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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是真的吗？  
 
新约福音书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真实见证者的历史吗？又或者随着时间慢慢变了？我

们只能凭借信念相信新约中耶稣的事迹记载吗？还是新约据实可证？ 
 
已故的ABC新闻主播Pet er  Jenni ngs在以色列广播耶稣基督特辑的电视节目——
《寻找耶稣》时 ，探索了新约中记载的耶稣事迹的历史真实性。 
 
Jenni ngs聚焦了德保罗大学教授John Domi ni c Cr ossan、Cr ossan 的三位耶稣研究
会的同事以及另外两位圣经学者的观点。（耶稣研究会由一帮学者组成，这些学者

就有关文献记录中耶稣的话和事迹进行辩论，最终用各色的玻璃球投票表明自己对

新约记载可信性的态度。）[ 1]  

 
有些意见让人大吃一惊。在国家电台，Cr ossan博士不仅表达了对耶稣百分之八十
的话持怀疑态度，还否认了耶稣的神性，神迹，以及他的死而复生。Cr ossan对耶
稣形象的呈现无疑激起了Jenni ngs极大的好奇。 
 
探索真实的圣经故事总能引起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时代》和《新闻周刊》杂

志都会刊登关于玛利亚、耶稣、摩西或者亚伯拉罕的封面故事。谁知道呢！也许今

年的封面故事就是 《鲍勃：你所不知道的第十三个门徒的那些事》。 
 
这是大众的兴趣所在，所以这样的调查绝对不会有结束的一天，也不会找到答案，

为的是留给后人继续探索的空间。相反地，完全不同的观点搀合在一起，像是《幸

存者》的剧集，造成更多问题的堆积，而不是澄清事实， 
 
但是，Jenni ngs 的报道的确聚焦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Cr ossan声称最初耶稣的
记录是众人口传相授的，而相关著作在使徒死后才成书。所以绝大多数都不可信，

无法真实呈现耶稣的生平事迹。我们如何判断这其中的真假呢？ 
 
都是翻译惹的祸？  
 
到底有哪些证据？让我们从两个问题出发：新约最初成书于何时？作者是谁？ 
 
这些问题答案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如果耶稣的文献记录的确是在见证者死后才成书

的，那就没人能证实其准确性。如果新约是写于信徒生前，它们的确实性就有可能

成立。彼得可以对以他的名捏造的事情，说：“ 嘿，不是我写的。”  马太、马
可、路加或者约翰都可以回应关于耶稣事迹的问题或者质疑。 
 
新约的作者声称记录了见证者所亲见的耶稣事迹。信徒彼得在书中说道：“ 我们从
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

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彼得后书1: 16，现代意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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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约翰写给年轻教会和个人的十三封书信占了新约的主要部分。保罗书信可以追

溯至一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耶稣死后的十二到三十三年间），构成

了耶稣的生平和训诫的最早期见证。Wi l l  Dur ant  如此肯定了约翰书信的历史重要
性：“ 关于耶稣的基督教证据始于写给圣保罗的书信。没人怀疑保罗真实存在，没
有人怀疑他数次与彼得、雅各和约翰的会面；保罗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之情——这
些人亲眼见证过道成肉身的基督。” [ 2]  

 
这是真的吗？  
 
在各类书籍杂志，以及电视纪录片中，耶稣研究会都声称福音书成书于公元130年
到150年之间，且作者不详。如果后者的时间是正确的，那么成书时间与耶稣的死
之间差了100年。（学者认为耶稣死于公元30年到33年之间）。当时所有的见证人
肯定也都已经过世了，那么福音书的作者只能是一些不知名的骗子作家。 
 
那么，关于记载耶稣事迹的福音书的成书时间，有什么相关证据吗？大多数的学者

认为福音书是由信徒所著，且成书于一世纪。他们给出了一些原因，我们稍后会一

一验证。当前，我们要知道的是支撑他们结论的三大首要证据分别是： 
 

• 异教徒，如马吉安和瓦仑廷，在其早期著作中引用新约中的教义，训诫
等等；（请参阅《蒙娜丽莎的微笑》） 

• 关于早期基督教来源的众多著作，如《罗马的革利免》、《伊格内修斯》
和《坡旅甲》； 

• 经过碳元素年代测试证实作于公元 117年的新约片段的手抄卷。 
 
 
圣经考古学家Wi l l i am Al br i ght基于自己的研究结果，得出结论： 新约是在绝大
多数信徒在世时所著。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 新约成书时间
晚于公元80年是毫无根据的，更别说那些激进的新约反对者口中所说的公元130年
到150年了！” [ 4]  Al br i ght还在别的书中提到过新约的全部内容 “ 很可能成书于
公元50年到75年之间” 。[ 5]  

