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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concept of Biblical Inspiration and Revelation

⼀.聖經啟⽰的概念 The general concept of Biblical Revelation
聖經的啟⽰ Bible Revelation 是基督教信仰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教義真理。基督徒相信創造萬
物獨⼀真神是“神⾃我啟⽰”的⽅法向⼈類說話。聖啟⽰的話是基督徒信仰⽣活的準繩和教義
的基楚架構。
1. 啟⽰ Revelation 的意思或定義
啟⽰ To reveal 這個名詞是從拉丁⽂ Revelare 來的。是顯⽰或揭開隱藏的真理。中⽂有開
啟展⽰之意。最基本的定義就是神將⼈所不能知道的事⽤直接或間接地告訴⼈關乎神對
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作為藉不同的⽅法⼯具或媒介讓世⼈知曉。這詞句在舊約出現22
次，新約29次，總共聖經有51次。神的靈借不同作者⽤⽂字來傳達其本⾝的知識，這是
被動的啟⽰法

2. 啟⽰的種類分為兩⼤類
A. 普通的啟⽰ General Revelation ⽰為⾃然啟⽰  Natural Revelation 神透過其創造世界的
萬物和運作規律使全⼈類知曉祂的存在和全能。
20 ⾃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叫⼈無可推諉。（羅1:20）
13 有城外丟斯廟的祭司牽著⽜，拿著花圈，來到⾨前，要同眾⼈向使徒獻祭。14 巴
拿巴、保羅⼆使徒聽⾒，就撕開⾐裳，跳進眾⼈中間，喊著說：15 諸君，為甚麼做這
事呢？我們也是⼈，性情和你們⼀樣。我們傳福⾳給你們，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
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神。16 他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其
道；17 然⽽為⾃⼰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賞賜豐年，叫你們
飲⾷飽⾜，滿⼼喜樂。（徒14:13～17）
1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段。（詩19:1）

B. 特殊的啟⽰ Special Revelation 也可稱作超⾃然的啟⽰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乃是神借著特殊⽅法和媒介使⼈知曉祂的存在，⼼意和救贖⼈類的⽅法。聖經是神特
殊啟⽰⼈類知曉祂是創造萬物獨⼀真神和救贖世⼈的⼀部記錄書

3. 舊約和新約的啟⽰形式
A. 舊約的幾種形式

a. 顯現的啟⽰ Appearance 也稱作出現
• 神的顯現常借着使者或聲⾳向⼈說話。



1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伯拉罕坐在帳棚
⾨⼜，2 舉⽬觀看，⾒有三個⼈在對⾯站著。他⼀⾒，就從帳棚⾨⼜跑去迎接
他們，俯伏在地，3 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僕⼈往前去。
4 容我拿點⽔來，你們洗洗腳，在樹下歇息歇息。5 我再拿⼀點餅來，你們可以
加添⼼⼒，然後往前去。你們既到僕⼈這裡來，理當如此。他們說：就照你說
的⾏罷。6 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撒拉，說：你速速拿三細亞細麵調和作餅。7 
亞伯拉罕又跑到⽜群裡，牽了⼀隻又嫩又好的⽜犢來，交給僕⼈，僕⼈急忙預
備好了。8 亞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並預備好的⽜犢來，擺在他們⾯前，⾃
⼰在樹下站在旁邊，他們就吃了。（創18:1～8）
7 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泉旁遇⾒他，13 夏甲就稱那對他說話的耶
和華為看顧⼈的神。因⽽說：在這裡我也看⾒那看顧我的麼？（創16:7,13）
34 現在你去領這百姓，往我所告訴你的地⽅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引路；只
是到我追討的⽇⼦，我必追討他們的罪。(出32:34)

• 有時只限聲⾳說話
9 摩西進會幕的時候，雲柱降下來，⽴在會幕的⾨前，耶和華便與摩西說話。
10 眾百姓看⾒雲柱⽴在會幕⾨前，就都起來，各⼈在⾃⼰帳棚的⾨⼜下拜。11 
耶和華與摩西⾯對⾯說話，好像⼈與朋友說話⼀般。摩西轉到營裡去，惟有他
的幫⼿─⼀個少年⼈嫩的兒⼦約書亞不離開會幕。（出33:9～11）
1 摩西從摩押平原登尼波⼭，上了那與耶利哥相對的毘斯迦⼭頂。耶和華把基
列全地直到但，2 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蓮、瑪拿西的地，猶⼤全地直到西海，3 
南地和棕樹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瑣珥，都指給他看。4 耶和華對他說：這就
是我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說：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現在我使你眼睛看⾒了，你卻不得過到那裡去。5 於是，耶和華的僕⼈摩西死
在摩押地，正如耶和華所說的。6 耶和華將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毘珥對⾯的⾕
中，只是到今⽇沒有⼈知道他的墳墓。（申34:1～6）

b. 曉諭來啟⽰
2 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3 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神;
⾄於我名耶和華，他們未曾知道。（出6:2～3）
4 耶利⽶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5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
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耶1:4～5）

c. 夢 Dream 的啟⽰
5 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甚麼？你可以
求。6 所羅⾨說：你僕⼈─我⽗親⼤衛⽤誠實、公義、正直的⼼⾏在你⾯前，你就



