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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啟示特殊啟示
一般或普遍啟示，是聖經所肯定的內容，

但如要建立自然神學，是無法走通的路，

人要認識上帝，需要一個特別的管道 ─ 透過特殊的啟示。

神的顯現─ 舊約聖經中，神是向人顯現的上帝

族長時期，亞伯拉罕還叫亞伯蘭的時候，神多次向他顯現…
創十二7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亞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座壇。

創十七1 亞伯蘭九十九歲，耶和華向他顯現 ─

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創十八1 上帝向亞伯蘭顯現。

都有特別的目的跟意義 ─ 上帝要讓亞伯蘭，更多的認識祂，

亞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上帝對他的顯現上

新約加拉太書稱他是信心之父

神的顯現─ 藉著人的形體

像雅各在雅博渡口或是說毘努伊勒 (上帝的面) 的經歷…
雅各當年從哥哥騙來長子的名分，從父親騙了長子的祝福，

本來是孤身一人，二十年後兒女成群…
他知道，若不是上帝與他同在、保守他，

是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

毘努伊勒的經歷 ─ 上帝以人的形狀跟他摔跤，

創三二24 只剩下雅各一個人在雅博渡口，

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創三二30 雅各給那個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就是

神之面的意思 ─ 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

雅各清楚知道，是 神差祂的使者用人的形狀，

來向他顯明祂自己的心意。

這一個特殊的經歷，是讓雅各繼續走人生道路很重要的基礎。

神的顯現─ 藉著異象與異夢

亞伯蘭對神的認識，有時神直接向他顯現，

有時神在異象中對亞伯拉罕說話…
創十五1 跟四王、五王交戰之後，羅得被擄，

亞伯蘭去救回羅得，得到麥基洗德祝福之後，

神再一次的在異夢中對他說話 ─

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賞賜你。

藉著異夢、異象，上帝對人說話，在舊約相當的普遍。

創四六2 神夜間在異象當中對以色列、就是對雅各說話，

雅各在下埃及之前，上帝先安慰他，再一次藉著在夢中 ─

顯明祂的心意、堅定祂的應許，保證與他同在在

有一天他還會再回到迦南地 ─

雅各的後代、以色列百姓，終究要回到迦南地迦南地



神的顯現─ 藉著異象與異夢

我們不需要追求這些方式，但是也不需要去否定；

更需要用聖經的正典、神已經啟示的真理來作對照。

是有可能的，

特別在阿拉伯世界當中，穆斯林要信耶穌，

需要非常特殊的管道，直接向他們顯現，

或在異夢中、在異象中向他們顯現，

這是今天神還是使用的方法。

新約時期就沒有那麼普遍了，

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道成肉身，聖經的正典典已經完備。已經完備。

如果有人問 ─ 今天，

上帝會不會用人的形狀向人顯現呢？

會不會藉著異夢跟異象，來向人顯明祂自己呢？

神的顯現─ 審判的行動

神的顯現─ 上帝差使者向人顯現

創十八16 - 十九28 記載對所多瑪、蛾摩拉的審判，

乃是因為他們罪大惡極，已經達到神的面前。

出二三20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在路上保護你，領你到我所預備的地方去。

書五13-15 以色列人過了約但河、進到迦南地，

在耶利哥爭戰之前，上帝差遣使者來向人顯現；

約書亞開始還不太確定到底是誰 ─

你到底是來幫助我們的、還是與我們為敵的？

使者說：我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叫約書亞把鞋子脫掉，因為他站的地方是聖地聖地。。

