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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圣经的中心信息
探讨圣经的中心信息，
就必须要先确定圣经的合一性、一致性，
两者息息相关 ─
 圣经不是只是一本，
是六十六卷书合成 本书 是合 的书
是六十六卷书合成一本书，是合一的书
 如果不确定圣经具有合一性，
就 有办法探讨圣经的中 信息
就没有办法探讨圣经的中心信息

合 性，就是指圣经在多元中合一
合一性
多元中合 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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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六十六卷，作者很多，四十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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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合一的，圣灵才是真正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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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经基础：圣经合一性

教会历史中，曾经有一些团体质疑圣经合一性…
 最早质疑的就是诺斯底主义者 ─




是一个很复杂的学派，是某种形式的「神智论者」，
强调特殊的智慧，必须是特殊的一群人，
特殊 智慧
是特殊
群
在特殊神秘的途径的当中才能够得着
第二世纪的瓦伦提念托勒密，
提念 勒密
认为登山宝训跟摩西五经是冲突的


启蒙运动时期，犹太裔的理性哲学家史宾诺沙，
认为罗马书 因信称义，雅各书 因行为称义有冲突



近代否认圣经的合一性成了自由派人士的时尚，
它的论调甚至影响到某些保守派的教会
影
教会

圣经的合一性基础不能够确定的话，
不仅信仰受到影响，连解经的态度、结果都受到牵连。
不仅信仰受到影响
连解经的态度 结果都受到牵连
强调背后的作者是上帝自己、是圣灵。

 作者是独一的上帝，上帝是圣经真实的作者
帝


合一性，就是指单一性，
神具有各样的属性 ─ 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良善
 一切的属性在神的里面都是协调的，因为神是合一的
合一性是上帝绝对属性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也是他道德属性所以协调、
彼此没有任何冲突的关键


释经基础：独
：独一的
的信仰 ─
整本圣经都在呼吁人要信靠这位独一的上帝
如果说旧约上帝比较严厉、新约上帝比较仁慈，当然不正确，
如果说旧约上帝比较严厉
新约上帝比较仁慈 当然不正确
 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神是没有改变的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旧约的神如何，新约的神也是如何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旧约的神如何 新约的神也是如何
 旧约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新约基督已经道成肉身

释经基础：独一的信仰
是不是新约才是因信称义、旧约是靠行为称义呢？
不是的 ─
罗马书、加拉太书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时候，强调 ─
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义，也是因为他相信的缘故。
 道成肉身之前，相信的是上帝的话语
 到了新约，相信的是成肉身的基督，
 同样是上帝的话语，更加具体、位格化
 活生生的彰显在初代教会门徒的面前，
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释经基础：独一的救恩历史
 耶稣基督是时代的转捩点，时候因他而满足，

时候满足了，基督就为童女所生
 基督道成肉身，在他自己的位格里，成全了人类的历史
 基督的救恩要成就一件事情，
督的救 要成就 件事情，使万有在他里面同归于
使万有在他里面同归于一，

万膝跪拜、万口传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人得蒙救赎，把荣耀归给上帝
人类历史，很多人尝试要去解决人类的问题 ─
 有人用武力、用军事、用外交的手腕
有人用武力 用军事 用外交的手腕
 有人用理论、人生哲理，做一以贯之的工作

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义，
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义
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缘故。
在新约中也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在新约中也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这是 罗马书第三、四章 所说的。
创十五6

释经基础：独一的正统教义

万有同归于一只有一个可能性，
借着基督的救恩，人才可能恢复跟上帝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人与自己和谐的关系…

基督是圣经信息的中心

新约一再地强调持守纯正教义的重要性…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这 事
，
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提后二15 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提前四6

你们查考圣经，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约五39

旧约圣经在为耶稣作见证。

早期教会很清楚的宣告 ─
 圣经就是基督徒信仰独特的基准跟衡量的标准



 人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
人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 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