向他⼤施恩典，又為他存留⼤恩，賜他⼀個兒⼦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樣。7 
耶和華─我的神啊，如今你使僕⼈接續我⽗親⼤衛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應當
怎樣出⼊。8  僕⼈住在你所揀選的民中，這民多得不可勝數。9   所以求你賜我智
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王上3:5～9)
1 巴⽐倫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夢，⾒了腦中的異象，就記錄這夢，述說
其中的⼤意。2 但以理說：我夜裡⾒異象，看⾒天的四⾵陡起，颳在⼤海之上。3 
有四個⼤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4 頭⼀個像獅⼦，有鷹的翅膀；我正觀看
的時候，獸的翅膀被拔去，獸從地上得⽴起來，⽤兩腳站⽴，像⼈⼀樣，又得了⼈
⼼。5又有⼀獸如熊，就是第⼆獸，旁跨⽽坐，⼜⿒內啣著三根肋⾻。有吩咐這獸
的說：起來吞吃多⾁。6 此後我觀看，又有⼀獸如豹，背上有⿃的四個翅膀；這獸
有四個頭，又得了權柄。7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
強壯，⼤有⼒量，有⼤鐵⽛，吞吃嚼碎，所剩下的⽤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不相
同，頭有⼗⾓。8 我正觀看這些⾓，⾒其中又⾧起⼀個⼩⾓；先前的⾓中有三⾓在
這⾓前，連根被他拔出來。這⾓有眼，像⼈的眼，有⼜說誇⼤的話。9 我觀看，⾒
有寶座設⽴，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他的⾐服潔⽩如雪，頭髮如純淨的⽺⽑。寶座
乃⽕燄，其輪乃烈⽕。10 從他⾯前有⽕，像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前
侍⽴的有萬萬；他坐著要⾏審判，案卷都展開了。11 那時我觀看，⾒那獸因⼩⾓
說誇⼤話的聲⾳被殺，⾝體損壞，扔在⽕中焚燒。12 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
⽣命卻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期。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有⼀位像
⼈⼦的，駕著天雲⽽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前，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
各⽅、各國、各族的⼈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但7:1～14）

d. 異象 Vision 的啟⽰，如神呼召摩西的異象
2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燄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燒著，卻
沒有燒燬。3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4 耶和華神
⾒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裡。5 神說：不要
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6 又說：我是你⽗親的
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神。7 耶和華
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了；他們因受督⼯的轄制所發的哀聲，
我也聽⾒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8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的⼿，領他們
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赫⼈、亞摩利⼈、⽐利
洗⼈、希未⼈、耶布斯⼈之地。9 現在以⾊列⼈的哀聲達到我⽿中，我也看⾒埃及



⼈怎樣欺壓他們。10 故此，我要打發你去⾒法⽼，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列⼈
從埃及領出來。（出3:2～10）

e. 神績奇事的啟⽰，神使紅海分開，⽕柱，雲柱，嗎哪，磐⽯出⽔。。。
f. 先知預⾔Prophecy，神借先知們傳達祂的旨意，或作神的代⾔⼈。將神啟⽰他們的
話，直接說出來，所以他們傳講的話，實在是神的話語。

B. 新約啟⽰的形式
a. 藉道成⾁⾝的主耶穌基督直接向⼈類啟⽰真神⾃⼰。是神將祂⾃⼰啟⽰給⼈最重要
的⽅法
18 從來沒有⼈看⾒神，只有在⽗懷裡的獨⽣⼦將他表明出來。（約1:18）
7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他。8
腓⼒對他說：求主將⽗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了。9 耶穌對他說：腓⼒，我與你
們同在這樣⾧久，你還不認識我麼？⼈看⾒了我，就是看⾒了⽗；你怎麼說將⽗顯
給我們看呢？10 我在⽗裡⾯，⽗在我裡⾯，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
憑著⾃⼰說的，乃是住在我裡⾯的⽗做他⾃⼰的事。11 你們當信我，我在⽗裡⾯，
⽗在我裡⾯；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約14:7～11）
基督教是神啟⽰⼈知曉救贖⽣命的宗教。這是信徒信仰的本質，也是聖經啟⽰的核
⼼內容。

b. 神的靈直接默⽰和啟⽰不同的⼈來書寫和記錄耶穌⽣命的四本福⾳書和其它書信
神特別揀選保羅寫的13封書信講解“福⾳的奧秘”。如何借基督啟⽰或揭露了出來。
9 都是照他⾃⼰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10 要照所安排的，在⽇
期滿⾜的時候，使天上、地上、⼀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弗1:9～10)
4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祕。5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知道，
像如今藉著聖靈啟⽰他的聖使徒和先知⼀樣。（弗3:4～5）
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
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10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
現才表明出來了。他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將不能壞的⽣命彰顯出來。（提後
1:9～10）
保羅的神學中⼼焦點都是集中於耶穌基督本⾝的啟⽰。

c. 聖經最後⼀本啟⽰錄
是使徒約翰在拔摩海島上被神靈感動在異象中⼈⼦耶穌基督親⾃啟⽰他向他說話，
曉喻他將來快成的事，就是預⾔末世論記錄下來。故神經都是神啟⽰的話語。
1 耶穌基督的啟⽰，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他的眾僕⼈。他就差
遣使者曉諭他的僕⼈約翰。2 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證，凡⾃⼰所看⾒的



