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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十一7 你考察就能測透上帝嗎？你豈能盡情測透全能者嗎？

除非上帝主動向人顯明祂自己、決意讓人認識祂，

否則沒有人能夠認識上帝。

啟示的概念啟示的概念

日常生活也會用啟示：你一番話給我很大的啟示。

差不多等於說 ─ 給我很多的啟發、啟迪

聖經說到啟示的時候，是顯示出聖經獨特的內容 ─

關鍵是源頭，不是任何的人、事、物，乃是上帝

跟 認識上帝、明白上帝為人預備的救恩，有密切關係

明白神的旨意、瞭解祂的作為、

領受祂的恩典跟福分，是有關的

上帝為什麼要要賜下啟示呢？

為了要讓我們認識祂，領受祂的恩典。

啟示，用在名詞或是動詞都可以…

動詞 ─ 顯明、顯露、指示，

好像看戲之前，舞台的布幕是關閉的，

正式開場布幕拉起，

原本隱藏在幕後的一切事物就呈現出來 ─

原本看不見的，現在看見了；原本隱藏的，現在顯明了。

太十六 耶穌問門徒們：你們說，我是誰？

彼得搶先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 ─

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有關耶穌的身分，祂對門徒有講過，

其他的人，無法接收那個訊息

彼得接收了，而且回答是正確的，

他的瞭解是基於上帝直接的啟示

啟示
動詞

啟示，動詞…
耶穌在加利利傳道不順利的時候？耶穌怎麼面對呢？

在祂禱告中，就曉得祂如何從真理的角度來看這事…

太十一25 那時，耶穌說：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

向嬰孩就顯出來。」

很多人覺得自己很聰明、懂很多，

可是對於上帝的事，人靠自己、靠理性，是無法理解的，

就好像屬乎上帝的事情，向著人是隱藏的一樣

向著嬰孩呢？耶穌說 ─ 天父的啟示，

向他們是敞開的、顯明的、顯示出來的。

可見領受啟示，跟一個人有沒有 ─

謙卑的心、單純的信心，有很直接的關係。

啟示



啟示，名詞 ─ 有表明、照亮、顯示的意思…

弗一17-19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啟示跟奧秘有什麼關連性？

聖經講奧秘 ─ 屬乎神的事，在啟示之前，人是無法明白的，

當祂顯示、啟示出來之後，就變成可以明白的事情，

當然還需要聖靈的光照。

保羅在傳福音的時候，有很深切的把握、肯定，

他是一個明白基督奧秘的人，

關乎上帝如何差耶穌基督來，如何施行拯救。

關鍵在於 ─ 保羅是一個領受啟示的人。

對啟示的幾種誤解

1. 非指壓力與個人靈感下產生的幻覺

在極大的壓力，或是自我宣稱的靈感之下，

所聽到聲音或是領受特殊的旨意

用藥物，產生幻聽、幻覺，不是聖經所說的啟示

2. 非指信經的內涵或構思的神學體系

信經是在 陳述啟示的內容，或把啟示內容

讓人容易明白、有條理的表達，不是啟示

宗派的信條，或是偉大神學家的神學理論，

也不享有啟示的地位

3. 非取得知識與解決問題的途徑，不要跟預感混為一談

解決問題是需要智慧的，需要在人的努力之下，

從上帝領受聰明智慧，用正確方法、下腳踏實地的工夫，

去研究、明白，造成科技的突破，都是需要去努力的

聖經

信經

信條

惟獨聖經

啟示的必要性 ─人的受造地位

創一26-27 上帝按著祂的形像跟樣式造人，

使人領受與神溝通的基礎跟可能性。

神按祂的形像樣式造我們，人跟神之間有相似的地方，

人在地上就是神的代表，

人的尊嚴是在於是按著神的形像受造

是我們可以認識神，或是神啟示的時候，

人可以明白的一個關鍵

它的差異性，就是神的無限、人的有限，

神造物主的地位、人受造的地位，

是一個本質的差別，不是量的差別而已

所以如果沒有啟示的話，

人是沒有辦法憑空想像去認識神

啟示的必要性 ─ 人類墮落的光景

本來人跟神之間的溝通有一個通暢的管道，

但是當人 悖逆，不遵行神的旨意，進入墮落的光景，

帶來死亡、與神隔絕，造成與神溝通的斷絕…
人逃避神，憑著己意受迷惑去敬拜事奉假神

如果沒有神的啟示，沒有神親自來告訴我們 ─

祂是怎樣的一位、祂行事的法則、祂的心意，

人無法靠自己來認識神

啟示的必要性 ─ 正確知識的根源

林前二10-11 惟有神的靈能夠參透神深奧的事。

啟示就是一切知識的根源，

包括關於神、關於人、宇宙的知識，

神向人開啟的，人才可能有機會明白。



啟示的兩個方面

普遍、一般的啟示 特殊的啟示

對象全人類

叫人認識造物主宰

大自然為主