 
臭美昭著的反对派学者John A.  T.  Robi nson 认定新约的成书时间早于大多数保守
派学者所判定的。 在《新约日期重估》 一书中，Robi nson断言说，大多数的新约
章节成书于公元40年到65年之间。也就是耶稣死后的七年后[ 6]，如果这是真的，
任何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载会立马被见证者以及基督教的反对者揭穿。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从原始版本到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新约副本之间的线索吧。 
 
谁需要金考快印？  
 
使徒的原始著作是受人尊敬的，教会学习，分享，精心保存起来和储藏，像是对待

珍藏的宝藏。 

http://www.y-jesus.com/monalis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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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马帝国的扫荡，两千年岁月的流逝，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表，都对著作的保

存造成了阻碍和破坏。那么，如今这些原始著作保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答案是：

什么都没有了。原始手稿都没了。（虽然《巡回鉴宝》节目上的圣经学者每周都期

待会有新发现。） 
 
事实上，不单单是新约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古代历史上类似著作的原稿也都无一幸

免。只要有可靠的副本可供检验，历史学家并不会纠结于原始手稿是否缺失。新约

有古代副本吗？如果有的话，它们真的忠于原作吗？ 
 
随着教会数量成倍增长，上千本副本在教会领袖的监督下产生了。每个字母都被精

心地刻在羊皮纸或者纸莎草上。所以，今天的学者才得以研究被保留下来的副本

（副本，副本的副本，不停地复制），去检验其真实性，然后最终还原一个与原始

手稿最接近的版本。 
 
事实上，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们发明了经文鉴别学理论，来检验像《奥德赛》这样

的文献，将他们与其他的古代文献做对比，来检验它们的准确性。最近，军事历史

学家设计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检验方法，进一步扩充了经文鉴定学理论——不仅
仅考察副本的真实性，还要考察作者的信誉。三部分分别是： 
 

1.  书目检验 
2.  内部证据检验 
3.  外部证据检验[ 7]  

 
让我们用这套理论考察新约早期手稿吧。 
 
书目检验  
 
与同时期的其它古代史著作做对比。从以下问题入手： 
  

• 现存的副本有多少？ 
• 最早期的副本晚于原始版本多久出现的？ 
• 怎么用一本著作对比其它古代史著作？ 

 
想象一下，如果只有新约原始手稿的两三本副本，采样过少，难以验证准确性。相

反地，如果有上千本，想要剔除那些不好的，就比较容易了。 
 
在副本的数量，和距离原始手稿的时间间隔上，新约跟其他的古代史著作相比，结

果如何？ 至今有超过5000本的古希腊文的新约副本得以保存下来， 如果把其他语
言的译本也算在内，那数量大约是24000本左右，产生于公元二到四世纪之间。 
 



www.http://jesusfacts.info	 4	

而史上第二大古代历史著作手稿——《荷马史诗》，只有 634份副本。[ 8]  请注
意，通常古代历史文献的副本数量会更少——少于十本。新约学者 Br uce Met zger
说道：“ 与其他古代文献的手稿数量相比，新约的经文鉴别家们对于这么庞大的资
料库都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9]  

 
时间间隔  
 
不光是手稿的数量惊人，副本与原始手稿之间的时间间隔也很惊人。在一千多年的

传抄过程中，谁也不能确定内容会如何演变，但是如果是一百年间，情况就大不同

了。 
 
德国评论家Fer di nand Chr i s t i an Baur（公元1792– 1860年） 争辩说约翰福音是
到了公元160年才成书的，所以绝对不可能是由约翰本人所著。如果这是真的，就
不仅仅是在质疑约翰福音了，整本新约的真实性都受到了质疑。但是之后，圣经新

约的一片纸莎草纸碎片在埃及被发现，上面记载的有约翰福音片段（具体是P52约
翰福音18: 31- 33）， 追溯至约翰原始手稿后的25年。 
 
Met zger解释说：“ 正如《鲁宾逊漂流记》中所写一样，从沙滩上的一个脚印就可
以判断岛上有另外一个人存在，所以P52（片段编号）证实了第四福音书在二世纪
前半世纪在尼罗河边的一个城镇被使用过，这与传统的成书地点（小亚细亚的以弗

