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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熟悉的自然，也就是天地万物，
也是在表达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 ─自然界显明神的
然
智慧，
伟大的智慧才可能创造精巧的自然界
权能，
他的权能才能创造这么伟大的天地
良善，
表达他对人类、动物的照顾
规律，按着神的自然律在运转
美感，
把玫瑰花剪下来、把菊花的花朵剪下来，互相对调，
发现很不配，是有经过设计、有他的美感
荣耀，自然界美感、协调，在表达上帝各方面的荣耀 —
秩序、规律、精巧、爱、善良、丰富、照顾我们…

又称超自然的启示
显现、默示、神迹奇事

一 大自然 ─ 道家的名词
一、
这个自然界从那里来的？
 不是说造物主创造的
 强调自然而然，本来就这个样子
我们要用 般人熟悉的观念来谈自然
我们要用一般人熟悉的观念来谈自然。

诗篇第八篇，是美国太空人阿波罗十一号，

登陆月球前 在太空中所朗颂的诗篇
登陆月球前、在太空中所朗颂的诗篇…
1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3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4 便说：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
在天地之间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也感受他的照顾、顾念、眷顾，
许多的设计都让我们可以生活得美好。
 神有智慧的设计、有权能来创造、维持照顾
神有智慧
计、有权能来
、维持 顾
 对我们的良善跟照顾、保护我们、供应我们，
自然界可以得到食物、可以生活
从自然界可以得到食物、可以生活
 有规律的、美感的、有各方面的荣耀！

徒十四16-17 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二、人心的本能 ─认识神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施恩惠
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
这些证据在天地之间，表达神恩惠、良善、慈爱的照顾。
罗一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
，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上帝是灵，不是物质、不是看得见的偶像，
 借着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 ─
万物是神的作品，可以认识他的永能
 叫人无可推诿 ─ 没有借口可以否认上帝
 好像看一篇好文章，对作品表现出来的
美感、趣味、智慧 对作者也就有些认识
美感、趣味、智慧，对作者也就有些认识
一般启示最常看到的 ─ 从自然界来认识造物主。

二、人心的本能 ─ 知道善恶
人虽然堕落离开上帝 但没有丧尽天良 还知道是非
人虽然堕落离开上帝，但没有丧尽天良、还知道是非。
罗二15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因为还有是非之心，各国都还有根据是非原则
所订的 些法律，以至于才可以正常运作，
所订的一些法律，以至于才可以正常运作，
 如果连人类法律都脱离神所订的基本法则，
整个社会国家、世界就要大乱了
 但感谢神，多数人都还可以知道是非…
人际关系很多的规律 都还有常规可循
人际关系很多的规律，都还有常规可循
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有同样基本的伦理道德？
 因为上帝把是非之心放在人各种种族里面
 有共同的核心价值，也见证上帝放在人心中的普遍启示

罗一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神的事情无限伟大，我们有限的头脑、心灵，
 不可能完全认识这一位超理性的上帝
 但是可以知道的部份可以尽量去知道 ─
原来就显明在人心里 人里面就是有本能
原来就显明在人心里，人里面就是有本能
 不要用进化论、无神论去洗脑，人的本能知道有造物主
以前苏联总书记赫鲁雪夫去联合国开会，美国记者采访他：
苏联
联合
「你是无神论吗？谁晓得你真的是无神论呢？」
他说：「上帝知道…」这是人原来的本能，
 199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人又回到有神论
 中国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很多人信耶稣…

三、历史 ─ 表明神的主权，证明朝着神定规的方向来发展
好像非常荒唐，实际上帝是暂时任凭人争权夺利
 历史是不能超过神原来的计画，尤其是救赎计画…
耶稣被钉十字架，表面是犹太教的领袖
跟当时的政府合作把耶稣害死、像是人乱搞；
实际上帝任凭他们如此，却要成就他的美意，
让耶稣这无罪的替我们受死的刑罚，达到救赎的目的


历史上很多事件对当时的时代、对不认识神的人，
不 定有意义，可是对神要完成的计画是有意义的…
不一定有意义，可是对神要完成的计画是有意义的…
 二千年来救赎、宣教计画，在人的历史中发展出来，
看见神的手掌控世界，
看见神的手掌控世界
继续完成他的计画跟旨意
 有些真理、上帝定规的法则，
有些真理 上帝定规的法则
在历史当中彰显出来，例如暴政必亡…

虽然一般启示 ─ 大自然、人心、历史，
都
都可以对上帝、对上帝的真理有一些认识，
对上帝 对上帝的真理有 些认识
够不够呢？绝对不够！有四方面的不足…
一、缺少对救恩的看见
自然界虽然可以彰
自然界虽然可以彰显上帝，可是超自然的事情
帝，可是超自然的事情
却很难在自然界里经历到，尤其救恩这方面，
 当人类在堕落跟苦难中，人有想很多办法要救自己，
但是都没有真正的让人类得救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一般启示
般启示
所有的宗教家、哲学家、道德家都想不出来，
 是人从人心、自然、历史没有办法看到的
是人从人心 自然 历史没有办法看到的
 唯有上帝的圣灵，尤其是进一步
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彰显出来了
这是超自然的启示，一般启示没有办法的。

