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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權威聖經的權威

權威，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字眼，讓人想到 ─

高高在上、指示、命令、要求人臣服、順從。

我們要反對的不應該是權威 authority，
而是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ism，

對權威的誤用與濫用。

要有次序的運作，維持合理的權威概念是必要的，

合宜的權威運用時必須要合法，更需要有愛

否則在濫用跟誤用的情況之下，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我們是反對威權主義，但如果 ─

把權威的基本概念一併否定，不是很明智的做法。

反權威不再是特立獨行人的專利，反成為銳不可當的價值觀，

去權威化 如果不是普遍的氛圍，至少也是開明進步的象徵。

聖經的無誤─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神話」跟「神的話」只差一個字，但是差了很多，

神話 ─ 杜撰、虛假的，不是建在事實的根基上

神的話、上帝的話語 ─ 來自於創造萬有、掌管萬有，

又拯救世人的那一位救主，從祂那裡來的話語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不是基督徒自創的概念，而是聖經的自我宣告…
上帝的話語，很清楚的記載在聖經裡面

我們要期待上帝透過聖經來向我們說話

有人會產生疑問 ─

聖經自我宣告為上帝的話語，

會不會往自己臉上貼金？

會不會循環論證，自己說自己是上帝的話？

聖經的無誤─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任何自我宣告的話語，理論上有三種可能 ─

正確的，百分之百的事實

假的，不折不扣的謊言

真假參雜，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

聖經既然是上帝對祂的百姓、對世人所說的話，

很自然就直接牽涉到我們回應的態度。

我們比較從實際層面，或直接從肯定的角度來說明 ─

聖經確實是上帝的話語，

討論到最後，需要面對信仰、信心的抉擇，

客觀事實的層面外，會牽涉很深主觀認定的層面

主觀的層次跟關係，有密切的關聯，

就好像跟父母、手足、朋友、夫妻之間的關係



聖經的無誤─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循環論證…

聖經自我宣告是 上帝話語的記錄，聖靈揀選、使用，使用，

上帝特定的僕人把它寫下來，具有至高的權威。

會不會成了基於循環論證而宣告的話？

在邏輯上沒有辦法成立呢？

一切系統性的思想體系，

都無可避免、或直接、或間接的會涉及循環論證

當說聖經是上帝話語，很顯然涉及了終極的權威問題，

以上帝、以聖經為最高的權威，沒有比祂有更高的權威 ─

既然如此，以聖經為最後的依據，

以上帝自己為最後的依據，顯然是合理的

反過來說，如果用比祂更低的權威來加以證明，

反而變成是很荒謬的

聖經
自我宣告，這是內證的部分

因著讀聖經、實踐聖經所帶來的生命改變、文明的更新，

聖靈在歷世歷代，在人心中所作的見證，

再再證明聖經是上帝的話語，這是外證的部分

從主觀、客觀，都證明是上帝的話語，表明它的權威性

有一些人、一些的經典，自我宣告崇高的地位，

不一定是真實的，當然須要分辨

聖經的無誤─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一仟元鈔票
印有一仟元、中央印製廠這些字樣

客觀的購買力，證明確實是一仟元

鈔票有可能有偽鈔

聖經的無誤─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希伯來人的話語觀，非常清楚的、特別是上帝的話語，

不僅是一個思想意念的溝通跟表達

上帝的話語就是一個實體、實質，

話語的本身，代表一件事情的成就

這是基於說上帝的話語，帶著創造的大能來的。

我們如果有這樣的認知，讀聖經的時候，絕對不會 ─

帶著一個輕忽的態度來讀，因為神的話語是帶著能力的。

上帝的話語，是帶著創造的大能，

創一多次看到，上帝用祂的話語來進行創造造，，

上帝說，然後事情就這樣成了…
創一3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詩三三6 諸天藉著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著祂口中的氣而成。

詩三三9 因為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聖經的無誤─ 耶穌基督就是上帝的道

約一1-3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老約翰到年紀老邁的時候，又孜孜不倦的見證 ─

約壹一10 耶穌基督就是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啟十九13 騎著白馬的得勝者，就是上帝的道

希臘哲學，洛格斯 Logos、道，是 維繫宇宙萬物的原則，

約翰使用這個既有詞彙，賦予它新的神學意涵 ─

上帝的話「言出必行」

自我揭示，或是自我啟示、自我顯明

道不折不扣是上帝用來啟示祂自己行動的一個媒介，

基督道成肉身之後，就成了 人類認識神、親近神的關鍵，

而且是得救的唯一途徑。



聖經的無誤─ 不可增減之特性

基於上帝的吩咐，在猶太人的傳統當中，

在面對上帝的話語的時候，是帶著極為敬畏的態度態度。。

上帝曾經透過摩西告訴以色列的百姓 ─

申四2 所吩咐你們的話、你們 ─

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好叫你們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

申十二32 凡我所吩咐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

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

目的，就是為了要 維護上帝聖道的純正性跟不可更動性

到啟示錄又被強化 ─

啟廿二18-19 在這預言上，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聖經的無誤─ 不可增減之特性

聖經還記載了很多不體面的事蹟，

像舊約當中 族長的多妻、家庭的糾紛，

大衛還犯了令人髮指的大罪…
聖經從來沒有遮掩醜事，反而把真相加以記錄，

是要說明罪惡的可怕

上帝赦罪恩典的重要性跟可貴

基督教教義的立場，這項原則可以應用在整本聖經 ─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所以不可加添也不可減少。

