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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全備的旨意 ─
關於祂自己的榮耀 人的得救 信仰與生活等
關於祂自己的榮耀、人的得救、信仰與生活等，
人所必須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已經明明記載在聖經內，
就是從聖經中可以推想出正當的與必然的結論。
全備就是我們所必須知道的，
 很多聖經有直接教導，比如婚姻是一夫一妻
 有些聖經沒有直接講的，就是要用推論…
例如 聖經沒有講姊妹可不可以穿很短的裙子，
有講 妹
穿
子
實際有沒有原則呢？有啊，聖經說要端莊，
 穿暴露的服裝，會引誘人有色情的聯想、衝動
穿暴露的服裝 會引誘人有色情的聯想 衝動
 至少在眾人面前，為了不要絆倒人，是應該端莊的
根據這個原則就知道什麼場合要穿什麼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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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何時，都不可以假藉
聖靈進 步的啟示或人的傳統 為聖經加添任何內容
聖靈進一步的啟示或人的傳統，為聖經加添任何內容。
歷世歷代很多基督徒、特別是靈恩運動當中，
歷世歷代很多基督徒
特別是靈恩運動當中
很多人就說他又聽到神的話了…
西敏信條第一節最後一句話
西敏信條第
節最後 句話 —
向聖經作者所作的那一些啟示，已經停止了。
後世的基督徒跟教會當然親近神還可以得到聖靈的感動，
但最好不要說這就是聖靈的啟示，還需要加以分辨
 不能說 — 聖靈進一步啟示了，就為聖經加添新的內容
聖靈進 步啟示了 就為聖經加添新的內容


但在實際上在某一些極端的教派，
但在實際
在某
極端的教派
常常把一些他們認為
神向他們說話 進 步的 示
神向他們說話、進一步的啟示，
就不斷的教導…

如果有明明的紀載，就照這記載遵行
如果沒有 就根據聖經的原則來推測 推論
如果沒有，就根據聖經的原則來推測、推論，
而且會產生正當的、必然的結論

高速公路上的看板…

極端靈恩派

你想聽見上帝新鮮的道嗎？ 可能是禮拜六晚上，
聖靈剛剛跟牧師講的，
來我們教會！
Pentecostal Church
五旬節教會

禮拜天早上 牧師就把
神給他最新鮮的啟示
就講出來了…

越重視這些新鮮的道的教會，就對聖經越糊塗
 表面上沒有否定聖經，實際上沒有好好讀聖經，
聖 模 的時
聖經模糊的時候，就是撒旦趁虛而入的時刻了
是
趁虛
的時刻了


因為太高舉特殊啟示、感動、異象、先知的話語，
 其實是不好
其實是不好，是要加以分辨以後可以作參考
是要加以分辨以後可以作參考
 很多人沒有否認聖經的權威、不敢增訂內容，
可是實踐上引領教會所謂新的啟示、先知的話，
對聖經反而模糊不清、可能犯了大錯

不過我們曉得，為了明白聖經所啟示的得救之道，
聖靈在我們 中的光照是 須的
聖靈在我們心中的光照是必須的。
讀經的時候我們要先禱告 — 不是
不是一個儀式，
個儀式
 聖經不是人的作品，
人的作品用自己的經歷和智慧就好了
 是神的作品，超過一般的智慧、理性，
仰望聖靈來教導 神的靈光照我們
仰望聖靈來教導、神的靈光照我們

並且曉得，某些關於敬拜神和教會行政的事情
基督徒的
基督
和 般為人處世的常識有相通之處
和一般為人處世的常識有相通之處，
知識論
所以也可以藉著人的常識和基督徒的智慧
慎思明辨來安排，但必須完全符合聖經的通則
―因為那是我們永遠必須遵行的。
林前二15a 屬靈的人看透萬事。

求聖靈讓我們能看透 看得準
求聖靈讓我們能看透、看得準。

約十四17、十五26 聖靈是
聖靈是「真理的聖靈」。
真理的聖靈」。
約十六13a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原文是 進入」
原文是「進入」

七、聖經中所記載的一切事，不都是很清楚的，
也不都是很明白地啟示給眾人…
也不都是很明白地啟示給眾人
聖經這一百萬字，當初讀者很明白的，
 有一些是奧秘，以後才會懂的
 二、三千年時空的隔閡，就不能都明白了
但關於得救所必須知道、必須相信、必須遵守的一切事情，
都已經在聖經的某些章節中 很清楚地宣示出來了
都已經在聖經的某些章節中，很清楚地宣示出來了，
所以不單單是有學問的人，即便是沒受過正式教育的人，
只要用正常的方法去讀，都能得到充分的了解。
要 正常的方法去讀 都能得到充分 了解
要仰望聖靈來光照，不是靠自己的知識跟立場
去選擇聖經 判斷聖經
去選擇聖經、判斷聖經
 相信聖經是神的默示、靠著聖靈去了解，
雖然聖經有很多細節不一定可以清楚了解，
但對於救恩之道，卻可以有充分了解


