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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熟悉的自然，也就是天地萬物，
也是在表達上帝的啟示 ─ 自然界顯明神的
智慧，
偉大的智慧才可能創造精巧的自然界
權能，
祂的權能才能創造這麼偉大的天地
良善，
表達祂對人類、動物的照顧
規律，按著神的自然律在運轉
美感，
把玫瑰花剪下來、把菊花的花朵剪下來，互相對調，
發現很不配，是有經過設計、有他的美感
榮耀，自然界美感、協調，在表達上帝各方面的榮耀 —
秩序、規律、精巧、愛、善良、豐富、照顧我們…

一、大自然 ─ 道家的名詞
這個自然界從那裡來的？
 不是說造物主創造的
 強調自然而然，本來就這個樣子
我們要用 般人熟悉的觀念來談自然
我們要用一般人熟悉的觀念來談自然。

詩篇第八篇，是美國太空人阿波羅十一號，

登陸月球前 在太空中所朗頌的詩篇
登陸月球前、在太空中所朗頌的詩篇…
1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3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4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在天地之間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也感受祂的照顧、顧念、眷顧，
受祂的照顧 顧
眷顧
許多的設計都讓我們可以生活得美好。
 神有智慧的設計、有權能來創造、維持照顧
神有智慧的設計 有權能來創造 維持照顧
 對我們的良善跟照顧、保護我們、供應我們，
從自然界可以得到食物 可以生活
從自然界可以得到食物、可以生活
 有規律的、美感的、有各方面的榮耀！

徒十四16-17 祂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

二、人心的本能 ─ 認識神

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
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
就如常施恩惠
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
這些證據在天地之間，表達神恩惠、良善、慈愛的照顧。
羅一20 自
羅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造天
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 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上帝是靈，不是物質、不是看得見的偶像，
 藉著所造的萬物就可以曉得 ─
萬物是神的作品，可以認識他的永能
 叫人無可推諉 ─ 沒有藉口可以否認上帝
 好像看一篇好文章，對作品表現出來的
美感 趣味 智慧，對作者也就有些認識
美感、趣味、智慧，對作者也就有些認識
一般啟示最常看到的 ─ 從自然界來認識造物主。

二、人心的本能 ─ 知道善惡
人雖然墮落離開上帝 但沒有喪盡天良 還知道是非
人雖然墮落離開上帝，但沒有喪盡天良、還知道是非。
羅二15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

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因為還有是非之心，各國都還有根據是非原則
所訂的 些法律 以至於才可以正常運作
所訂的一些法律，以至於才可以正常運作，
 如果連人類法律都脫離神所訂的基本法則，
整個社會國家 世界就要大亂了
整個社會國家、世界就要大亂了
 但感謝神，多數人都還可以知道是非…
人際關係很多的規律，都還有常規可循
為什麼不同地區的人，有同樣基本的倫理道德？
 因為上帝把是非之心放在人各種種族裡面
 有共同的核心價值，也見證上帝放在人心中的普遍啟示

羅一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

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神的事情無限偉大，我們有限的頭腦、心靈，
 不可能完全認識這一位超理性的上帝
 但是可以知道的部份可以盡量去知道 ─
原來就顯明在人心裡，人裡面就是有本能
 不要用進化論、無神論去洗腦，人的本能知道有造物主
以前蘇聯總書記赫魯雪夫去聯合國開會，美國記者採訪他：
「你是無神論嗎？誰曉得你真的是無神論呢？」
他說：「上帝知道…」這是人原來的本能，
 1992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人又回到有神論
 中國文革後期、改革開放，很多人信耶穌…

三、歷史 ─ 表明神的主權，證明朝著神定規的方向來發展
好像非常荒唐，實際上帝是暫時任憑人爭權奪利
 歷史是不能超過神原來的計畫，尤其是救贖計畫…
耶穌被釘十字架，表面是猶太教的領袖
跟當時的政府合作把耶穌害死、像是人亂搞；
實際上帝任憑他們如此，卻要成就他的美意，
讓耶穌這無罪的替我們受死的刑罰，達到救贖的目的


歷史上很多事件對當時的時代、對不認識神的人，
不 定有意義 可是對神要完成的計畫是有意義的…
不一定有意義，可是對神要完成的計畫是有意義的…
 二千年來救贖、宣教計畫，在人的歷史中發展出來，
看見神的手掌控世界，
繼續完成他的計畫跟旨意
 有些真理、上帝定規的法則，
在歷史當中彰顯出來，例如暴政必亡…

雖然一般啟示 ─ 大自然、人心、歷史，
都
都可以對上帝、對上帝的真理有一些認識，
對 帝 對 帝 真 有
識
夠不夠呢？絕對不夠！有四方面的不足…
一、缺少對救恩的看見
自然界雖然可以彰顯上帝 可是超自然的事情
自然界雖然可以彰顯上帝，可是超自然的事情
卻很難在自然界裡經歷到，尤其救恩這方面，
 當人類在墮落跟苦難中，人有想很多辦法要救自己，
當人類在墮落跟苦難中 人有想很多辦法要救自己
但是都沒有真正的讓人類得救
 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一般啟示
在 般啟示
所有的宗教家、哲學家、道德家都想不出來，
 是人從人心
是人從人心、自然、歷史沒有辦法看到的
自然 歷史沒有辦法看到的
 唯有上帝的聖靈，尤其是進一步
藉著耶穌基督的降生彰顯出來了
這是超自然的啟示，一般啟示沒有辦法的。

