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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权威
第四讲…
第四讲
…

权威，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字眼，让人想到 ─
高高在上、指示、命令、要求人臣服、顺从。

反权威不再是特立独行人的专利，反成为锐不可当的价值观，

圣经的权威

去权威化 如果不是普遍的氛围，至少也是开明进步的象征。
如果不是普遍的氛围 至少也是开明进步的象征
我们要反对的不应该是权威 authority，
而是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ism，
对权威的误用与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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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无误 ─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神话」跟「神的话」只差一个字，但是差了很多，
 神话 ─ 杜撰、虚假的，不是建在事实的根基
杜撰、虚假的，不是建在事实的根基上
 神的话、上帝的话语 ─ 来自于创造万有、掌管万有，
又拯救世人的那 位救主，从他那里来的话语
又拯救世人的那一位救主，从他那里来的话语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不是基督徒自创的概念，而是圣经的自我宣告…
不是基督徒自创的概念
而是圣经的自我宣告
 上帝的话语，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
 我们要期待上帝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
有人会产生疑问 ─
 圣经自我宣告为上帝的话语，
会不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会不会循环论证，自己说自己是上帝的话？

要有次序的运作，维持合理的权威概念是必要的，
 合宜的权威运用时必须要合法，更需要有爱
 否则在滥用跟误用的情况之下，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我们是反对威权主义，但如果
但如果 ─
把权威的基本概念一并否定，不是很明智的做法。

圣经的无误 ─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任何自我宣告的话语，理论上有三种可能 ─
 正确的，百分之百的事实
 假的，不折不扣的谎言
 真假参杂，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
真
我们比较从实际层面，或直接从肯定的角度来说明 ─
圣经确实是上帝的话语，
讨论到最后，需要面对信仰、信心的抉择，
 客观事实的层面外，会牵涉很深
客观事实的层面外 会牵涉很深主观认定的层面
 主观的层次跟关系，有密切的关联，
就好像跟父母 手足 朋友 夫妻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跟父母、手足、朋友、夫妻之间的关系

圣经既然是上帝对他的百姓、对世人所说的话，
既然是上帝对他的百姓 对世人所说的话
很自然就直接牵涉到我们回应的态度。

圣经的无误 ─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循环论证…
圣经自我宣告是上帝话语的记录，圣灵拣选、使用
使用，
，
上帝特定的仆人把它写下来，具有至高的权威。
会不会成了基于循环论证而宣告的话？
在逻辑上没有办法成立呢？
 一切系统性的思想体系
切系统性的思想体系，
都无可避免、或直接、或间接的会涉及循环论证
 当说圣经是上帝话语，很显然涉及了终极的权威问题，
当说圣经是上帝话语 很显然涉及了终极的权威问题
以上帝、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没有比他有更高的权威 ─
 既然如此，以圣经为最后的依据，
既然如此 以圣经为最后的依据
以上帝自己为最后的依据，显然是合理的
 反过来说，如果用比他更低的权威来加以证明，
反过来说 如果用比他更低的权威来加以证明
反而变成是很荒谬的

圣经的无误 ─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带着创造的大能，
创一 多次看到，上帝用他的话语来进行创造
造，

上帝说，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诗三三6 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
诗三三9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创一3
创
3

希伯来人的话语观，非常清楚的、特别是上帝的话语，
 不仅是一个思想意念的沟通跟表达
不仅是 个 想意念的沟通跟表达
 上帝的话语就是一个实体、实质，
话语的本身，代表 件事情的成就
话语的本身，代表一件事情的成就
这是基于说上帝的话语，带着创造的大能来的。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认知，读圣经的时候，绝对不会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认知
读圣经的时候 绝对不会 ─
带着一个轻忽的态度来读，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

圣经的无误 ─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圣经
 自我宣告，这是
自我宣告 这是内证的部分
 因着读圣经、实践圣经所带来的生命改变、文明的更新，

