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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后安的女儿伊莉莎白女王，有四十五年之久，
又把新教
把新教 (即英国圣公会、英国国教)
(即英国圣公会 英国国教) 拉回来，
拉 来
 她赞同改教，但为政局安定—
有 多教会是 教
有很多教会是旧教，不希望继续改下去
希
续
去
 英国基督教有一批人非常不满意，
认为还要继续让教会回到圣经、洁净教会，
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
清教徒运动在伊莉莎白的时候，开始兴旺起来

1603

雅各一世继续改教，但是并不热心

1625

查理一世对于属灵的事情并不重视，
 有很多的妥协跟违背信仰原则的事情
 很多清教徒逃到美东
召开国会，要对付苏格兰，国会表达反对
国会决定要召开西敏会议…

1640
1643

在英国制定

马丁路德改教成功
英国皇帝亨利八世，原支持教宗，
(
)
就是罗马公教 (天主教)
想要跟原来皇后凯撒琳离婚，按罗马公教是不可以的，
就自己设立主教来承认他新的婚姻
来
— 新皇后安
安
透过国会宣布：英国国王就是英国教会的领袖，
正式跟天主教决裂，
 大部分的教会仍然在天主教旧的信仰
 大约
大约四分之一成为抗议宗，所谓新教
分之 成为抗议宗，所谓新教 (基督教)
亨利八世原来皇后凯撒琳的女儿—
玛丽女王要废掉新教、杀了很多新教领袖，
被称为「血腥玛丽」，是一个复仇者

为什么国会会想要召开信条方面的会议呢？
那时清教徒在英
那时清教徒在英国国会成为主流，
会成为主流
 认为英国的改教还没有成功，还要继续洁净教会
 解决国家严重分裂的问题— 英国社会
理论上都是基督徒，实际分成三大派，
 天主教徒，也就是罗马公教
 新教 (抗议宗、基督教、英国国教)
 第三股势力就是清教徒，不是另一个教派，
大部分在英国圣公会 (英国国教) 做体制内的改革
希望英国国会召集教会界的领袖好好讨论圣经，
不只是英格兰，还从苏格兰等地请教会领袖 起来，
不只是英格兰，还从苏格兰等地请教会领袖一起来，
 1643 经过一年，1644/8/20 成立「西敏信条委员会」
 1646 才把整个西敏信条制定出来，
才把整个西敏信条制定出来
又称威敏斯特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信条就是信经，
 很熟悉的信经，就是最古老的使徒信经
很熟悉的信经 就是最古老的使徒信经
 西敏信条也是信仰的告白
1646 年底，完成之后就呈交给国会，
国会要求委员会不但有信条，而且要把
经文的根据列出来，很有属灵水平的。
西敏信条从政治上来讲，并没有成功，
西敏信条从政治上来讲
并没有成功
并没有成为整个英格兰共同的信仰
 却在教会界一直流传到现在，
流
它的圣经论也是非常的经典、权威的


我们要来看西敏信条的第一章，也就是圣经论，
是整个西敏信条最长的一章，
个西敏信条最长
章，
要走过每一节每一句，最后再做总归纳。

这些只算是一般启示，是不够的，
却都不足以将得救所必须的 ─
有关神及其旨意的知识 ─ 赐给人，
赐给人
所以神乐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给他自己的教会，
向教会宣布他自己的旨意。
这就是特殊启示，不是给一般人的，
这就是特殊启示
不是给 般人的
 一般人只能够从人本性的亮光、自然界
对上帝 对神的旨意有 些认识
对上帝、对神的旨意有一些认识
 惟有特殊启示，是给基督徒、给教会的，
才能够完整的把得救所必须的真理，
才能够完整的把得救所必须的真理
充分的表明出来

一、人本性的亮光与神的创造、护理之工，
虽然能彰显神的善良 智慧和权能
虽然能彰显神的善良、智慧和权能，
使人没有否认的借口…
一般启示
 我们的本性也有一些聪颖的，
罗一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从神的创造、神的作品，可以对神有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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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神的护理之工 — 保护跟管理，可以对神有一些认识