動作來表示，如

自然界的現象、

歷史的事件

都是罪人，被聖靈光照後，

人才看見、承認自己是罪人

叫罪人認識救贖主

神在救贖計畫中，

所採取的步驟、內容

以動作、言語，

帶出神蹟、救贖、話語

目的

內容

方法

普遍啟示的途徑 ─ 不是上帝直接說話，

而是透過事物來顯明或傳遞的。

1. 神透過創造，向人顯明祂的心意

諸天述說祂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

本來看見大自然，人就應該看見 ─

背後的設計者、創造者，就是上帝。

羅一20 自從神創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當人墮落之後，大自然成為人敬拜真神的絆腳石；

基督徒在大自然當中頌讚神，不是因為有特殊的能力能力，，

而是因為 已經得蒙救贖，知道神是創造者

一般人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的

普遍啟示的途徑 ─ 道德經歷，良心的功能

羅二14-15a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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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律法是刻在心中，是來自神的要求，

跟摩西律法的形式不太一樣，但意義跟內容上相同

因為是普遍啟示的一部分，所以在人的心中都有

2. 良心不是道德標準的來源，只是告訴人，遵行了有多少；

人是具有道德性，也表明都要向上帝負責 ─

做對了，良心會稱許他，做錯了，良心會指責他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會理會良心

如果得救與否，關鍵在於有沒有信耶穌，

沒有聽過耶穌的名字、或是基督降生之前，怎麼辦？

普遍啟示的途徑 ─ 道德經歷，良心的功能

羅二15b 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3. 他們的思念…

在人際互動當中所產生，所謂的公理、公平 ─

到底人做的，符不符合正確的標準。

如果得救與否，關鍵在於有沒有信耶穌，

沒有聽過耶穌的名字、或是基督降生之前，怎麼辦？

這些外邦人的行為、良心、對彼此所做事情的道德判斷，

形成三重的見證，證實律法所要求的行為，

是刻在他們的心中，末後的審判會根據這些。

到底有多少人能夠用普遍啟示、良心的功能，

判斷能否站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最終還是會有公平的評判。



普遍啟示的途徑 ─ 上帝的護理

宇宙就像上帝製造的鐘錶，發條像讓宇宙運作的自然律，

發條上完、鐘錶匠就走了，好像上帝不再過問世事

等到發條的力量沒有了，鐘就停擺 ─ 世界會結束

這樣不負責任，或是無能負起責任的上帝，

不是聖經所啟示的上帝。

護理 providence，從預先跟供應這個角度來談的，

意思是看顧、掌管、帶領 ─ 上帝不僅創造，

也管理、看顧，是宇宙萬有、人類歷史的主宰主宰。。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理性主義抬頭的時候，

歐洲從英國開始，對於聖經愈來愈覺得很難瞭解、接受，

有一派就對基督教信仰內容，做合理化的工程，

其中把上帝觀做了改變，叫做自然神論、理神論 ─

只相信創造的上帝，不相信上帝繼續掌管宇宙萬物。

普遍啟示的途徑 ─ 上帝的護理

1. 聖經的護理觀 ─ 直線的史觀

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祂是歷史的主宰。

人類的歷史有一個開始，

以上帝的創造為開始

也將會有一個結束，

以基督的再來，末日的審判，

作為人類在地上歷史的結束

人類歷史中的最高點，

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人

最關鍵的就是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工作

護理，就是表明這樣的瞭解、信仰。

普遍啟示的途徑 ─ 上帝的護理

2. 報應的觀念

如果沒有報應、沒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人世間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