必须要以圣经为一切的基础
圣经如果不具备合一性
圣经如果不具备合
性，不仅正统教义没有依据，
不仅正统教义没有依据
教会也会失去面对异端的利器，就不知道 ─
怎么去衡量 评论一种的说法 教训
怎么去衡量、评论一种的说法、教训，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基督自己的宣告

摩西的书上有指着主所说的话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
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约五46



整本旧约都充满了预言基督的话语，
基督的 生都在 约的 言当中
基督的一生都在旧约的预言当中。

基督是圣经信息的中心
 使徒的见证
使徒行传三18-26 ─ 早期教会的信徒多数是犹太人，
教
，
对于旧约的背景都非常的清楚了解；

经过五旬节，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
重点就是 ─基督就是应验了旧约
所预表、所预言的那 位弥赛亚。
所预表、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

保罗的劝勉 ─ 清楚告诉哥林多的信徒，
耶稣基督就是整本圣经的核心…
 旧约的职事 是摩
是摩西的职事，是颁布律法
的职事，是颁布律法
 到了新约，耶稣基督 ─
乃是把恩典、把真理，
更直接清楚的表明出来

解释圣经者之资格
圣经是上帝给世人的一本书，谁有资格来读圣经呢？
每一个人都有资格。
除了自由派学者之外，福音派学者 ─
 并没有否定 解释圣经的人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
 可是宁可 把大部分的篇幅，放在方法论上
到底是方法比人重要、还是人比方法重要？
方法是客观性的，人是主观性的，两者都很重要。
 一个人读圣经就算不太有方法，
个人读圣经就算不太有方法，
但是 如果在上帝的面前、存敬畏神的心来读，
这本天下第 书对他而言，
这本天下第一书对他而言
就会带来生命改变的功效
 如果他懂得正确的方法，
如果他懂得正确的方法
他在读经的领受上，所得的益处必然会更高



历代神学家的信念



五旬节开始 教会非常清楚以耶稣基督为信仰生活的中心
五旬节开始，教会非常清楚以耶稣基督为信仰生活的中心



全世界独一神宗教信仰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回教，
 基督教的神观是三一神的信仰，
是
神的信仰 圣父、圣子、圣灵，
独一的真神，有三个独立的位格
 信仰的名称不称为天父教、圣灵教，而称为
信仰的名称 称
父教 圣 教 而称为
称 基督教，
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信仰生活的中心



以基督为中心的理念，特别影响认识论和救恩论 ─
人认识上帝只有透过耶稣，得蒙拯救也只有透过耶稣，
初代教会清楚宣告 ─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不仅恢复惟独圣经，
还恢复惟独信心、惟独恩典、惟独基督，
圣经的中心、信心的重点、恩典的来源是基督。

解释圣经者之资格
并不是只有基督徒读圣经，也有非基督徒读圣经，
只是他们用的态度、方法各有所差异。
就算一般人读圣经，非常的用功、努力、
用有效的方法去读，也可以读出一些东西来 ─
 可能会写出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但在真理的诠释 还是会有隔靴搔痒的结果
 可能讲了正确的话，可是自己没有得到益处，
反而听的人 真正有 的人 得到益处了
反而听的人、真正有心的人，得到益处了
我们赞同某 些学者所说 ─
我们赞同某一些学者所说
 人人都可以读圣经，也都可以解释圣经
 只是因为个人的身分、资格、方法、动机上的差异，
只是因为个人的身分 资格 方法 动机上的差异
所以价值、意义，所带出来的影响是不会相同的

天父上帝 感谢你 ─

祷告

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知道，
旧约也好 新约也好 都是以基督为中心，
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
旧约预表基督，新约应验基督，
并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清楚的表明出来
并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清楚的表明出来。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 ─
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以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生命的主宰，
好叫我们天天行在父神的旨意当中
 让我们活着就有基督的见证，
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多人可以得蒙祝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