都證明出來。3 念這書上預⾔的和那些聽⾒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
為⽇期近了。（啟1:1～3）
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裡⼀同有分，為神
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10 當主⽇，我被聖靈感
動，聽⾒在我後⾯有⼤聲⾳如吹號，說：11 你所看⾒的當寫在書上，達與以弗所、
⼠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拉鐵⾮、⽼底嘉、那七個教會。19 所以你
要把所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啟1:9～11，19）
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命樹
的果⼦賜給他吃。11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必
不受第⼆次死的害。1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的，就應當聽！得勝的，
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塊⽩⽯，⽯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
沒有⼈能認識。29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的，就應當聽！（啟2:7，11，
17，29）
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的有福了！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
要照各⼈所⾏的報應他。（啟22:7，12）

⼆.全本聖經啟⽰的性質 The Character of Biblical Revelation
1. 命題的啟⽰ Propositional Revelation
也可稱作⾃主性的啟⽰。就是神的話語以⼀種不變的詞句和⽅式來表達出是祂的話語。
例如耶和華曉喻，神說，耶和華囑咐，耶和華說。。。等語句差不多超過⼆千多次。意
思是寫作聖經的⼈說命聖經的話是出⾃神本⾝的啟⽰。他們只是寫下神啟⽰的傳⾔
Verbal Revelation。簡⾔之，聖經是神⽤話語的啟⽰和藉作者以⽂字記錄祂的話。
A. 話語的啟⽰ Verbal Revelation
神最先⽤⼜頭⾔語向⼈發出啟⽰之⾔。將祂的旨意陳述給眾先知聽和寫下祂的話，故
先知書中常有“耶和華如此說”這詞句。又如新約四福⾳的作者⽤⽂字將耶穌⼜頭啟⽰
的話記錄下來。

B. ⽂字的啟⽰ Literal Revelation
神為了保證祂所啟⽰的話語得以恆久存留下來，因此祂便借神靈感動，使⼈把祂的啟
⽰寫成⽂字，這樣就產⽣了聖經這本經典。

2. 歷史性的啟⽰ Historical Revelation
神在聖經中的啟⽰是獨特⽽又超越性的。祂在舊約中啟⽰祂救贖⼈類的计畫。祂在歷史
中借預表，象徵和預⾔來啟⽰講來彌賽亞的來臨



15 我又要叫你和⼥⼈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的後裔也彼此為仇。⼥⼈的後裔要傷你
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創3:15）
1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2 他在耶和華⾯前⽣⾧如嫩芽，像根
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3 他被藐視，
被⼈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掩⾯不看的⼀樣；我們也不尊重
他。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
了。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
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6 我們都如⽺⾛迷；各⼈偏⾏⼰路；耶和華使我們眾⼈的罪
孽都歸在他⾝上。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他像⽺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
像⽺在剪⽑的⼈⼿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8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於他
同世的⼈，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9 他雖然未⾏強
暴，⼜中也沒有詭詐，⼈還使他與惡⼈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10 耶和華卻定
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後裔，並且延⾧年⽇。耶和
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中亨通。11 他必看⾒⾃⼰勞苦的功效，便⼼滿意⾜。有許多⼈因
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的同分，
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
的罪，又為罪犯代求。（賽53:1～12）
祂在歷史上借祂的⼤能的救贖⼯作把⾃⼰啟⽰出來。最後借道成⾁⾝的耶穌基督完成救
贖的⾏動。神救贖⾏動的計畫歷史加上祂的話語和藉⽂字的描述和啟⽰，使我們認識這
位掌握歷史的主宰及祂與⼈類⽣命的關系。

3. 漸進性的啟⽰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福⾳派聖經學者都為神在聖經是逐漸前進的⽅式。神的啟⽰最初有點暗淡不明，逐漸地
開朗出來，最後啟⽰達於完成的階段。聖經內容看來，神最先借亞當啟⽰開始，後來借
諾亞，亞伯拉罕，摩西，和眾先知漸進啟⽰伸展開來，直到新約道成⾁⾝的耶穌。後來
更借着眾使徒和蒙神特別呼召的⼈來把祂的啟⽰真理解釋出來，因此後來的啟⽰⽐先前
的啟⽰容易明⽩和詳細的多。不過若沒有舊約的歷史真理啟⽰和闡明，我們不⼤容易了
解新約的許多訓導式經⽂。當了解舊約和新約互相關系的真理是漸進啟⽰的性質。使我
們在讀經和解經上有莫⼤幫助，了解全本聖經有交互關聯的組織和統⼀性。總⾔⽽之，
我們實在感謝神，有了聖經的全備的啟⽰，我們才得了耶穌基督救贖的福⾳，承受將來
永⽣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