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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启示特殊启示
一般或普遍启示，是圣经所肯定的内容，

但如要建立自然神学，是无法走通的路，

人要认识上帝，需要一个特别的管道 ─ 透过特殊的启示。

神的显现 ─ 旧约圣经中，神是向人显现的上帝神的显现  旧约圣经中，神是向人显现的上帝

族长时期，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的时候，神多次向他显现…
 创十二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创十二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座坛。
 创十七1 亚伯兰九十九岁 耶和华向他显现 ─ 创十七1 亚伯兰九十九岁，耶和华向他显现 ─

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创十八1 上帝向亚伯兰显现 创十八1 上帝向亚伯兰显现。

都有特别的目的跟意义 ─ 上帝要让亚伯兰，更多的认识他，

亚伯拉罕的信心 就是建立在上帝对他的显现上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上帝对他的显现上

 新约加拉太书称他是信心之父

神的显现 ─ 借着人的形体

像雅各在雅博渡口或是说毘努伊勒 (上帝的面) 的经历…
雅各当年从哥哥骗来长子的名分，从父亲骗了长子的祝福，

本来是孤身一人，二十年后儿女成群…
他知道，若不是上帝与他同在、保守他，

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毘努伊勒的经历 ─ 上帝以人的形状跟他摔跤，毘努伊勒的经历 帝以人的形状跟他摔跤，

创三二24 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在雅博渡口，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有 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创三二30 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就是

神之面的意思 ─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神之面的意思 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

雅各清楚知道，是神差他的使者用人的形状，

来向他显明他自己的心意来向他显明他自己的心意。

这一个特殊的经历，是让雅各继续走人生道路很重要的基础。

神的显现 ─ 借着异象与异梦

亚伯兰对神的认识，有时神直接向他显现，
有时神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话…

创十五1 跟四王、五王交战之后，罗得被掳，

亚伯兰去救回罗得，得到麦基洗德祝福之后，罗得，得 麦 ，

神再一次的在异梦中对他说话 ─
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创四六2 神夜间在异象当中对以色列、就是对雅各说话，
雅各在下埃及之前 上帝先安慰他 再 次借着在梦中雅各在下埃及之前，上帝先安慰他，再一次借着在梦中 ─
显明他的心意、坚定他的应许，保证与他同在在
有 天他还会再回到迦南地有一天他还会再回到迦南地 ─
雅各的后代、以色列百姓，终究要回到迦迦南地南地

借着异梦、异象，上帝对人说话，在旧约相当的普遍。



神的显现 ─ 借着异象与异梦

新约时期就没有那么普遍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圣经的正典典已经完备。已经完备。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圣经的正典典已经完备。已经完备。

如果有人问 ─ 今天，

上帝会不会用人的形状向人显现呢？上帝会不会用人的形状向人显现呢？

会不会借着异梦跟异象，来向人显明他自己呢？

是有可能的，

特别在阿拉伯世界当中，穆斯林要信耶稣，

需要非常特殊的管道，直接向他们显现，
或在异梦中、在异象中向他们显现，

我们不需要追求这些方式 但是也不需要去否定；

这是今天神还是使用的方法。

我们不需要追求这些方式，但是也不需要去否定；

更需要用圣经的正典、神已经启示的真理来作对照。

神的显现 ─ 审判的行动

创十八16 -十九28 记载对所多玛、蛾摩拉的审判，
乃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已经达到神的面前。

神的显现 ─上帝差使者向人显现

出 看哪 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出二三20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书五 以色列人过了约但河 进到迦南地书五13-15 以色列人过了约但河、进到迦南地，

在耶利哥争战之前，上帝差遣使者来向人显现；

约书亚开始还不太确定到底是谁约书亚开始还不太确定到底是谁 ─
你到底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与我们为敌的？

使者说 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使者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叫约书亚把鞋子脱掉，因为他站的地方是圣地圣地。。

神的直接显现，可以透过几种不同的管道。

先知领受启示 ─ 话语的启示

耶一9 上帝按手在耶利米的口上说，
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赛五五11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上下文讲到另外 个比喻上下文讲到另外一个比喻 ─
雨水从天降下，绝对不会徒然返回，

会滋润大地 成就使百姓收成的结果会滋润大地，成就使百姓收成的结果

要指出的就是 ─
上帝口中的话语上帝口中的话语也会滋润人心，

会在人的心田当中，产生结实累累的果效

先知是上帝话语的出口，神所特别拣选的仆人。

先知领受启示 ─ 异象与异梦的启示

民十二民十二6 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赛六1-13 先知以赛亚蒙受呼召，是在乌西雅王崩的时候，
对百姓来讲当然是极大的打击

，

对百姓来讲当然是极大的打击，

以赛亚就在人心惶惶、连他个人也不知道

上帝要如何带领以色列往前走的时候上帝要如何带领以色列往前走的时候，

上帝亲自向他显现，看见上帝的荣耀；
在上帝的荣耀当中 以赛亚看到自己的污秽跟跟败坏败坏在上帝的荣耀当中，以赛亚看到自己的污秽跟跟败坏败坏，，

上帝洁净他、向他发出呼召，
以赛亚回应上帝的呼召以赛亚回应上帝的呼召。

圣经记载说 ─ 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显现。

旧约的先知，神是用这种方式来带领他们。



先知领受启示 ─ 文字的记录

是先知领受启示，再加以传递延续的重要管道…
赛三十8 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版上，赛 十 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版上，