他是善良的，借着所造的万物来照顾人类跟动物；
他是智慧的，从自然界看见他奇妙、有智慧的设计；
他是权能的 才能让世界被造出来 而且继续运转
他是权能的，才能让世界被造出来，而且继续运转。
这些都让人没有否认的借口，也就是无可推诿。

后来为了更能保存和传扬真理，为了更能坚固与安慰教会，
好让她能抵挡肉体的败坏以及撒旦和世界的诡计，
好让她能抵挡肉体的败坏以及撒旦和世界的诡计
他就使全部的启示被写成书 ─ 就是这本圣经，
它就成为最必要的书。
它就成为最必要的书
口头的启示不够理想，口头的传播有时候会误传，
为了能够更完整、更准确的、更安全的保存下去，
 就必须把它写成书，一方面方便保存、方便传扬，
一方面有固定文字的启示，就能够坚固、安慰教会…
 得到装备之后，可以抵挡肉体的败坏、撒旦、世界的诡计
所以，他就把这全部的启示，在古代借着先知、
后来借着使徒所产生的启示写成书，
 就是现在使用的这本圣经，成为最必要的一本书
 没有第二本书像这本书这样，
没有第二本书像这本书这样
完整的纪载神的启示

当圣经写成了以后…
因为以前那些向人启示神旨意的方式已经停止了。
西敏信条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
历世历代人都可以从上帝得到一些感动、一些光照，
 有各种奇妙的方法，特别有四十几个圣经的作者，
有各种奇妙的方法 特别有四十几个圣经的作者
还有人得到神的保守，把讯息传给这四十几个作者
 这些方法在圣经写完，在启示录写作完毕以后，
这些方法在圣经写完 在启示录写作完毕以后
就已经停止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布，如果没有停止的话，
任何人可以说我还得到上帝的默示，
那变成圣经就不断的加上去…
启示录最后 章也提到
启示录最后一章也提到
告一段落，不可删减、也不可加添了。

三、一般称为「次经」(或旁经) 的各卷，
既然不是出于神的默示 就不能视为圣经正典
既然不是出于神的默示，就不能视为圣经正典，
所以它们在神的教会中没有权威，
顶多只能当作人的著作来看待或使用之。
顶多只能当作人的著作来看待或使用之
主前一百多年，七十士译本把希伯来文旧约翻成希腊文，
 很清楚的分辨三十九卷的旧约正典
 又加上两约之间的次经、旁经、作品
 新约除了四福音，还有别的福音、书信、行传、启示录


这些次经怎么看待呢？就是只把它当作人的作品
这些次经怎么看待呢？就是只把它当作人的作品，
 这不是神的作品、不是圣灵所默示的
 有些立场非常偏颇，要谨慎地加以分辨，
有些立场非常偏颇 要谨慎地加以分辨
 旧约次经提供两约之间的背景，
可以参考 但不一定准确
可以参考、但不一定准确
 新约次经更要谨慎

二、所谓《圣经》或写成书的圣言 (神的话)，包括
旧约三十九卷和新约 十七卷 (列出各书卷名称)
旧约三十九卷和新约二十七卷。(列出各书卷名称)
为什么当时还要把这六十六卷列出来？
 当时罗马公教，把两约之间的一些作品，
有十几卷都列进去了
 后来天主教会陆续发现错误，就把一些拿掉
 今天天主教 (罗马公教) 的旧约圣经
除了这三十九卷，另外还有七卷
西敏信条确认这六十六卷才是正典 其他的作品不是正典
西敏信条确认这六十六卷才是正典，其他的作品不是正典。
这六十六卷都是出于神的默示，
是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不论属灵的生活、日常的生活，
圣经就是我们的最高准则。

第四、五节都在讲圣经的权威…
四、圣经的权威理当被信服，
此权威不是依靠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
而是完全依靠神 ─ 他是真理的本身，
他是圣经的作者；我们应该接受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人的作品在谈很多的道理，其实是人在寻找真理，
 寻找的过程很多的发现跟心得写下来
 有时找到一些不错的、有时讲错了，
连很多科学发现 后来有新发现 把旧的推翻了
连很多科学发现，后来有新发现，把旧的推翻了
所以人的作品并不是真的那么权威
但上帝的作品不一样
但上帝的作品不
样 —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神就是真理的本体，不需要对外寻找，
圣经的权威最高理由 — 神就是道，
神就是道
他是道的本身、圣经的作者…

