前，〈以西结书〉

给我们他们聚集明细表关于

接近灭绝没有希望或补救的

人回归以色列土地 。先知的

细节违抗所有可能性规律。

或者说以西结在过去是知道

未来的。 

 1980 年名为“所罗门

行动” 和 1991 年名为

“出埃及行动”人们称

为“黑色犹太人”-埃
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带

回到以色列。 

2750 年前《以赛亚书》预言

犹太人汇聚从世界各个不同

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在临

近灭绝的以色列人的国家派

运输飞机进入埃塞俄比亚解

救声称是但（在旧约全书中，

雅各的儿子和以色列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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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聚集。 根据

《以赛亚书 11:11》，在公元前 750
年以赛亚已描述犹太人从埃塞俄比

亚被会集。 

部落的祖先）的后裔犹太人。

 
耶路撒冷世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撒迦利亚 12:3》， 2550 年
前耶路撒冷城被预言为一个世界关

注的焦点。 

我们被告诉耶路撒冷

是世界的一个负担和

冲突对象。世界 多国

将与以色列人后裔战

争。 

2550 年前耶路撒冷只不过

是一个区域性的大城市。但

今天 3 0 亿人。一半地球人

口需要连接耶路撒冷。13 亿

个回教徒信奉这城市，而岩

石和圆顶属于回教。然而基

督徒国家感觉连接到它是由

于耶稣。《撒 迦利亚》在过

去告诉我们未来。 

 
 

 
亚伯兰位置 
《创世纪 12:2-3》 亚伯兰被许诺成

为地球上的大国。 

亚伯兰是 4000 年前

在世，居于吾珥城的人

物。但他对未来的预言

有以下点。1 。大国从

他而来。2.名字尊大。

3. 地球的所有人经由

他保佑。 

4000 年是一个长时期。使一

个人物被挑选和计划作为在

地球上未来 4000 年后尊大

的机会是几乎接近不可能

的。这是或者某人有力量超

越时间和空间和能显露在过

去未来或一个非常幸运的猜

测。实际上名为亚伯兰的是

世界上最普遍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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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 70 个星期 
据《但以理书 9:24-27》，但以理写

到关于弥赛亚王子死亡, 耶路撒冷

城和寺庙毁坏, 寺庙重建的日期。 

弥赛亚死亡确切的月

和年被预言在《但以理

书》中。在他的死亡以

后耶路撒冷城市和寺

庙被毁坏。寺庙以后被

重建。 

在公园 33 年，耶稣去世。经

过 500 年在他的死亡之前但

以理预言他死亡的月和年。

并且罗马毁坏耶路撒冷城和

寺庙。接着未来是被重建的

寺庙。但以理预言细节是这

样他们是超出幸运猜测之

外 。《但以理书》的来源是

超出时间和空间之外。 

 

 

弥赛亚被拒绝 
根据《以赛亚书 52:13-53 》，这个

人在以赛亚书描述为一个将尊贵于

所有人但首先被拒绝和将被杀害。 

耶稣声称是弥赛亚但

告诉他必须为人们罪

孽遭受苦难和首先被

拒绝。在他的诞生 750
年前，以赛亚描述的事

件是相应耶稣生活和

与他的目的同时发生。

声称是弥赛亚的耶稣被罗马

人十字架上钉死。在他的诞

生之前 750 年，赛亚预言是

超出人类本性控制之外的事

件。首先是“升高和提起来”

“令人惊骇”“为罪孽被钉

穿”“与坏人一起死”,“与

富人一起埋葬“和然后“看

到生命之光”。今天基督教是

人口最多的宗教。《以赛亚

书》的来源是什么? 

 

 
寺庙的毁坏 
《马太福音 24:2》耶稣预言犹太寺

庙的毁坏每块石头被拆下来。 

在公元 70 年罗马人

在提图斯统治下毁坏

信徒敬奉的寺庙还早

37 年，寺庙完全地被

毁坏。 

在公元 70 年罗马人烧寺庙。

金子从寺庙熔化和注入岩石

和砖缝中，罗马士兵 撬起所

有石头夺取金子每块石头被

拆下来放在地面上，确切地

实现耶稣预言，在过去对来

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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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网站点： 
http://www.gospelcom.net/faithfacts/quest_blind_faith.html 
http://www.christiananswers.net/archaeology/home.html 
http://www.biblelight.org/arch1.htm 
http://www.bib-arch.org/ 
http://www.israelmybeloved.com/history_prophecy/intro/index.htm 
http://contenderministries.org/prophecy/endtimes.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