所）相隔甚远。” [ 10]  查证后发现， 新约福音的绝大部分出土副本跟原稿相隔不
超过150年。[ 11]  

 
其他的古代文献的时间间隔在400年到1400年之间。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写
于公元前343年，然后发现的副本最早的也要追溯到公元1100年，并且仅存五份。
但是没有一个人调查柏拉图的历史真实性，也没有人怀疑他哲学家的身份。 
 
事实上，信徒原稿完成以后的250年到300年产生过圣经的全套副本——《梵蒂冈抄
本》，最古老的圣经新约副本——《西奈抄本》 由安色尔字体写成，现存于大英
博物馆。 
 
和《梵蒂冈抄本》一样，《西奈抄本》可追溯至四世纪。梵蒂冈和西奈抄本都是在

基督教历史早期产生的，跟其他圣经手稿一样，二者之间也出入很小，这给我们还

原圣经的原样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就连批判学者John A.  T.  Robi nson都承认说：“ 手稿的数量， 以及现存最早的副本
和原稿之间的很短的时间间隔，证明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可证明的古文字文

本。” [ 12]  律师John War wi ck Mont gomer y也肯定地附和说： “ 如果对圣经新约已
经证实的结果持怀疑的态度，那就等于怀疑所有的古代经典文献，因为没有任何其他

古时代的文献著作能像圣经一样被这么彻底地证实了。”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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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就是：如果新约的成书和流传如此接近实际事件本身的发生时间，那么其

中对耶稣的描绘很可能是真实的。但外部证据不是唯一能证明其可靠性的依据，学

者们还从圣经里寻找证据。 
 
西奈抄本的发现  
 
1844年，德国学者Const ant i ne Ti schendor f在寻找新约手稿的过程中，意外地， 
他注意到了圣凯瑟琳的西奈山修道院图书馆中装满了陈旧书页的一个篮子。他吃惊

又兴奋，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古老的古希腊文抄本。Ti schendor f像图书管理员询
问，结果把他吓了一大跳——这些书页是被丢弃了作燃料用的， 有两篮子已经被
烧掉了！！ 
 
Ti schendor f的热情引起了修道士的警惕，他们拒绝再向他展示任何手稿。幸运的
是，修道士允许他带走他已经发现的43页纸。 
 
十五年后，Ti schendor f在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帮助下，再次回到西奈修道
院。在修道院期间，一次一个修道士把他带到了自己的房间，从放杯盘的架子上取

下来一个布包裹，其中藏着一部手卷。Ti schendor f立马就认出了这是他之前发现
手卷的剩余部分，这些手稿无比珍贵。 
 
寺院同意把手稿交给希腊教的保护者俄罗斯沙皇。1933年，苏维埃政权将这份手稿
以十万英镑售于大英博物馆。 
 
西奈抄本是被发现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圣经新约的抄本。一些人猜测，它是君

士坦丁大帝委托尤西比乌斯在公元四世纪初准备的五十本抄本中的一本。西奈抄本

对于学者验证新约的准确性功不可没。 
 
内部证据检验  
 
像好侦探一样，历史学者通过内部线索检验可靠性。这些证据揭示了作者的动机，

以及他们透露细节和特性的意愿，可供查验。这些学者检验可靠性的内部关键证据

有以下几点： 
 

• 见证者报告的一致性 
• 人名，地点和事件的细节 
• 给个人或者小撮众人的信件 
• 让作者难堪的特性 
• 无关却相互反证的材料的存在 
• 缺少相关材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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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电影《胜利之光》为例， 它宣称是依据历史事实事件， 但像其它很多电影一样
——其实不是严格参照历史，它在观众心里打了个问号： “ 难道事实真相的确如
此吗？”  所以要如何判断它的历史可靠性呢？ 
 
其中一条线索就是不相干材料的存在。例如，电影中的教练，毫无缘由地接到了一

通电话，被告知母亲得了脑癌。这个安排与故事情节毫不相干，在片中也再未有后

续交代。对这个不相干事件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的确发生过，而导演要遵守历史

事实。 
 
该片中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按照剧情发展，我们希望黑豹队取得全国总冠军。然而

他们并没有，这是不是很矛盾？但我们立马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现实中，黑豹
的确输了。矛盾证据的存在也是验证历史真实性的线索之一。 
 
