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中國人的連接
聖經與中國人的連接

[給與還沒有追隨基督的朋友們分享]

註明: 以下簡文,乃純
純粹個人查考資料的論文,
考資料的論文, 與任何教會,
與任何教會, 團體無關.
團體無關.

“在聖經中好像找不到中國人的蹤影, 沒我們的存在, 那聖經又與我們何關?
答案就隱蔽在這本天書(聖經)中: 不理解聖經自然找不到答案.
聖經裡找不到中國人的蹤影, 但是在中國人的文化裡含有很多聖經的記載,
前言: 天地萬物, 有始有終, 無神論者, 獨⾏孤終. 進化論說人是猴子進化變成的, 那猴子又怎麼來的?
如果你沒有宗教但好像又相信有命運, 那命運由誰來主宰? 如果你相信有老天爺, 老天爺又有幾個?
如果只有一個, 又怎麼尋求?
世上有很多宗教, 如果你不是無神論者, 天上到底有幾位神? 你又要信那–位神(教)?
不信基督教的中國人,主要的因素是心中质疑:
1. 基督教是洋人的教, 跟中國人沒關係. 道, 佛, 儒, 才是中國的教派.
2. 聖經的記載和啟示太神化, 不可能是真的嗎!
以下的分析, 是收集了多個神學考古出版刊物的簡介:
華廈的開始,從三黃五帝至今近五千多年.道,佛,儒,都是兩千六百年前之後才流傳中國. 那之前的兩千年,
中國人又在信什麼,神是那位? 由甲古文到多本經書裡都多處有 ”上帝” 的記載
如果司馬遷是中國史記的首寫,記載了三黃五帝至⻄漢史記.在他的記載中,自古以來,歷代黃帝都要祭天,
天又是誰! 祭禮儀式又誰制定的! 可見,“上帝”不是來自洋人, 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的神.
維基百科:“上帝”在中國，上帝，殷商甲骨文卜辞和周朝金文中又称“帝”、 “天”， 是古代中國信仰中，主宰天地宇宙的神

司馬遷:
司馬遷: 史記,
史記, 封禪書,28
封禪書,28卷
,28卷, 第6

中國的 ” 上帝” (老天爺) 和聖經中的 ”上帝”( 耶和華).
早在四千多年前, 就是在所有宗教到來中國之前兩千年, 就有祭壇, 是黃帝祭天(郊祭) 用 的記載.
祭壇不是廟, 只用作祭天, 沒有雕像, 劃像, 北京的天壇也一樣, 因為上帝不容許拜偶像
“商书·伊训第四”中提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孔子家语》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
封禅，即在“泰山上筑土为坛
为坛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
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为坛
司马光于《册问王道》中谓:“王者受天命，临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统”。
太牢 此为古代祭祀使用的犧牲：六牲]的最高规格,主要用于祭天, 一般是指一只活全牛，而少牢则是大夫一般是指活全羊，

老子, 孔子, 孟子不知道耶和華, 但知道主宰天地宇宙的神是無二主, 以”天”,” 道” 稱之.
摩⻄有五經, 在三千五百多年前奉上帝口喻記載,宣佈了上帝的十誡
•

第一條

不可拜耶和華以外的神；(神是無二主, 只有一位)

•

第二條

不可製造偶像與拜偶像；(神不可以用雕像替代)

•

第三條

不可妄稱耶和華的名字；(不可妄稱奉耶和華的名意: 奉天成運)

•

第四條

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

第五條

應尊敬⽗⺟；(孝)

•

第六條

不可殺人；

•

第七條

不可姦淫；

•

第八條

不可偷盜；

•

第九條

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說謊言)

•

第十條

不可貪心。.

頭三條不就是封禪書所註的” 神無二主” , 後六條不就是四書五經, 人倫道德的啟示嗎!

