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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全备的旨意 ─
关于他自己的荣耀 人的得救 信仰与生活等
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与生活等，
人所必须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已经明明记载在圣经内，
就是从圣经中可以推想出正当的与必然的结论。
就是从圣经中可以推想出正当的与必然的结论
全备就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
 很多圣经有直接教导，比如婚姻是一夫一妻
 有些圣经没有直接讲的，就是要用推论…
例如圣经没有讲姊妹可 可 穿很短的裙子
例如圣经没有讲姊妹可不可以穿很短的裙子，
实际有没有原则呢？有啊，圣经说要端庄，
 穿暴露的服装，会引诱人有色情的联想、冲动
穿暴露的服装 会引诱人有色情的联想 冲动
 至少在众人面前，为了不要绊倒人，是应该端庄的
根据这个原则就知道什么场合要穿什么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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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何时，都不可以假藉
圣灵进 步的启示或人的传统 为圣经加添任何内容
圣灵进一步的启示或人的传统，为圣经加添任何内容。
历世历代很多基督徒、特别是灵恩运动当中，
很多人就说他又听到神的话了…
西敏信条第一节最后一句话
西敏信条第
节最后 句话 —
向圣经作者所作的那一些启示，已经停止了。
后世的基督徒跟教会当然亲近神还可以得到圣灵的感动，
后世的基督徒跟教会当然亲近神还可以得到圣灵的感动
但最好不要说这就是圣灵的启示，还需要加以分辨
 不能说 — 圣灵进一步启示了，就为圣经加添新的内容
圣灵进 步启示了 就为圣经加添新的内容


但在实际上在某一些极端的教派，
教
常常把一些他们认为
神
神向他们说话、进一步的启示，
、
步
示，
就不断的教导…

如果有明明的纪载，就照这记载遵行
如果没有 就根据圣经的原则来推测 推论
如果没有，就根据圣经的原则来推测、推论，
而且会产生正当的、必然的结论

高速公路上的看板…

极端灵恩派

你想听见上帝新鲜的道吗？ 可能是礼拜六晚上，
圣灵刚刚跟牧师讲的，
来我们教会！
Pentecostal Church
五旬节教会

礼拜天早上 牧师就把
神给他最新鲜的启示
就讲出来了…

越重视这些新鲜的道的教会，就对圣经越糊涂
 表面上没有否定圣经，实际上没有好好读圣经，
，
圣经模糊的时候，就是撒旦趁虚而入的时刻了


因为太高举特殊启示、感动、异象、先知的话语，
 其实是不好，是要加以分辨以后可以作参考
 很多人没有否认圣经的权威、不敢增订内容，
可是实践上引领教会所谓新的启示 先知的话
可是实践上引领教会所谓新的启示、先知的话，
对圣经反而模糊不清、可能犯了大错

不过我们晓得，为了明白圣经所启示的得救之道，
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是必须的。
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是必须的
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先祷告 — 不是
不是一个仪式，
个仪式，
 圣经不是人的作品，
人的作品用自己的经历和智慧就好了
 是神的作品，超过一般的智慧、理性，
仰望圣灵来教导 神的灵光照我们
仰望圣灵来教导、神的灵光照我们
约十四17 十五26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约十四17、十五26
约十六13a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原文是「进入」

七、圣经中所记载的一切事，不都是很清楚的，
也不都是很明白地启示给众人…
也不都是很明白地启示给众人
圣经这一百万字，当初读者很明白的，
 有一些是奥秘，以后才会懂的
 二、三千年时空的隔阂，就不能都明白了
但关于得救所必须知道、必须相信、必须遵守的一切事情，
都已经在圣经的某些章节中，很清楚地宣示出来了，
所以不单单是有学问的人，即便是没受过正式教育的人，
只
只要用正常的方法去读，都能得到充分的了解。
常的方法
，
要仰望圣灵来光照，不是靠自己的知识跟立场
去选择圣经 判断圣经
去选择圣经、判断圣经
 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靠着圣灵去了解，
虽然圣经有很多细节不一定可以清楚了解，
虽然圣经有很多细节不一定可以清楚了解
但对于救恩之道，却可以有充分了解


并且晓得，某些关于敬拜神和教会行政的事情
基督徒的
和 般为人处世的常识有相通之处
和一般为人处世的常识有相通之处，
知识论
所以也可以借着人的常识和基督徒的智慧
慎思明辨来安排 但必须完全符合圣经的通则
慎思明辨来安排，但必须完全符合圣经的通则
─因为那是我们永远必须遵行的。
林前二15a 属灵的人看透万事。

求圣灵让我们能看透 看得准
求圣灵让我们能看透、看得准。

要得到真理的知识，
1. 圣经明明的纪载，
2. 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
没讲的，根 常识来判断，
3. 圣经没讲的，根据常识来判断，
但不能违背圣经所启示的法则