四、受限于人的经验跟成见，忽略了超自然的因素
人看惯了自然界的一切，就当做理所当然的，
但实际上真理或知识，不是只有看到的自然界而已…
 自然已经伟大的不得了、几乎无限了，
天到底有没有边界？
如果有，那边界的外面又是什么呢？
 自然界好像伟大的无边无际了，
人不断的研究好像研究不完
但是受造的物质界还是有他的限制，
 真理不是在物质界、自然界、人心跟理性的范踌而已，
人以为这些就是 切了
人以为这些就是一切了
 但人常常就忽略了还有比这个
更宽广 更伟大 更超越的境界存在
更宽广、更伟大、更超越的境界存在，
这是一般启示的不足

二、忽略了罪的影响
人离开上帝以后，
离 上帝 后
人的罪让人的理性很多盲点跟偏见，
 以为自己的理性很厉害，实际上有成见、盲点、偏见
 常被自己预设立场所控制，并没有想象中的客观
例如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就会对其他民族产生偏见，
这是人因为罪所产生的自我中心、骄傲跟偏见
三、知易行难
从 般启示虽然可以知道 些真理，
从一般启示虽然可以知道一些真理，
可是因为罪的缘故，知道了却做不出来 ─
 知道了善，却不去做；知道恶不好，却偏偏去做
 连保罗要感叹「我真是苦啊！」罗七24
这是 般启示力量不够，纯知识是死的，
这是一般启示力量不够，纯知识是死的，
不能让你自动就达到真理的境界，是他软弱有限的地方。

上帝就赐下特殊启示，让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可以比较完整，
又称为超自然启示 主要有三方面
又称为超自然启示，主要有三方面…
一、神的显现
 不常常出现，在历史、在圣经中记载了好多次
 最高峰、最长久一次，是二千年前耶稣道成肉身，
来到人间三十多年、向人显现，让人对神有真切的认识
二、最常看见
二
最常看见神的默示，又称为灵感，
又称为灵感
 两个字拼起来的 ─ 神、吹气，theopneustos，感动
 无论旧约、新约，气跟灵是同
无论旧约 新约 气跟灵是同一个字
个字
 神所默示的意思，是神的灵来感动
 综合归纳来做
综合归纳来做一个定义︰
个定义︰
神的灵特别保守某些人，使他们毫无失误，
把所领受的特殊启示传达出来变成圣经，
把所领受的特殊启示传达出来变成圣经
一方面口传，一方面笔录

写圣经的有四十几个人，不是每句话都是从圣灵直接听到的，
其中有 部份是别人告诉他们的
其中有一部份是别人告诉他们的…
摩西写摩西五经，尤其像创造的故事，
有 有
有没有可能是妈妈跟他讲的呢？大有可能！
是
大有可能

默示的范围 ─ 正统神学相信全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启廿二18-19 这书的见证，是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的。

这是天使跟约翰讲，启示录每 句话
这是天使跟约翰讲，启示录每一句话
都是出于圣灵的默示，不可以随意增减
 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全本圣经，经过教父、
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全本圣经 经过教父、
初期教会的印证已经确定，到现在没有改变


路一1b-3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这些事我既从起头
路

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路加不是耶稣的门徒，是用采访跟过耶稣的人，
路加不是耶稣的门徒
是用采访跟过耶稣的人
那些人也是得到神的默示、圣灵的保守跟感动，
把准确的内容告诉路加 路加才可以写出路加福音
把准确的内容告诉路加，路加才可以写出路加福音。

神的默示包括写圣经的人、
把内容告诉作者的那些人，
是一个圣经特别的名词 ─
提后三16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三、神迹奇事 ─ 让人对上帝有一些经历跟认识，两个目的…
1 配合他的救恩：有些人听见救恩之道就信了，
1.
配合他的救恩 有些人听见救恩之道就信了
有些人还要看见神超自然的作为跟带领才信
2. 彰显神的慈爱、权柄、管理、同在、智慧大能，
彰显神的慈爱 权柄 管
同在 智慧大能
借着神迹把神的神性表现出来，
让 可以快速的来经 他
让人可以快速的来经历他
一般启示、特殊启示其实是有重迭的，
例如圣经是属于特殊启示，
可是圣经中有没有做人道理、人生哲学呢？
 当然有，譬如传道书、箴言…
 可是因为他不够，所以神赐下特殊启示
可是 为 不够，所 神赐下特殊启示
这两个的关系就是有重迭、可是有上下的关系 ─
特殊启示、超自然启示是在 般启示之上，
特殊启示、超自然启示是在一般启示之上，
而且是给信他的人才能够领受的。

逐字默示 ─ 不同的翻译本彼此有一些细微的出入，
抄写、翻译的过程，可能产生一些差错，
抄写、翻译的过程，可能产生
些差错，
还好神的灵保守，比较好的翻译本都是很严谨的
 圣经无误、逐字默示，是起初这四十几个作者
领受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底本或叫原本，是无误的，
后来的小差错，是瑕不掩瑜
不要因为小小的出入而否认了圣经的权威，可是因小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