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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启示的限制
第六讲…
第六讲
…

普遍启示的限制与模式

普遍启示的功用，使罪恶得到抑制；
指出人的罪咎、特别良心功能发挥的时候；
指出人的罪咎
特别良心功能发挥的时候；
激发人宗教的需求。

普遍启示让人有宗教的情操、需求，会去寻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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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现世性的、来世的、超越的、超自然层面的事物。
在人堕落之后，人就有限制 ─
 人有宗教心，却不能够让人真正的来认识神
 罗一 当人堕落之后，没有把真神当成神来敬拜，
反而把很多不是神的人事物，当作神来敬拜。
民间宗教或是一般的宗教，
人物 自然界的现象
人物、自然界的现象、
动物，可以成为神明…

开始播放

人里面有良心的功能 ─
 做得正确，良心称许；做得不对，良心警戒、感到不安
做得正确 良心称许 做得不对 良心警戒 感到不安
 绝大部分的人，良心提醒他的时候，多数是置之不理
人在面对错误、犯罪的时候，有好几种处理的方式：
 否定，没有、这个没错、没有罪
 合理化，大家都这么做，怎么会错呢…
合理化
家都
怎 会错
 用遗忘、压抑的方式
最糟糕的就是，没有去面对错误、面对问题，
良心不安的时候，走的是
，
积功德、自救的路线 ─
 既然做错一件事，那就去做一些好事，来弥补吧
 如堕胎，良
如堕胎，良心不安，就到婴灵庙去膜拜
不安，就到婴灵庙去膜拜
这些处理的方式，不能让人里面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
唯 解决的途径 就是要得到 ─
唯一解决的途径，就是要得到
上帝饶恕跟赦免，才是真正解决的途径。

普遍的启示让中世纪各类的论证法兴起…
中世纪哲学家阿奎那，
最有名「五路论证法」─
人在理性的指导之下，由果推因的方法，
人可以靠着理性，推论出上帝的存在。
事物被推动

有一个力量推动

另一个力量推动…

一切的起源

上帝
事物存在 原因造成存在 另一个因素的结果… 不是任何因素的结果
第一因

阿奎那在普遍启示的基础之下，做了这样的推论，
只能够证明创造的上帝，没有办法推演出救赎的主。
所以一般启示 不足以作为基督教的根基。

阿奎那所建立的自然神学，1965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确认 ─
 人可以借着或是透过可见的自然事物，来发现上帝
人可以借着或是透过可见的自然事物 来发现上帝
 纵然没有圣经、不藉特殊启示，人还是可以认识上帝
有神学家对自然神学
然神学提出批评…
 人堕落之后，本性之光受到亏损了，
要不没有办法认识神，要不不承认神的存在
 要明白神在大自然当中的启示，是需要透过信心的，
来十一3 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语造成的。
 最糟糕的就是本体类比法，把上帝贬低到自然事物的层次，

对一般启示，不同的神学立场，各有不同的评价…

自由派的神学家
 过度高举
过度高举一般启示
般启示 ─

人人心中都拥有神性的成分，
在耶稣身上 把神性成分 发挥到淋漓尽致
在耶稣身上，把神性成分，发挥到淋漓尽致
 圣经，特别新约，不过是人类宗教经验的记录，
跟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 才享有特殊的地位
跟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才享有特殊的地位


 上帝在人类宗教经验当中，自我启迪，

是不是足以让人可以经历救恩呢？

大大的减损了上帝超越的神性
 所推论出来的
所推论出来的上帝，绝对不是圣经所启示的
帝，绝对不是 经所启示的三
三一真神
真神



自由派神学家认为是的，
 上帝的临在，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得到
 只要注意、开发，这个人就可以达到得救的境界



可是以圣经为基础，我们否定这样子的可能性

 启蒙运动的时期，被康德批判得体无完肤 ─

就算五种论证的方式，从作品推论出作者、设计者，
如何知道，那就是宇宙万物的真神、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呢？

对一般启示，不同的神学立场，各有不同的评价…
在二十世纪神学发展，另外有一个争锋相对的立场，
卡尔‧巴特 ─ 危机神学，完全否定自然启示的存在，
跟自由派神学家的看法，背道而驰…
 不认为透过创造之工，包括 ─