四、受限於人的經驗跟成見，忽略了超自然的因素
人看慣了自然界的一切，就當做理所當然的，
但實際上真理或知識，不是只有看到的自然界而已…
 自然已經偉大的不得了、幾乎無限了，
天到底有沒有邊界？
如果有，那邊界的外面又是什麼呢？
 自然界好像偉大的無邊無際了，
人不斷的研究好像研究不完
但是受造的物質界還是有他的限制，
但是受造的物質界還是有他的限制
 真理不是在物質界、自然界、人心跟理性的範躊而已，
人以為這些就是 切了
人以為這些就是一切了
 但人常常就忽略了還有比這個
更寬廣、更偉大、更超越的境界存在，
這是一般啟示的不足

二、忽略了罪的影響
人離開上帝以後，
人的罪讓人的理性很多盲點跟偏見，
 以為自己的理性很厲害，實際上有成見、盲點、偏見
 常被自己預設立場所控制，並沒有想像中的客觀
例如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就會對其他民族產生偏見，
這是人因為罪所產生的自我中心、驕傲跟偏見
三、知易行難
從 般啟示雖然可以知道 些真理
從一般啟示雖然可以知道一些真理，
可是因為罪的緣故，知道了卻做不出來 ─
 知道了善，卻不去做；知道惡不好，卻偏偏去做
知道了善 卻不去做；知道惡不好 卻偏偏去做
 連保羅要感嘆「我真是苦啊！」羅七24
這是 般啟示力量不夠 純知識是死的
這是一般啟示力量不夠，純知識是死的，
不能讓你自動就達到真理的境界，是他軟弱有限的地方。

上帝就賜下特殊啟示，讓我們對真理的認識可以比較完整，
又稱為超自然啟示 主要有三方面
又稱為超自然啟示，主要有三方面…
一、神的顯現
 不常常出現，在歷史、在聖經中記載了好多次
 最高峰、最長久一次，是二千年前耶穌道成肉身，
來到人間三十多年、向人顯現，讓人對神有真切的認識
二、最常看見
二
最常看見神的默示，又稱為靈感，
 兩個字拼起來的 ─ 神、吹氣，theopneustos，感動
 無論舊約、新約，氣跟靈是同一個字
 神所默示的意思，是神的靈來感動
 綜合歸納來做一個定義︰
神的靈特別保守某些人，使他們毫無失誤，
把所領受的特殊啟示傳達出來變成聖經，
一方面口傳，一方面筆錄

寫聖經的有四十幾個人，不是每句話都是從聖靈直接聽到的，
其中有
其中有一部份是別人告訴他們的…
是別人告
摩西寫摩西五經，尤其像創造的故事，
有沒有可能是媽媽跟他講的呢？大有可能！

默示的範圍 ─ 正統神學相信 全本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啟廿二18-19 這書的見證，是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刪減的。

這是天使跟約翰講 啟示錄每 句話
這是天使跟約翰講，啟示錄每一句話
都是出於聖靈的默示，不可以隨意增減
 這個原則可以應用在全本聖經，經過教父
這個原則可以應用在全本聖經，經過教父、
初期教會的印證已經確定，到現在沒有改變


路一1b-3 有好些
路
有好些人提筆作書，這些事我既從起頭
提筆作書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

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路加不是耶穌的門徒，是用採訪跟過耶穌的人，
路加不是耶穌的門徒
是用採訪跟過耶穌的人
那些人也是得到神的默示、聖靈的保守跟感動，
把準確的內容告訴路加 路加才可以寫出路加福音
把準確的內容告訴路加，路加才可以寫出路加福音。

神的默示包括寫聖經的人、
把內容告訴作者的那些人，
是一個聖經特別的名詞 ─
提後三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三、神蹟奇事 ─ 讓人對上帝有一些經歷跟認識，兩個目的…
1 配合祂的救恩：有些人聽見救恩之道就信了，
1.
配合祂的救恩 有些 聽見救恩之道就信了
有些人還要看見神超自然的作為跟帶領才信
2. 彰顯神的慈愛、權柄、管理、同在、智慧大能，
彰
慈愛 權
管
慧
藉著神蹟把神的神性表現出來，
讓人可以快速的來經歷祂
一般啟示、特殊啟示其實是有重疊的，
例如聖經是屬於特殊啟示，
是聖 中有 有
道
生哲學
可是聖經中有沒有做人道理、人生哲學呢？
 當然有，譬如傳道書、箴言…
 可是因為他不夠，所以神賜下特殊啟示
可是因為他不夠 所 神賜下特殊啟示
這兩個的關係就是有重疊、可是有上下的關係 ─
特殊啟示 超自然啟示是在 般啟示之上
特殊啟示、超自然啟示是在一般啟示之上，
而且是給信祂的人才能夠領受的。

逐字默示 ─ 不同的翻譯本彼此有一些細微的出入，
抄寫、翻譯的過程，可能產生一些差錯，
抄寫
翻譯的過程 可能產生 些差錯
還好神的靈保守，比較好的翻譯本都是很嚴謹的
 聖經無誤、逐字默示，是起初這四十幾個作者
聖經無誤 逐字默示 是起初這四十幾個作者
領受聖靈感動所寫下來的底本或叫原本，是無誤的，
後來的小差錯 是瑕不掩瑜
後來的小差錯，是瑕不掩瑜
不要因為小小的出入而否認了聖經的權威，可是因小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