最后，使用真实的城镇和熟悉的地标，例如休斯敦天文观测窗，会把我们带入历史

中，故事的这些元素无法捏造，因为太容易被证实或证伪。 
 
这里只是以电影为例证明内部证据的重要性——对于一部文献的历史可靠性而言，
能起到证实或者证伪的作用。为了证实新约的历史性，下面我们快速看下内部证

据。 
 
新约的诸多方面的内容和质量可以帮助我们判定其可靠性。 
 
一致性  
 
伪造的文献要么就是缺少见证人报告，要么就是前后不一。所以只要发现相互矛盾

的记录，就说明圣经中的记载有错。但同时，如果圣经中所有记载一模一样，那就

又有“ 串供” 的嫌疑了，就像是同谋们统一口径，确认对计划的每个细节的说法。
太一致跟太不一致都很可疑。 
 
犯罪或者事故目击者所陈述的故事应该是大体一致，但一定会因为角度不同，细节

稍有出入。正如，四部福音书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耶稣的生平事迹。但是尽管角度

不同，圣经学者惊喜地发现，其中所记录的事件，耶稣清晰的人物形象，以及他的

训诫，甚至连补充报告都出奇地一致。 
 
细节  
 
历史学家都喜欢研究文献中的细节，因为通过细节他们可以验证可靠性。保罗书信

中细节随处可见，福音书主要就是由细节构成的。比如，路加福音和路加行传都是

写给一个名叫提阿非罗的圣人，他是当时众人皆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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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记载都是信徒捏造的，那么假的人名、地名和事件很快就会被基督教的敌

人——犹太人和罗马统治者发现，结果一定会演变成一世纪的“ 水门事件” 。 然
而，新约的细节被独立证据证明真实可靠。比如古典历史学家Col i n Hemer说过 
“ 使徒行传最后十六个章节中的84个事件都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了” 。[ 15]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持怀疑态度的圣经学者一直攻击路加福音的作者和其成书时

间，断言说路加福音是由不知名的作者在二世纪所作。考古学家Wi l l i am Ramsey 
爵士也持同样的观点，为了确认，他展开了调查。大量的查证工作以后，这个考古

学家不得不推翻自己之前的观点，改口承认：“ 路加是一流的历史学家，他理应被
列入最伟大史学家之列。路加福音的确实性是其他任何著作都无法企及的。” [ 16]  
 
使徒保罗的行传中，列举了他所到之地，所遇之人，所传之道，以及所受迫害，这些

细节莫非全是编造的吗？罗马历史学家A.  N.  Sher wi n- Whi t e写道： “ 使徒行传的历
史性确认是压倒性的，任何反对其基本历史性的企图都是无稽之谈。罗马历史学家太

想当然了。” [ 17]  
 
从新约中保罗信件的记录看，新约作者非常坦率地描述了细节，甚至用了当时真实

人物的名字。历史学家证实了其中至少三十个名字。[ 18]  
 
给小撮众人的信  
 
多数伪造的文章出自面向大众的一般性文件，比如这篇杂志文章（毋庸置疑，无数

伪造版本已经在黑市上传播开了）。历史学专家Loui s  Got t schal k 认为个人写给
小撮众人的信可信性更高。[ 19]  那么新约符合这一条吗？ 
 
必须说，有一些是非常明显面向众人的，然而大部分还是写给小撮众人甚至个人的。

这些记录至少不能是作假的首选吧。 
 
令人难堪的特性  
 
绝大多数的作者都不想使自己难堪。因此，历史学家发现了一条规律：令作者难堪

的揭示一般可信度比较高。那么我们来看看，新约作者是如何说自己的？ 
 
出人意料的是，新约的作者们笔下的自己通常是愚昧的、懦弱的、不坚定的。例

如，彼得三次否认耶稣，门徒们争论谁是最伟大的，这两个故事在福音中都有记

载。早期教会对于使徒是无比崇敬的，如果这不是真事，此类捏造绝无容身之地。

[ 20]  
 
在《世界文明史》中，Wi l l  Dur ant如此评价信徒： “ 这些人的形象真的不是改造
世界的最佳人选， 只能说福音书非常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和缺陷。”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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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或者不相干的材料  
 
福音书告诉世人耶稣的空棺木是一个妇女发现的，尽管在以色列女人的见证被视为

无效，甚至在法庭上也不被受理。据记载，耶稣的母亲和家人也都声称耶稣不正

常。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临终大声呼喊：“  我的神，我的神， 你为什么弃绝
我？” 还有新约中那些矛盾的事件，如果作者的用意仅仅是想传达耶稣的生平和训
诫的话，那这真的不是个好策略，由此可见，这些只能是事实。 
 