歷世歷代總有人指出 ─ 聖經裡有不少矛盾之處…
從來沒有人因為覺得有矛盾，而有人能夠去修改

所謂的矛盾，常常不過是讀聖經的人 ─

不明白其中背景、真義，奧妙之下的結論而已

聖經的性質─ 權威性，如何確知聖經是神的話？

1. 神是不說謊的
民二三19 神非人、必不致說謊，

也非人子、必不致後悔，

祂說話豈不照著行呢？祂發言豈不要成就呢？

希伯來書 上帝絕不能說謊，祂是無所不能的，

但是絕對不做跟祂屬性相違背的事情。

2. 真道存到永遠
詩一一九89 上帝的話語安定在天，存到永遠。

新約，耶穌基督站在神性清楚的宣告 ─

太二四35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人類總是在追求永恆不朽的價值，

然而世上有什麼東西是永遠長存的呢？

聖經宣告 ─ 永恆上帝所說的話，是存到永遠的。

聖經的性質─ 權威性，如何確知聖經是神的話？

5. 新約的使徒們多次的見證

舊約聖經所說的話語，

在新約當中都一一的應驗、成就了。

3. 真理的終極標準

約十七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4. 主耶穌自己見證

基督的一生，以及祂所要成就的工作，聖經都有預言都有預言，，

是上帝永恆計畫中的一部份，

祂定意，也使它成就

主耶穌清楚的宣告，舊約為祂作見證，

相信摩西的人，也必然會相信耶穌



聖經的性質─ 清晰性，明白聖經，需要什麼資格嗎？

1. 聖經確有難懂、難解之處

彼後三15-16 保羅信中，的確有一些難明白的地方。

來五11 論到麥基洗德，有一些難以明白之處，

不過那是因為你們聽不進去。

2. 聖經主要的內容，還是清晰易懂的

申六6-7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聖經裡面，上帝心意的表達，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容易明白的。

如果內容無法理解，怎麼可能記在心上呢？

就算記在心上，也很難做有意義的教導，

不懂的話很難談論了。

聖經的性質─ 清晰性，明白聖經，需要什麼資格嗎？

3. 理性認知，是重要的管道；明白的關鍵，在於屬靈的因素

約三3 主耶穌回答尼哥底母 ─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看見不單是指肉眼的看見，而是一種心靈的明白、體會，

心中的眼睛有沒有被開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林前二14 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

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夠看透。

屬靈的事物需要屬靈的眼光，並不是強調只有主觀的層面，

但是這邊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屬靈的光景 ─

跟上帝是不是和好了，跟上帝的關係是不是通暢，

在上帝的面前有沒有渴慕，有沒有順服的心，

跟明不明白聖經，是有密切的關連。

聖經字面的意義不難瞭解，能不能抓得住，主觀要素不能否認。

聖經的性質─ 必要性，聖經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羅十13-17 需要有人奉差遣，才有可能有人去傳道，

有傳道的人，才有聽見的可能性，

然後聽見才可能相信，相信才會求告，

求告就能夠經歷得救，這是一連串的。

聖經就是把上帝的心意、上帝的道、上帝的計畫，

清楚的宣告出來。

1. 聖經是明白福音的重要管道，明白福音需要透過聖經

2. 屬靈的生活需要透過聖經

耶穌在曠野受魔鬼試探，四十晝夜禁食就餓了，

試探人的進前來說 ─ 你若是上帝的兒子，

你可以把石頭變成食物、變成餅。

耶穌回答引用申八3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聖經的性質─ 必要性，聖經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3. 確知上帝的旨意需要透過聖經

申二九29 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

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

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一切的話。

很多人喜歡瞭解聖經並沒有直接提到的，

隱秘的事情，常常是人很喜歡瞭解的；

路德的學生問他 ─ 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前，在做什麼？

路德說 ─ 上帝在預備一根杖，要打問這個問題的人。

聖經沒有直接啟示的，

就是在永恆的計畫當中，上帝不一定要我們知道

跟救恩、對神的認識沒有直接的關係，

就不在上帝直接啟示的範圍

神已經啟示的，卻是我們應該要好好去明白、去瞭解



聖道與聖靈之間的關係

聖道跟聖靈就好像兩個翅膀一樣，缺一不可 ─

聖道就是上帝所啟示的話語

上帝透過聖靈所啟示，作成這樣的工作 ─

在簡明聖道上，需要聖靈的光照跟啟迪

進入神的話語，或抓得住、經歷上帝的話語，

跟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有很密切的關係

聖靈是使人明白真理的關鍵要素

叫人有動力去遵行，

經歷到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顯明

所以不管你的教會傳統，

比較偏重聖靈、或是比較偏重聖道，

其實兩者需要並重。

聖經的無誤

無誤跟三位一體一樣，不是出現在聖經的詞彙，

無誤的概念表達了聖經的思想

三位一體是表達了聖經的神觀

無誤的意思 ─ 聖經所教導的是完整的真理，

而且是可以信賴的。

聖經是終極的權威，而且遍及在聖經的每一個層面。

因著聖靈藉著聖經向我們說話，

所以就尊聖經為我們的權威，

信任聖經，因為它是神聖之書

無誤是指著聖經非常準確的

把上帝所教導我們的話語，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求你引導賜福，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天父，我們感謝你，何等願意我們看見 ─

永恆跟短暫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人生在世，不論我們能夠活多久，都是短暫的；

我們既是你所造的，

又能夠在耶穌基督裡得蒙救贖，

你已經把永遠的生命賞賜給我們。

但願我們常常在你永恆的話語上下工夫 ─

以致於這永恆的生命，不斷的被餵養，

就能更加的健壯，更能合乎你的心意，

也能夠成為你永恆真理的見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