圣灵在历世历代，在人心中所作的见证，
圣灵在历世历代
在人心中所作的见证
再再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这是外证的部分
 从主观、客观，都证明是上帝的话语，表明它的权威性
都证明是上帝的话语 表明它的权威性
 有一些人、一些的经典，自我宣告崇高的地位，
不 定是真实的 当然须要分辨
不一定是真实的，当然须要分辨

一仟元钞票
 印有一仟元、中央印制厂这些字样


客观的购买力，证明确实是
的购买力，证明确实是一仟元
仟元

 钞票有可能有伪钞

圣经的无误 ─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约一1-3

老约翰到年纪老迈的时候，又孜孜不倦的见证 ─
约壹一10 耶稣基督就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启十九13 骑着白马的得胜者，就是上帝的道
希腊哲学，洛格斯 Logos、
希腊哲学
L
道，是维系宇宙万物的原则，
是维系宇宙 物的原则
约翰使用这个既有词汇，赋予它新的神学意涵 ─
 上帝的话「言出必行」
帝 话
 自我揭示，或是自我启示、自我显明

道不折不扣是上帝用来启示他自己行动的一个媒介，
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就成了人类认识神、亲近神的关键，
基督道成肉身之后
就成了人类认识神 亲近神的关键
而且是得救的唯一途径。

圣经的无误 ─ 不可增减之特性
基于上帝的吩咐，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态度。
。
在面对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是带着极为敬畏的态度
 上帝曾经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 ─

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
所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 ─
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申十二32 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申四2

目的，就是为了要维护上帝圣道的纯正性跟不可更动性
 到启示录又被强化 ─
启廿二18-19

在这预言上，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圣经的性质 ─ 权威性，如何确知圣经是神的话？
1. 神是不说谎的
民二三19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希伯来书 上帝绝不能说谎，他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绝对不做跟他属性相违背的事情。
2. 真道存到永远
 诗
诗一一九89
九89 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存到永远。
 新约，耶稣基督站在神性清楚的宣告 ─
太二四35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人类总是在追求永恒不朽的价值，
然而世上有什么东西是永远长存的呢？
圣经宣告 ─ 永恒上帝所说的话，是存到永远的。

圣经的无误 ─ 不可增减之特性
基督教教义的立场，这项原则可以应用在整本圣经 ─
，
添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
历世历代总有人指出 ─ 圣经里有不少矛盾之处…
 从来没有人因为觉得有矛盾，而有人能够去修改
从来没有人因为觉得有矛盾， 有 能够去修改
 所谓的矛盾，常常不过是读圣经的人 ─
不明白其中背景、真义，奥妙之下的结论而已

圣经还记载了很多不体面的事迹，
像旧约当中族长的多妻、家庭的纠纷，
约
大卫还犯了令人发指的大罪…
圣经从来没有遮掩丑事，反而把真相加以记录，
 是要说明罪恶的可怕
 上帝赦罪恩典的重要性跟可贵

圣经的性质 ─ 权威性，如何确知圣经是神的话？
3. 真理的终极标准
约十七17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4. 主耶稣自己见证
基督的一生，以及他所要成就的工作，圣经都有预言
基督的
生 以
所 成就的 作 圣经都有预言
都有预言，
都有预言，
 是上帝永恒计画中的一部份，
他定意，也使它成就
 主耶稣清楚的宣告，旧约为他作见证，
相信摩西的人，也必然会相信耶稣
5. 新约的使徒们多次的见证
证
旧约圣经所说的话语，
在新约当中都一一的应验、成就了。

圣经的性质 ─ 清晰性，明白圣经，需要什么资格吗？
1. 圣经确有难懂、难解之处
彼后三15-16 保罗信中，的确有
彼后三
保罗信中，的确有一些难明白的地方。
些难明白的地方。
来五11 论到麦基洗德，有一些难以明白之处，
不过那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2. 圣经主要的内容，还是清晰易懂的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申六6-7