缺乏相关资料  
 
讽刺的是（但也许是最符合逻辑的）一世纪教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外邦使命、 
属灵的恩赐、受洗、洗礼、领袖，很少能在耶稣的话中找到答案。如果他的追随者

仅仅是想鼓励正在成长的教会，那么为什么不借耶稣之口直接给出指示呢？这很令

人费解！有一个例子就是，信徒保罗平实地叙述：“ 这件事情上，主没有启示。”  
 
 
外部证据检验  
 
验证文件可靠性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方法就是验证外部证据，简单说就是：新约

以外的历史文献记录能证明它的可靠性吗？” 那来看看，非基督教历史学家是怎么
说耶稣基督的吧。 
 
“ 一共有至少十七本非基督教著作记录了关于耶稣的生平、训诫、死亡以及复活的
五十多项细节，另外还有关于早期教会的一些细节。” [ 22]  想想同时期其他历史
的缺失，相比之下，关于圣经的诸多著作是多么惊奇的事情啊！记录耶稣的文献比

记录同时代的凯撒大帝的文献多多了。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新约细节的确认发生

在耶稣死后的二十到一百五十年间，用古代史学的标准看，这时间间隔是非常近

的。[ 23]  
 
新约的可靠性之后又被其他36000多件圣经基督教文献进一步证实了（引自一到三
世纪之间的教会领袖），这些文献最早的可以追溯至新约完成后的十年。[ 24]如果
新约圣经的抄本都找不到了，还可以通过这些书信和文献复现新约，估计只有个别

诗句找不到。[ 25]  
 
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Howar d Cl ar k Kee说道： “ 检验新约以外的文献的结果是向
我们证实了耶稣的历史存在、超凡的能力、他的追随者的忠心、以及一世纪后期耶

稣死后罗马境内的基督教运动和基督教势力的渗透等事实。” [ 26]  
 
外部证据建立在其他检验的基础上。抛开一些激进怀疑派的猜想不说，新约中的耶

稣基督的形象就是被掩盖的证据。不管是否信仰基督教，耶稣研究会和一些专家反

对者，一致认定我们今天所见的新约真实地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事迹和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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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斯特大学神学教授Cl ar k Pi nnock总结得很好，他说： “ 没有任何古时代的
文献记录像新约一样可以被经文和历史如此完美地鉴定，一个诚实的人绝不可能对

这样的消息来源视若无睹。对基督教的历史凭证的怀疑都是非理性的。” [ 27]  
 
耶稣真的死而复生吗？  
 
世纪大命题——“ 耶稣基督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是非凡的人类，抑或是保罗、 
约翰和其他信徒所坚信的行在人间的上帝？ 
 
耶稣基督的目击者亲口承认并且坚信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后又实实在在复活的事

迹。如果他们所说是假，那就意味着基督教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如果是真的，这

样的一个奇迹将证实所有耶稣基督关于神、他自身、以及我们的话。 
 
但我们只能凭信念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吗？是否能找到确实的历史证据呢？一些怀

疑派为了证明复活事迹不是真的，开始向历史记录取证。那么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呢？ 
 
点击此处查阅最不可思议的证据——《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说过人类死后的世界吗？  
 
如果耶稣死而复生，那么他一定了解死后的世界。耶稣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未

来又是怎么说的呢？有多少方法可以触达上帝？信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吗？神

奇的答案尽在《为什么要信耶稣？》！ 
https://jesusfacts.info/7-why-jesus/ 
 
耶稣能帮助人找到生命的意义吗？  
 
《为什么要信耶稣？》将探索耶稣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是否如初。耶稣能够回答下面

关于人生的重大命题吗？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我将去到哪里？消失的教

堂和十字架上受难导致很多人不信耶稣的能力，而认为耶稣置我们于失控的世界而

不顾。但是耶稣已经说过了关于人世间的生活和意义，在通过上帝的检验之前，没

人有资格怀疑上帝是冷漠和无能的。本文探讨了耶稣来到人世的缘由。 
https://jesusfacts.info/7-why-jesus/ 
 

https://jesusfacts.info/6-jesus-rise-dead/
https://jesusfacts.info/7-why-jesus/
https://jesusfacts.info/7-why-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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