人的良心、上帝在历史中掌权等等，
人可以认识上帝 他否定它的可能性
人可以认识上帝，他否定它的可能性
 不认为 透过观察大自然，就能建构出神学，

对于阿奎那的看法全盘否定
 愿意承认 ─ 上帝不可见的事物，

可以在世界上看见
 可是天然人的状况是常常视而不见，
因为他们心灵的眼睛是瞎的


启示的四种模式 ─ 启示就是教义
强调启示的客观面，
是保守的福音派、天主教新经院学派的立场。
 圣经是传递启示的媒介，形式是命题式的 ─

用肯定的词句把它表达出来，举例：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所带出来的直接效果，就是认知
 基本信念：透过启示，可以明白上帝清楚的定义，

人的确可以在启示当中，清楚明白真理的真实性
 真理是可靠的，可以真知、但是不能够全知
 虽然比较强调知识跟理念的传递，但并不那么样的狭窄，

包括上帝的同在、人类经验的转变、生命的改变，
包括上帝的同在
人类经验的转变 生命的改变
也可以在启示的当中显明出来

启示的四种模式 ─ 启示就是同在 Presence
受到犹太裔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影响，
布伯的名著《I and Thou 我与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位格间的互动，
有思想、情感、意志，是一种全面的交流
 人际关系最大的问题，就是常把对方物化了

启示的四种模式 ─ 启示就是同在 Presence
有两个特性，
1. 历史性的 ─ 发生在时间跟空间里，
是非常具体的
2 有位格、个别性、个人性，
2.
个别性 个人性
上帝的行动就是上帝的位格

启示就是同在，
 强调主观、关系的层面
 目的是建立在一种位格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上；

简单讲 ─ 建
建立个人性、有位格存在者之间的关系
个 性、有位格存在者 间 关系
 基本理念：启示是上帝一种个别性的、位格性的沟通，
是上帝在信徒中间 种位格性的或是个人性的同在
是上帝在信徒中间一种位格性的或是个人性的同在
 所提供的绝对不会仅止于资讯跟知识而已

启示的四种模式 ─ 启示就是经历
上帝借着个人的经验来启示他自己 ─
人透过宗教经验 非常高举宗教经验
人透过宗教经验，非常高举宗教经验，
主观的经验就变成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
不能否认，主观的经历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单以主观的经历 ─
 作为启示的唯一管道，或是最主要的管道，

会产生问题的
 主观压过了客观，
个人的标准压过了普遍的标准
纵然启示就是经历，有它的价值，却有它的弊病。
有它的价值 却有它的弊病

Brunner 二十世纪有名的神学家，
他在一本书Truth as Encounter
就是以 面对面
面对面、会遇当成真理
会遇
真 ─
 真理是在会遇的当中，在碰头的当中显明出来的
 启示就是上帝把他个人的同在传递在人的里面，
启示就是 帝把他个人的同在传递在人的里面，
神借着赐下他自己，传递他的主权跟慈爱

启示的四种模式 ─ 启示就是历史，德国神学家潘能博…
历史就是启示，或说历史有能力成为启示，
强调启示普世性跟公众性的特色。
 普世性的历史事件不仅可以被辨认，

而且应该要被解释成 就是上帝的作为
帝
 神在圣经的自我启示，大多数不是直接的显明，

而是间接 借着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来加以显明
 启示需要到末了，才能够完全的了解
 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是公开的、是普世的，
中的启示是公开的 是普世的

代表任何人都可以看见、都可以察觉
 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
最具体的表现 就是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
 基督降生不是独立事件，从以色列的历史就可以知道
 复活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事件，
复活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事件
是上帝的爱，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中心事件

启示的四种模式 ─ 有互补的关系，不是只能一种模式存在。
今天还有启示吗？
用比较严格的标准，涉及上帝属性、救恩的了解，
旧约、新约正典形成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启示。
有人会比较松散的说 ─ 上帝启示我做这个、做那个…
上帝启示我做这个 做那个
光照、指引
主耶稣清楚的告诉我们 ─ 圣灵保惠师来，
，
是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
而且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叫我们明白、经历跟体会。

神的启示已经完备了，已经记录在正典的当中，
圣灵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乃是要用已经启示的话语，
叫我们真正的认识神，光照、带领我们，
叫我们真正的认识神
光照 带领我们
使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天父，我们感谢你，

祷告

你乐意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
你的启示，特别透过你所拣选的人，
记载在 经当中，
记载在圣经当中，
让我们可以从圣经、正典的经文当中，
对你有 个全备的认识。
对你有一个全备的认识。
求主给我们动力，让我们能够下工夫，全面的来读圣经，
好叫我们能够对你先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好叫我们能够对你先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并求圣灵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也能够与日俱增。
我 在
够
增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