八、用希伯来文 (古代神选民的母语) 所写的旧约，和用
希腊文 (新约写作时，各国最通行的文字)
(新约写作时 各国最通行的文字) 所写的新约，
所写的新约
都是受神直接的灵感，并且由于神特别的照顾与护理，
经过历世历代 保持其纯正 所以是可靠的
经过历世历代，保持其纯正，所以是可靠的。
当这些写出来成为圣经之后，
神继续特别的护理 — 保护、管理，
还可以保持它的纯正、都是可靠的。
随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原文圣经也有产生不同的版本，
 但感谢神，都只是在细节上有小的出入，
关于整套的教义、救恩之道，
并没有丝毫的差错、矛盾
 有些译本有些字句是有问题的，但很快就会被发现，
问题太多被当作不可靠的译本 也不会流行下去
问题太多被当作不可靠的译本，也不会流行下去，
这也是神的护理、保守

因此一切信仰上的争论，
教会都应当以圣经为最终 (最高) 裁判。
裁判
我们对神学、很多教会或信仰的事情，
可能有争议，要根据圣经来作最高的裁判。
神的众百姓们有权利 有兴趣读圣经
神的众百姓们有权利、有兴趣读圣经…
圣经不是写给神学家，是给神的众儿女、众百姓的
 信主以后对神的话、神的心意会渴慕、想要了解
信主以后对神的话 神的心意会渴慕 想要了解


而且，有义务照神的吩咐，
存着敬畏神的心去诵读和查考圣经；
但因为他们并不是都通晓这些圣经原文，所以圣经
必须随着神的话语所到之处，翻译成当地的方言。
马丁路德主张翻成方言，花很长时间把圣经翻成德语
马丁路德主张翻成方言，花很长时间把圣
翻成德语
 改教先锋威克里夫，把圣经翻译成英语


九、解释圣经，有一个一定不会错的法则，就是圣经本身。
所以如果想准确地 完整地了解某 处经文
所以如果想准确地、完整地了解某一处经文
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应当先参考其它比较清楚的经文，
藉以查究并了解其真义。
藉以查究并了解其真义
以经解经
用串珠圣经，
用串珠圣经
圣经专家把一些重要的、相关的经文，
把它列在串珠圣经里面
 看上下文，这节圣经难懂，
上下文看一看 大部分都有线索
上下文看一看，大部分都有线索


可四耶稣讲撒种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往下看，耶稣就有解释了…
很多的经文从上下文，前面、后面反复看一看，
多读几遍，其实可以比较了解。

中世纪，这句话在改教的时候很有意义的—
 那时罗马公教 (天主教)
是反对把圣经翻译成方言的，甚至把
翻译成方言的 当作异端 把他处
翻译成方言的人当作异端、把他处死
 西敏信条很清楚的宣告应该翻译成方言，
可以让神的儿女更快的明白神的话、神的心意
意
好让他们能将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各人心里，
使各人都可以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敬拜他，
并借着从圣经所得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这个世界有很多跟我们的信仰格格不入的，
 从圣经可以得到忍耐的功夫，
来忍耐这些跟我们信仰冲突的事情
 很多的苦难、艰难，可以从神的话得到安慰
很多的苦难 艰难 可以从神的话得到安慰
 很多让我们灰心的事，从神的话得到盼望

以经解经相关经文并不是乱串一通，
九十九 羊 + 亚伯拉罕献以撒树枝上一只羊…
九十九只羊
伯拉罕献 撒树枝上
羊
以经解经不是随便拿一节来解释这一节。
正确的例子 — 亚伯拉罕献以撒，在表达因信称义，
可以看新约其他的地方，
 来十一 亚伯拉罕因着信离开故乡到迦南地，
 上帝使无变有 — 夫妻年老得到儿子以撒
 因着信就把以撒献上，读旧约这太难懂了…
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可以叫以撒从死里复活
 罗四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无变有、使人复活的神。
使人复活 来十一 就有解释了…
正确的意思在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
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上帝就称他为义
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上帝就称他为义，
上帝算他是一个义人、是个完全人。

十、信仰上一切的争论、教会会议一切的决议、
古代作家的意见 人们的教导和个人的感动
古代作家的意见、人们的教导和个人的感动，
都应当以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为最高裁判，
如此检验 审察所得的结论
如此检验、审察所得的结论，
我们都应该心悦诚服。
我们承认有一些事情圣经也没有交代，
 如果怎么查考都没有答案，
表示那一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大部分有争议的事情都有交代，
但是大部分有争议的事情都有交代
照 第十节 所讲的，
可以得到指示 而且就应该心悦诚服
可以得到指示、而且就应该心悦诚服
我们把已经有答案的好好去遵行，
这 生就可以忙得不亦乐乎了！
这一生就可以忙得不亦乐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