五、我们可能因为教会所作之见证，受其感动与影响，
而对圣经有高度的评价与尊重。
而对圣经有高度的评价与尊重
应该信服圣经的理由 —
 第四节第一个理由，因为神是圣经的作者
 第五节第二个理由，教会、也就是基督徒为圣经做见证，
 基督徒经历到圣经的权威、把这些分享出来
 听到这些见证，
听
，
我们对圣经会有高度的评价跟尊重
我们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充分看出它真是神的话
我们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充分看出它真是神的话，
例如：它属天的性质…
一般的书是属地的性质，在人之下的，我们可以研究
属天的事情
，
猜
科学，
 属天的事情在人之上，人只能猜测、已经超越理性跟科学，
圣经就把属天的奥秘启示出来，属天的、属灵的、超理性…


各部的协和…
圣经四十几个作者，前后写了一千多年，
都是圣灵所保守、默示的，
所以可以完全的和谐、一贯的来表达 —
 神怎样创造人类，人堕落之后上帝怎样预备救恩，
救恩的成就，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
 怎样可以重生得救、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怎样可以重生得救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死后的情况
 这个世界有
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
天要结束，末日的情况，
末日的情况
上帝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情况
整个救恩的历史、救赎的故事，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都是很协和一致、一贯而没有冲突的。

教义的功效…

圣经有没有效果？有！

圣经的教义当我们信了、跟着去遵行了以后，发现
神话语都是活泼有功效、有生命，应验在我们身上，
 这是圣经的内证，也成为我们主观的证据
 根据圣经我们就找到了正路，不但信耶稣时归正，
信主以后照着圣经继续归正
 被改正之后不会后悔，我们发现走对了…
文体的庄严…

是多采多姿，很多元的

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的，像摩西、保罗，也有没有学问的小民，
例如阿摩司，虽是一个农夫，但神的启示临到他，
阿摩司书也作了重要的启示。
虽有作者受的教育比较少，可是在 灵的默示保守下，
圣经虽有作者受的教育比较少，可是在圣灵的默示保守下，
文体还是很庄严、内容还是很充实的、很宝贵的…

内容的完备，全都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对人类唯 得救之道充分的显明
对人类唯一得救之道充分的显明。
华人的信仰总是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五教合一，在那遥远之处都会相遇，
一厢情愿觉得都一样。
厢情愿觉得都 样。
实际上不一样，属灵方面怎么可以这么随便，
 属灵方面走错路，是没办法得到永生、得救的
属灵方面走错路 是没办法得到永生 得救的
 圣经把唯一得救的道很充分的显明出来，从旧约到新约
其他许多无以伦比的优秀之处，以及全然的完美等等。
圣经有一些很超越的东西，其他的书都没办法写的，例如：
圣经有
些很超越的东西，其他的书都没办法写的，例如：
十诫 — 超过一般法律，登山宝训 — 超过一般伦理道德，
圣灵论 三一神论
圣灵论、三
神论，其他很多无与伦比的优秀之处，
其他很多无与伦比的优秀之处
可以让我们看出，真是神的话语！

虽然如此，我们之所以完全接受并确信
圣经是无误的真理 有属神的权威
圣经是无误的真理，有属神的权威，
乃是由于圣灵「借着并伴随着」神的话
在我们心中所作的见证。
在我们心中所作的见证
By and With

圣灵不是直接跟我们讲话，是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
圣灵不是直接跟我们讲话
是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
 圣灵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
神的启示 真理 旨意 心意
神的启示、真理、旨意、心意
 圣灵借着圣经，在我们心里面作见证
这是老鹰的两个翅膀 — 圣灵跟圣经，
不但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也在圣灵里祷告，
让我们体验、明白、经历到圣经
真的是无误的真理，
真的是有属神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