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編制了五經. 和摩⻄的五經,都包含著在他們生前千百年的記載,
與孔, 孟差不多的年代, 印度出了释迦牟尼. 重視人類心靈和道德的進步和覺悟, 有天堂地獄之論. 但释迦牟尼從未稱神,
是後人把他封神, 請問神是由人來封的嗎? 如果不可以又為何拜他為神.如果基督教是進口到中國的洋教, 那佛教又是什麼?
雖然這些是不同的經文, 但文剛大有共同之處. 雖然孔子沒有直接受命於上帝, 但上帝以將同樣的秤,
透過靈放在各處世人的心裡. 人若沒有靈又如何能知到做到?
上帝選擇了用猶太人來傳達衪的啟示和訓導, 故此聖經中記載的都是圍繞著猶太人所發生的故事
在聖經中好像找不到中國人的蹤影, 沒我們的存在, 那聖經又與我們何關? 答案就隱蔽在這本天書(聖經)中:
以下一段故事, 希望會有幫助:
挪亚(造方舟者)之子, 閃的後裔(創世記:10, 2-5) 與一位黃膚色的妻子擴散, 在巴別塔(創世記11:8)時代往東遷移了. 在那時代,
還沒有摩⻄, 沒有希伯來文, 也就還沒有聖經, 自然這群族也就不會在聖經中出現. 在創世記頭十幾章中的時代, 有一種文字,
就是象形文字. 在巴比塔事件芝後, 沒有希伯來文之前, 中國人就帶著象形文字離開(東遷)了,
之後希伯來文聖經中的記載, 中國人就不得而知了. 但聖經中記載在由伊甸園至巴別塔之間的事, 中國人這群族當時還在,
所以雖沒有聖經, 自然也知道. 上帝在中國人離開的時侯,把啟示放入了中國人的文化裡, 衪知道中國人很聰明,
有一天我們會憑我們的智慧, 找到上帝, 從新回到衪懷裡. 上帝一直在等著我們哪. 巴比塔之後
離開的不只有中國人, 各不同支派的群族開始擴散到世界各地.
又因言語分裂 (創世記:11:1-9) , 以猶太人為核心來傳達上帝的啟示和訓導以無法擴散到各群族, 之後猶太人本身都腐敗了.
所以上帝嚴懲了猶太人, 使他們流浪他鄉一千八百年,
但是上帝不忍心因猶太人的敗落, 就一杆子打死全部人, 于事,差遣耶穌基督到來, 為世人做代罪羔羊,以生命和寶血來,
為世人⾏贖祭, 大赦天下, 從申使令. 讓使徒們把基督的福音傳到全世界各地去, 使世人都能得救,, 所以傳道(福音)

也就是基督徒的天職.
中國文字中的奧秘: 造, 禁, 婪, 裸,船, 來
如果倉頡是造字始者, 以上幾個字是用什麼思考邏輯來創寫…!
造:

神用土做人, 吹口氣, 就會走

創世記: 2:7

禁:

兩樹下的指示, 有一樹的果子不能吃

創世記: 2:16-17

婪:

果樹林下, 女人貪食了禁果

創世記: 3:6

裸:

伊甸園樹後食了禁果後面對神

創世記: 3:7-8

船:

諾亞的方舟裡共有八口人

創世記: 6:8-18

來:

是樹上掛兩人還是十字掛了三人, 倉頡是在基督之前一千多年,為何 就意會到這”來”!

如果你不否定以上的解讀, 那我們可繼續分析: 首先分析一下中國流⾏的宗教: 道, 佛, 儒, 回教說起:

下載於: 維基百科:
道教(Daoism)，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個崇拜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
求⻑生不死、得道成仙、濟世救人。在古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在現代世界的也積極發展。道家雖然從戰國時代即為
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為「以『道德』为核心概念」的哲學家神化了。直到漢朝中後期才有教團產生。张陵在益州（今四川省
）的鹤鸣山修道，创立了天師道，信奉老子為太上老君，建立二十四治作为传教区域。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
唐代尊封老子，說老子（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中原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
中，道教（包括道家、術士等）被认为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尋求有關实践練成神仙的方
法
佛教（Buddhism）: 起源於遠古印度迦毘羅衛國（现在的尼泊尔）的太子悉達多·喬達摩（佛號释迦牟尼佛）在大約⻄元
世紀對於佛弟子所開示的教導，後发
发展为
为宗教
佛又稱如來、應供、佛陀、佛祖、正遍知、明⾏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世尊、大雄。佛教重視人類心靈和
道德的進步和覺悟.悉達多·喬達摩就在35歲時成佛,並對眾人宣揚他所發現的道理。佛教信徒修习佛教的目的即在於從悉達多
所悟到的道理裏，看透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終超越生死和苦、斷盡一切煩惱，得到究竟解脫。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
经⻄域传
传入的。)
儒家:
有時又稱儒學、儒教，東亞地區思想、哲理與宗教體系，中國思想文化主流，前5世紀由孔子創立，脫胎自周朝禮樂傳統，以
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承，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輕徭薄賦
，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保國安⺠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周朝禮樂的主要功能，是與上帝、⻤
神交通，「事神致福」，由巫覡操作