要得到真理的知識，
聖經
載
1. 聖經明明的紀載，
2. 聖靈的光照，讓我們可以明白聖經
聖經沒講的 根據常識來判斷
3. 聖經沒講的，根據常識來判斷，
但不能違背聖經所啟示的法則

八、用希伯來文(古代神選民的母語)所寫的舊約，和用
希臘文(新約寫作時 各國最通行的文字)所寫的新約
希臘文(新約寫作時，各國最通行的文字)所寫的新約，
都是受神直接的靈感，並且由於神特別的照顧與護理，
經過歷世歷代，保持其純正，所以是可靠的。
當這些寫出來成為聖經之後，
神繼續特別的護理 — 保護、管理，
還可以保持它的純正、都是可靠的。
隨著漫長的歷史過程，原文聖經也有產生不同的版本，
 但感謝神
但感謝神，都只是在細節上有小的出入，
都只是在細節上有小的出入
關於整套的教義、救恩之道，
並沒有絲毫的差錯 矛盾
並沒有絲毫的差錯、矛盾
 有些譯本有些字句是有問題的，但很快就會被發現，
問題太多被當作不可靠的譯本，也不會流行下去，
這也是神的護理、保守

因此一切信仰上的爭論，
教會都應當以聖經為最終(最高)裁判。
教會都應當以聖經為最終(最高)裁判
我們對神學、很多教會或信仰的事情，
可能有爭議，要根據聖經來作最高的裁判。
神的眾百姓們有權利 有興趣讀聖經…
神的眾百姓們有權利、有興趣讀聖經
聖經不是寫給神學家，是給神的眾兒女、眾百姓的
 信主以後對神的話、神的心意會渴慕、想要了解
信主以後對神的話 神的心意會渴慕 想要了解


而且，有義務照神的吩咐，
存著敬畏神的心去誦讀和查考聖經；
但因為他們並不是都通曉這些聖經原文，所以聖經
必須隨著神的話語所到之處，翻譯成當地的方言。
馬丁路德主張翻成方言，花很長時間把聖經翻成德語
馬丁路德主張翻成方言
花很長時間把聖經翻成德語
 改教先鋒威克里夫，把聖經翻譯成英語


九、解釋聖經，有一個一定不會錯的法則，就是聖經本身。
所以如果想準確地、完整地了解某一處經文
想準
完整
某 處 文
到底是什麼意思，就應當先參考其它比較清楚的經文，
藉以查究並了解其真義。
藉以查究並了解其真義
以經解經
用串珠聖經，
聖經專家把一些重要的、相關的經文，
把它列在串珠聖經裡面
 看上下文，這節聖經難懂，
上下文看一看，大部分都有線索


可四 耶穌講撒種的比喻，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往下看，耶穌就有解釋了…
很多的經文從上下文，前面、後面反覆看一看，
多讀幾遍，其實可以比較了解。

中世紀，這句話在改教的時候很有意義的 —
 那時羅馬公教 (天主教)
是反對把聖經翻譯成方言的，甚至把
翻譯成方言的人當作異端、把他處死
處
 西敏信條很清楚的宣告應該翻譯成方言，
可以讓神的兒女更快的明白神的話、神的心意
好讓他們能將神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各人心裏，
使各人都可以用神所喜悅的方式去敬拜祂，
並藉著從聖經所得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這個世界有很多跟我們的信仰格格不入的，
 從聖經可以得到忍耐的功夫
從聖經可以得到忍耐的功夫，
來忍耐這些跟我們信仰衝突的事情
 很多的苦難
很多的苦難、艱難，可以從神的話得到安慰
艱難，可以從神的話得到安慰
 很多讓我們灰心的事，從神的話得到盼望

以經解經相關經文並不是亂串一通，
九十九隻羊
隻羊 + 亞伯拉罕獻以撒樹枝上一隻羊…
獻
樹枝
隻羊
以經解經不是 隨便拿一節來解釋這一節。
正確的例子 — 亞伯拉罕獻以撒，在表達因信稱義，
可以看新約其他的地方，
 來十一 亞伯拉罕因著信離開故鄉到迦南地，
 上帝使無變有 — 夫妻年老得到兒子以撒
 因著信就把以撒獻上，讀舊約這太難懂了…
亞伯拉罕相信上帝可以叫以撒從死裡復活
 羅四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使無變有、使人復活的神。
使人復活 來十一 就有解釋了…
使人復
解
正確的意思在描寫亞伯拉罕的信心，
因為他有這樣的信心，所以上帝就稱他為義，
上帝算他是一個義人、是個完全人。

十、信仰上一切的爭論、教會會議一切的決議、
古代作家的意見、人們的教導和個人的感動，
代作家 意
教導
感
都應當以聖靈在聖經中所說的話為最高裁判，
如此檢驗 審察所得的結論
如此檢驗、審察所得的結論，
我們都應該心悅誠服。
我們承認有一些事情聖經也沒有交代，
 如果怎麼查考都沒有答案
如果怎麼查考都沒有答案，
表示那一件事情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大部分有爭議的事情都有交代，
照 第十節 所講的，
可以得到指示、而且就應該心悅誠服
我們把已經有答案的好好去遵行，
這 生就可 忙得不亦樂乎了！
這一生就可以忙得不亦樂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