写在书上，以便传留后世，直到永永远远。

耶三十1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三十1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领受启示的上帝的仆人 先知们 如果只是自己领受领受启示的上帝的仆人、先知们，如果只是自己领受，

对当时的百姓说话，讲完了，就结束了

如果笔之于书 做文字的记录 就可 代代相传

包含重要的意义 ─

如果笔之于书，做文字的记录，就可以代代相传

包含重要的意义
上帝对人说话，有多重应验的意义在其中，

不单是对当时的人，对往后的人也一样的有意义不单是对 时 ，对 样 有意

预言的应验其中有一个特性 ─ 多重的应验

耶稣基督 ─ 特殊启示的最高点、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

在基督里 上帝亲自的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在基督里，上帝亲自的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

约一1-4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与神同在 又跟神画等号的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与神同在，又跟神画等号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主耶稣基督具有两个特性，

1 生命在他里头 他是生命的赋予者 生命的的供应者供应者1. 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赋予者、生命的的供应者供应者

2. 这生命是人的光，

 光是自然界生命现象的支柱 光是自然界生命现象的支柱

 基督的光，不单有自然层次，也有属灵层次的意义 ─
照在人的里面 使人领受属灵的生命照在人的里面，使人领受属灵的生命，

使人属灵的生命得以复苏、领受生命的活力…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神

明白神向人所存的有施恩的心意，
就是恩典，叫人明白真理

主耶稣清楚讲到 ─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道 或是话语，旧约希伯来人 dābār，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

道 或是话语，旧约希伯来人 ，
不是抽象概念，乃是能力与行动的彰显，充满了动力。

一般人 ─ 话语是心思意念的表达、命令的传递般人 话语是 意念的表达、命令的传递

旧约 ─ 话语是一件事实，非仅只于意念表达

上帝的道 从旧约的角度 就是实质的事物上帝的道，从旧约的角度，就是实质的事物，
 诗篇 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先知领受道 作上帝话语的出口先知领受道，作上帝话语的出口，

本身也带着能力

耶稣基督 ─ 新约当中的道 Logos

希腊哲学思想，指事物的理性结构，形而上的观念，
可以拿来指宇宙的次序、事物生成的原理

当使徒约翰用 Logos 或是道，表达耶稣基督的时候，

哲学家拿 Logos 作为宇宙的实体

g
超越这种概念 ─ 以基督为道，而且是成肉身的道，

上帝心意的显明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 有三种形式：

因着道的缘故，使得一切事物得以存在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有三种形式：

1. 宣讲的道 ─ 基督本身、先知说话是如此，

使徒奉神的名宣讲也是如此使徒奉神的名宣讲也是如此，

核心是上帝的心意，就是成肉身之前的道

2 写成的道 今天所读的经文 旧约 新约都是如此2. 写成的道 ─ 今天所读的经文，旧约、新约都是如此

3. 成肉身的道 ─ 主耶稣基督



一般启示 特殊启示

对象全人类 看见、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
也是全人类

目的

内容

认识造物主宰
以大自然为主

叫罪人认识救赎主

 神救赎计画中的一切启示，内容

方式以动作来表示，
跟救恩有密切的关系

 动作和话语方式作来 示，

像自然界的现象、

历史的事件

作和

带出神迹、救赎

方法
结果

历史的事件
透过理性，让人

建立科学的知识
凭着信心来领受，

诠释奥秘的知识，

危险

建立科学的知识

高估自然启示，

诠释奥秘的知识，

像三位一体、道成肉身…
低估特殊启示中的危险高估自然启示，

进入自然神学的陷阱
低估特殊启示中的

超然性、超越性

一般启示 跟特殊启示，是神学家作的分别，

圣经有启示这字眼 但看不到 般或是特殊的形容词圣经有启示这字眼，但看不到一般或是特殊的形容词。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还是维持两者的差异，

可是否定自然启示能够叫人认识上帝，

更不可能透过自然启示叫人得救

关键在于罪 ─ 当人堕落之后，

人的认知能力、面对上帝的状况，已经受到了蒙蔽，人的认知能力、面对上帝的状况，已经受到了蒙蔽，

对于上帝在自然界的记录，没有办法正确解读、诠释

必须给予超然特殊的启示，使人获得对神正确的知识必须给予超然特殊的启示，使人获得对神正确的知识

还借着圣灵的光照，使人在上帝的作为当中，

看见他的存在跟他特殊的心意看见他的存在跟他特殊的心意

以理性或是理智为本的自然神学，

并不享有独立的价值 需要特殊启示对照来看并不享有独立的价值，需要特殊启示对照来看，

一般启示才能发挥真正应有的功能

祷告祷告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祷告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单单透过你所造的大自然、

透过道德的功能 你向人说话透过道德的功能，你向人说话，

当人堕落之后，靠那些无法对你有正确的认识，

你透过特殊的启示来向我们显明你透过特殊的启示来向我们显明。

谢谢你，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才能对你有正确的认识，
在得救的事上有确据、有把握。

愿每一个人在认识你、得蒙救赎、领受恩典的路上，

都能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走在正确的途径当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继续带领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