可是世間的確不是善人都有善報，惡人下場都悲慘，

所以有人就會再加一句說：「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聖經 ─ 善惡的標準不是看個人或是社會，

是由上帝來決定 ─ 更重要、終極的標準，那是上帝

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內心深處，

我們只能看到人的外表，

很難看到人內心深處真正的動機

在今世，上帝並沒有立即公開懲罰一切的罪惡，

乃是因為祂還有最後的大審判 ─

上帝的國將要全然的降臨，罪惡的權勢終必敗亡。

普遍啟示的途徑 ─ 上帝的護理

聖經清楚的講到 ─ 我們活在地上所需要的一切恩惠，

陽光、雨水、空氣、大自然、自然律的運作，

之所以有次序

讓人透過基本的努力，

就可以得到供應跟生活的維持

都是上帝的護理、供應、賞賜。

為什麼是普遍的啟示呢？

因為同時是普遍的恩典，

不是只有基督徒才能享受，非基督徒也可以，

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上帝是如果就行為好壞，而在施予有所差別的話，

大概沒有太多的人，可以繼續存活下去。



普遍啟示的功用 ─ 罪惡受到抑制

羅二14-16 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人心中。

律法的功用在神學或是教義學上來講，大概分成三大功用…
1. 政治或是民法上的功用

律法英文就是 Law，不管翻成律法或是法律，

共通性，是具有賞善罰惡的條款在裡面。

只要制定法律，而且嚴格執行，

必然可以減少犯罪，建立一個有次序的社會。

2. 神學或屬靈的功用

羅馬書 律法是叫人知罪，同時是訓蒙的師父，

預備人心來歸向基督。

如果沒有律法的標準，人常常會很容易自以為義，

當律法的要求放在人的面前、而且被聖靈光照，

人才能夠看見，原來人靠自己根本是做不到的。

普遍啟示的功用 ─ 罪惡受到抑制

2. 神學或屬靈的功用

3. 信了耶穌之後，律法成為生活的準則、指引

聖經的標準，不是分幾種等級，是用兩種標準來看 ─

做到了，而且全部做到，滿分

如果有一條沒有做到，等於全部都沒有做到

這樣的話，人在面對律法的時候，只能夠承認說 ─

人靠自己，不可能在任何時刻、隨時隨地，

不可能從外在、內心，都能達到上帝的標準。

律法有抑制罪惡的功能，

不僅在聖經屬靈的層面

在所有的民族、國家當中都有

是屬於普遍啟示的範圍。

普遍啟示的功用 ─ 指出人的罪咎、錯誤

普遍啟示的功用 ─ 使人激發宗教的需求

奧古斯丁 ─ 上帝造人的時候，

給了他天然的尋求、或是一種渴求，

那種不能滿意，好像一個空洞，只有上帝自己能夠填滿：

人對於自然界、今生的事物，不能得到完全的滿足。

這種普遍的啟示、宗教的需求，讓人裡面產生一種驅力，

想要去尋找超自然的力量或是事物。

羅二14-16 律法的功用在人的心中，再加上良心的功能，

再加上或以為是、或以為非，也就是公論，

大家集體的看法，互相的比較、較量等等，

當人沒有按著神的心意而行的時候，

會指出人的罪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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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樂意向我們啟示你自己，叫我們來認識你，

特別在大自然當中，你留下工作的軌跡見證；

但是主，墮落的人無法透過這些認識你。

何等願意我們在你拯救的恩典當中，既然眼睛

得以開啟，就能夠多多頌讚你創造奇妙的功能；

並且叫這刻在人心中律法的功能，因為認識了真神，

就更能在基督耶穌還有聖靈所賜的力量當中，

按著你的心意而行，好叫律法的功用、

良心的功能，還有我們心中的隱情，

都能合乎你自己的心意，動機能夠討你的喜悅。

繼續引領我們前行，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