神的直接顯現，可以透過幾種不同的管道。

先知領受啟示─ 話語的啟示

耶一9 上帝按手在耶利米的口上說，

我已經將當說的話傳給你。

賽五五11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先知是上帝話語的出口，神所特別揀選的僕人。

上下文講到另外一個比喻 ─

雨水從天降下，絕對不會徒然返回，

會滋潤大地，成就使百姓收成的結果

要指出的就是 ─

上帝口中的話語 也會滋潤人心，

會在人的心田當中，產生結實累累的果效

先知領受啟示─ 異象與異夢的啟示

舊約的先知，神是用這種方式來帶領他們。

賽六1-13 先知以賽亞蒙受呼召，是在烏西雅王崩的時候，

對百姓來講當然是極大的打擊，

以賽亞就在人心惶惶、連他個人也不知道

上帝要如何帶領以色列往前走的時候，

上帝親自向他顯現，看見上帝的榮耀；

在上帝的榮耀當中，以賽亞看到自己的污穢跟跟敗壞敗壞，，

上帝潔淨他、向他發出呼召，

以賽亞回應上帝的呼召。

聖經記載說 ─ 以賽亞在異象當中，看見神的顯現。

民十二民十二6 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們中間若有先知，

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



先知領受啟示─ 文字的記錄

包含重要的意義 ─

上帝對人說話，有多重應驗的意義在其中，

不單是對當時的人，對往後的人也一樣的有意義

預言的應驗其中有一個特性 ─ 多重的應驗

是先知領受啟示，再加以傳遞延續的重要管道…
賽三十8 現今你去，在他們面前將這話刻在版上，

寫在書上，以便傳留後世，直到永永遠遠。

耶三十1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

你將我對你說過的一切話，都寫在書上。

領受啟示的上帝的僕人、先知們，如果只是自己領受，

對當時的百姓說話，講完了，就結束了

如果筆之於書，做文字的記錄，就可以代代相傳

耶穌基督─ 特殊啟示的最高點、最核心、最關鍵的內容，

在基督裏，上帝親自的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來啟示祂自己。

約一1-4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

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

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與神同在，又跟神畫等號的，就是耶穌基督自己。

主耶穌基督具有兩個特性，

1. 生命在祂裏頭，祂是生命的賦予者、生命的的供應者供應者

2. 這生命是人的光，

光是 自然界生命現象的支柱

基督的光，不單有自然層次，也有屬靈層次的意義 ─

照在人的裏面，使人領受屬靈的生命，

使人屬靈的生命得以復甦、領受生命的活力…

耶穌基督降世為人，是讓我們能夠真正認識神

道或是話語，舊約希伯來人 Davar，
不是抽象概念，乃是能力與行動的彰顯，充滿了動力。

一般人 ─ 話語是心思意念的表達、命令的傳遞

舊約 ─ 話語是一件事實，非僅只於意念表達

上帝的道，從舊約的角度，就是實質的事物，

詩篇 上帝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先知領受道，作上帝話語的出口，

本身也帶著能力

明白神向人所存的 有施恩的心意，

就是恩典，叫人明白真理

主耶穌清楚講到 ─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祂那裏去

耶穌基督─ 新約當中的道 Logos

耶穌基督就是上帝的道，有三種形式：

1. 宣講的道 ─ 基督本身、先知說話是如此，

使徒奉神的名宣講也是如此，

核心是上帝的心意，就是成肉身之前的道

2. 寫成的道 ─ 今天所讀的經文，舊約、新約都是如此

3. 成肉身的道 ─ 主耶穌基督

當使徒約翰用 Logos 或是道，表達耶穌基督的時候，

超越這種概念 ─ 以基督為道，而且是成肉身的道，

上帝心意的顯明

因著道的緣故，使得一切事物得以存在

希臘哲學思想，指事物的理性結構，形而上的觀念，

可以拿來指 宇宙的次序、事物生成的原理

哲學家拿 Logos 作為 宇宙的實體



一般啟示 特殊啟示

對象

目的

內容

方式

方法
結果

危險

全人類

認識造物主宰

以大自然為主

以動作來表示，

像自然界的現象、

歷史的事件

透過理性，讓人

建立科學的知識

高估自然啟示，

進入自然神學的陷阱

看見、承認自己是罪人的人

也是全人類

叫罪人認識救贖主

神救贖計畫中的一切啟示，

跟救恩有密切的關係

動作和話語

帶出神蹟、救贖

憑著信心來領受，

詮釋奧秘的知識，

像三位一體、道成肉身…
低估特殊啟示中的

超然性、超越性

一般啟示跟特殊啟示，是神學家作的分別，

聖經有啟示這字眼，但看不到一般或是特殊的形容詞。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還是維持兩者的差異，

可是否定自然啟示能夠叫人認識上帝，

更不可能透過自然啟示叫人得救

關鍵在於罪 ─ 當人墮落之後，

人的認知能力、面對上帝的狀況，已經受到了矇蔽，

對於上帝在自然界的記錄，沒有辦法正確解讀、詮釋

必須給予超然特殊的啟示，使人獲得對神正確的知識

還藉著聖靈的光照，使人在上帝的作為當中，

看見祂的存在跟祂特殊的心意

以理性或是理智為本的自然神學，

並不享有獨立的價值，需要特殊啟示對照來看，

一般啟示才能發揮真正應有的功能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不單單透過你所造的大自然、

透過道德的功能，你向人說話，

當人墮落之後，靠那些無法對你有正確的認識，

你透過特殊的啟示來向我們顯明。

謝謝你，我們需要透過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才能對你有正確的認識，

在得救的事上有確據、有把握。

願每一個人在認識你、得蒙救贖、領受恩典的路上，

都能建立在正確的根基上，走在正確的途徑當中，

保守我們每一個人，繼續帶領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