如果内容无法理解，怎么可能记在心上呢？
如果内容无法理解
怎么可能记在心上呢？
就算记在心上，也很难做有意义的教导，
不懂的话很难谈论了。

圣经的性质 ─ 清晰性，明白圣经，需要什么资格吗？
3. 理性认知，是重要的管道；明白的关键，在于属灵的因素
主耶稣回答尼哥底母 ─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看见不单是指肉眼的看见，而是一种心灵的明白、体会，

约三3

心中的眼睛有没有被开启，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有没有被开启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

林前二14

属灵的事物需要属灵的眼光，并不是强调只有主观的层面，
但是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属灵的光景 ─
跟 帝是不是和好了，跟 帝的关系是不是通畅，
跟上帝是不是和好了，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通畅，
在上帝的面前有没有渴慕，有没有顺服的心，
跟明不明白圣经，是有密切的关连。

圣经里面，上帝心意的表达，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容易明白的。

圣经字面的意义不难了解，能不能抓得住，主观要素不能否认。

圣经的性质 ─ 必要性，圣经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圣经的性质 ─ 必要性，圣经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圣经是明白福音的重要管道，明白福音需要透过圣经
需要有人奉差遣，才有可能有人去传道，
有传道的人，才有听见的可能性，
然后听见才可能相信，相信才会求告，
求告就能够经历得救，这是一连串的。
圣经就是把上帝的心意、上帝的道、上帝的计画，
清楚的宣告出来。

罗十13-17
罗十13
17

2. 属灵的生活需要透过圣经
2
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四十昼夜禁食就饿了，
试探人的进前来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饼。
耶稣回答引用 申八3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3. 确知上帝的旨意需要透过圣经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 切的话。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

申二九29

很多人喜欢了解圣经并没有直接提到的，
隐秘的事情 常常是人很喜欢了解的
隐秘的事情，常常是人很喜欢了解的；
路德的学生问他 ─ 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在做什么？
路德说 ─ 上帝在预备一根杖，要打问这个问题的人。
上帝在预备 根杖 要打问这个问题的人
 圣经没有直接启示的，
 就是在永恒的计画当中，上帝不一定要我们知道
就是在永恒的计画当中 上帝不 定要我们知道
 跟救恩、对神的认识没有直接的关系，
就不在上帝直接启示的范围
 神已经启示的，却是我们应该要好好去明白、去了解

圣道与圣灵之间的关系

圣经的无误

圣道 跟 圣灵 就好像两个翅膀一样，缺一不可 ─

无误跟三位一体一样，不是出现在圣经的词汇，
 无误的概念表达了圣经的思想
 三位一体是表达了圣经的神观
无误的意思 ─ 圣经所教导的是完整的真理，
圣经所教导的是完整的真理

圣道就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
 上帝透过圣灵所启示，作成这样的工作 ─


在简明圣道上，需要圣灵的光照跟启迪
在简明圣道上
需要圣灵的光照跟启迪
 进入神的话语，或抓得住、经历上帝的话语，
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有很密切的关系
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很密切的关系
 圣灵是使人明白真理的关键要素
 叫人有动力去遵行，
叫人有动力去遵行
经历到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显明


所以不管你的教会传统，
比较偏重圣灵、或是比较偏重圣道，
其实两者需要并重。

天父，我们感谢你，何等愿意我们看见
我们感谢你 何等愿意我们看见 ─

祷告

永恒跟短暂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人生在世，不论我们能够活多久，都是短暂的；
我们既是你所造的，
又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
你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你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但愿我们常常在你永恒的话语上下工夫 ─
以致于这永恒的生命 不断的被喂养
以致于这永恒的生命，不断的被喂养，
就能更加的健壮，更能合乎你的心意，
也能够成为你永恒真理的见证人。
求你引导赐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而且是可以信赖的。
因着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所以就尊圣经为我们的权威，
 信任圣经，因为它是神圣之书


无误是指着圣经非常准确的
把上帝所教导我们的话语，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圣经是终极的权威，而且遍及在圣经的每一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