再說回教 [伊斯蘭
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
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古蘭經》造物主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1400年前寫下的言行錄. 經中有六大先知:
[亞當, 挪亚, 亞伯拉罕, 摩⻄, 耶穌基督], 五位來自聖經, 第六位是穆罕默德本人. 怎麼說哪?... 《 古 兰 经》取才舊約聖經,
與猶太人有共同祖宗{亞伯拉罕}.他們的神是否也是同一位呢!) 《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山洞修练时真神阿拉赐给他的启示.
只是除他本人外没有任何人可作旁证；自身也未显示任何特点能使他人相信它是神的启示。相反,借于别的经典
尤其是圣经)的他山之石在《古兰经》中俯拾即是。

各位看到了什麼問題了嗎?
由道教的多神論到佛教的把哲學論數改為宗教, 把人封練成仙. 又再從⻄域傳入中國,到⻤神交通, 由巫覡操作.
說明這些都是由人發明的神/宗教, 与中國本來的 ”上帝” 無關.
因為中國早有的” 上帝” 主宰天地宇宙的神. 是無二主 . 只有一位. 為何後世會有多神宗教?
經與 道只能由”上帝”而來, 而不是由人來編寫創造, 再說以上三位教宗在世時, 並未稱神或奉神指意⾏道.

談到聖經.聖經是什麼? 答: 做人的手冊
聖經共有六十六卷, 上帝經過世世代代四十(多)個先知/使者的手筆, ⻑達一千六百多年期間, 把圍繞著衪的選⺠(猶太人)
的經曆記載下所有上帝對人類的訓導和啟示. 前言後語環環相扣, 比一個作者寫的還精准. 這因為聖經的作者是上帝.
用不同人的手寫下來而已. 是上帝為人所立下的做人手冊. 如何做一個上帝喜愛的人.
100多年來, 無數考古, 歷史學者, 一一不停的正實了聖經中所記載的事,物,地及預言的真實性.
自唐朝以後, 中國人特別心靈空虛, 黃帝們開始到處尋求神靈, 一大堆宗教就開始進註中國. 道教, 佛教, 摩尼教, 景教, 白蓮教…
又因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把自已的上帝忘得個一干二淨. 到了明清年代, 中國本有兩次很好機會, 找回我們的上帝,
但因為天子之貪婪與傲慢而錯失良機, 導致百性胞受了一個世記的戰火懲罰! 這是從何說起呢?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明教, 因而取國號為”明”. 在大明會典中, 28卷
于昔洪荒之初兮. 混蒙. 五行未進兮. 兩曜未明. 其中挺立兮. 有無容聲.
神皇出御兮. 始判濁清. 立天立地人兮. 群物生生.
這象不象創世記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一段經文. (創世記弟一章). 有說朱元璋做過和尚, 但朱元璋是明教徒,
不如說他曾是明教的祭師還適當一點. 也釋解他為何似乎看過創世記. 因為明教…
(明教原,摩尼教,這是一種將瑣羅亞斯德教與基督教、(在武則天年代, 為了與少林佛教竞争)
就與佛教混合而成的哲學體系，屬於典型的波斯體系諾斯底二元論。摩尼教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基督教
的耶稣崇拜、佛教的轮回观念、马吉安主义对于旧约的否定、犹太教的天使概念，以及诺斯底主义的“灵知”思想)
但朱元璋以宗教造反起家，深知⺠间异端的影响。洪武元年，他接受李善长的建议，
下诏
诏禁绝
绝⺠间
间宗教异端，明教也在禁绝之列. 也斷了中國人與有關基督接觸的開始. 直到明神宗朱翊鈞万历十一年(1583年).
意大利教士,利玛窦由羅馬来到中國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
到了清朝康熙, 中國終於有一個信奉基督的帝皇, 但在各方文化的打壓之下,
由其是 梵蒂岡 與 大清的 “礼仪之争”.在1722年，雍正帝徹底推⾏禁教令與⻄方停⽌交往. 從此閉關自守,
使得⻄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被终⽌. 也二度使中國人離開了基督!
同時也錯過了工業革命帶來的科學進步時機, 國力一落千丈. 外寇入侵, [不知者不罪, 知者不做是什麼罪?] 彼康熙害了!
以下是康熙寫的:

聖經的記載和啟示太神化, 是真的嗎!
基督大約誕生於公元前五年, 東方有三位傅士跟著天上的星從遠方來到伯利恒寻找基督. 马太福音(2:2-10)
在漢書天文志記載, 建平二年(公元前五年), 天有異星象: 與聖經的記載吻合.
漢書, 天文志:
二年二月. 彗星出牽牛七十余日. 傳曰. 牽牛. 日月. 五星所從起.
歷數之遠. 三正之始. 彗而出之. 改更之象也. 其出久者. 為其事大也.
(星象意味著新紀元的開始, 不尋常的天文現象, 事關重大)

耶穌基督彼釘十字架時, 天暈地暗. [马太福音27:45]

光武帝七年也正是公元二十七年, 在後漢書又有記載乃癸亥日, 依維基百科推算: 癸亥日
1月31日、4月1日、5月31日、7月30日、9月28日、11月27日

27年、107年、187年

中國的歷史記載, 雖不知道有基督的來臨, 但天象的記錄, 無可厚非! 所以不要用人這點本事去猜疑上帝所能.
沒有信仰人的一般來說都很有自信和自豪, 視自已為核心,傲慢的心態矇蓋了靈的智慧, 彎不下身段, 向神, 府首.
但他們的 靈是空虛的, 沒有起點也沒有方向, 源地盤旋. 他們會問:
1.我為什麼要敬奉上帝? 2.為什麼上帝還容許有壞人? 3.為什麼上帝只選猶太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其他人?
答案1: 我們是上帝造的,那敬奉上帝就如同為什麼要孝敬⽗⺟!
答案2: 上帝不只給了我們生命, 也給了我們自由和選擇, 好與懷是由上帝來定,
但人可以選擇, 神會判斷和償罰.
答案3: 猶太人背著613條律法, 多次背叛, 也多次彼罰, 流浪他么鄉兩千年, 但至今沒彼異邦同化, (猶太人的 DNA
是上帝給的, 所以永遠不會變), 始終順奉耶和華, 自問那國人能做得到?
再說上帝把他們逐出說應許之地近兩千年, 但答应會讓他們在末世之前, 從返家園,再次建國.
這個兩千年預言不是以對現了嗎! 以色列建國(1948) 後, 以一打十的比率, 幾十年來, 屡戰屡勝,
猶太人真得那麼利害嗎! 不是, 是神答應他們的, 所以只有神才做得到. 還要懷疑聖經嗎?
哪本經有此等見証? [但聖經裡有的見証多著哪]
其實中國人很迷信, 只要有人說黃大仙某某事很靈, 一大堆人就跟上去拜. 但說到基督就沒興趣,
這是否因為膚淺的知識, 愚昧的思考,盲目追隨?
人 追求財富, 財富再多也只能在感覺上得到片刻的安慰, 沒永恆意義, 最終都是一場虛 . 就算你不在呼天堂, 永生.
但如果你相信人是有靈的, 那麼起馬可以考慮一下在今生中的感覺,
要有信仰, 靈才能感到充滿, 有了豐滿的靈, 才能解困一切, 沒有了困, 心會平靜下來 愛和喜悅就會自然的流露出來.
別忘了一點: 上帝雖愛我們, 旦並不需要我們, 人要弄清楚. 上帝不只是要我們不做壞事, 還要我們潔淨, 孝順.
沒做壞事不代表無罪, 神對罪的定義不在⾏動, 而是在有念頭時就算了.[世上有誰一生末曾有過貪念, 這就是原罪]
記著, 要敬奉神者才可蒙恩, 要真心懊悔,改過才可得赦免. 心靈暢通得永生!
猶太人流浪了幾千年, 中國人也流離了幾千年, 經過多個世紀, 文化和政治的打壓, 抄家式的迫害, 21世紀
中國基督徒終於得到解放, 是回家的時侯了. 今天世上各種亂像,已早在啟示錄中彼预言了. 倒數以開始了,
主必再來, 至於什麼時侯來, 要看世人什麼時侯,完全壞透. 無藥可救! 到時侯上帝只會寬恕和拯救信奉的人.
希望大家好好想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