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默⽰與啟⽰的概念(補充材料)      01/28/2018 主⽇學      李廷輝牧師
The general concept of Biblical Inspiration and Revelation

⼀.啟⽰的⽅式
普通啟⽰⽅式 General Revelation。也稱⾃然啟⽰Natural Revelation
特殊啟⽰⽅式 Special Revelation。也稱超⾃然啟⽰Supernatural Revelation

1. 藉天使或使者來啟⽰。
23 ⼀千天使中，若有⼀個作傳話的與神同在， 指⽰⼈所當⾏的事，24 神就給他開恩，
說：救贖他免得下坑；我已經得了贖價。25 他的⾁要⽐孩童的⾁更嫩；他就返⽼還童。
（伯33:23～25）

13 我在床上腦中的異象，⾒有⼀位守望的聖者從天⽽降。14 ⼤聲呼叫說：伐倒這樹！砍
下枝⼦！搖掉葉⼦！拋散果⼦！使⾛獸離開樹下，⾶⿃躲開樹枝，15 樹墩卻要留在地
內，⽤鐵圈和銅圈箍住，在⽥野的青草中讓天露滴濕，使他與地上的獸⼀同吃草，16 使
他的⼼改變，不如⼈⼼；給他⼀個獸⼼，使他經過七期，17 這是守望者所發的命，聖者
所出的令，好叫世⼈知道⾄⾼者在⼈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極卑微
的⼈執掌國權。（但4:13～17）

15 我─但以理⾒了這異象，願意明⽩其中的意思。忽有⼀位形狀像⼈的站在我⾯前。16 
我又聽⾒烏萊河兩岸中有⼈聲呼叫說：加百列啊，要使此⼈明⽩這異象。(但8:15～16)

21 我正禱告的時候，先前在異象中所⾒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來，約在獻晚祭的時
候，按⼿在我⾝上。22 他指教我說：但以理啊，現在我出來要使你有智慧，有聰明。23 
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我來告訴你，因你⼤蒙眷愛；所以你要思想明⽩這以下
的事和異象。（但9:21～23）

5 舉⽬觀看，⾒有⼀⼈⾝穿細⿇⾐，腰束烏法精⾦帶。6 他⾝體如⽔蒼⽟，⾯貌如閃電，
眼⽬如⽕把，⼿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如⼤眾的聲⾳。7 這異象惟有我─但以理
⼀⼈看⾒，同著我的⼈沒有看⾒。他們卻⼤⼤戰兢，逃跑隱藏，8 只剩下我⼀⼈。我⾒
了這⼤異象便渾⾝無⼒，⾯貌失⾊，毫無氣⼒。9 我卻聽⾒他說話的聲⾳，⼀聽⾒就⾯
伏在地沉睡了，10 忽然，有⼀⼿按在我⾝上，使我⽤膝和⼿掌⽀持微起。(但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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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對與我說話的天使說：主啊，這是甚麼意思？他說：我要指⽰你這是甚麼意思。10 
那站在番⽯榴樹中間的⼈說：這是奉耶和華差遣在遍地⾛來⾛去的。11 那些騎⾺的對站
在番⽯榴樹中間耶和華的使者說：我們已在遍地⾛來⾛去，⾒全地都安息平靜。12 於
是，耶和華的使者說：萬軍之耶和華啊，你惱恨耶路撒冷和猶⼤的城⾢已經七⼗年，你
不施憐憫要到幾時呢？13 耶和華就⽤美善的安慰話回答那與我說話的天使。14 與我說話
的天使對我說：你要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耶路撒冷為錫安，⼼裡極其⽕
熱。15 我甚惱怒那安逸的列國，因我從前稍微惱怒我民，他們就加害過分。16 所以耶和
華如此說：現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準繩必拉在耶路撒
冷之上。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17 你要再宣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城⾢必
再豐盛發達。耶和華必再安慰錫安，揀選耶路撒冷。18 我舉⽬觀看，⾒有四⾓。19 我就
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這是甚麼意思？他回答說：這是打散猶⼤、以⾊列，和耶路撒冷
的⾓。20 耶和華又指四個匠⼈給我看。21 我說：他們來做甚麼呢？他說：這是打散猶⼤
的⾓，使⼈不敢抬頭；但這些匠⼈來威嚇列國，打掉他們的⾓，就是舉起打散猶⼤地的
⾓。（亞1:9～21）

11 有主的使者站在⾹壇的右邊，向他顯現。12 撒迦利亞看⾒，就驚慌害怕。13 天使對
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了。你的妻⼦以利沙伯要給你⽣
⼀個兒⼦，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14 你必歡喜快樂；有許多⼈因他出世，也必喜樂。15 
他在主⾯前將要為⼤，淡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滿了。16 他要使許多以⾊
列⼈回轉，歸於主─他們的神。17 他必有以利亞的⼼志能⼒，⾏在主的前⾯，叫為⽗的
⼼轉向兒⼥，叫悖逆的⼈轉從義⼈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的百姓。18 撒迦利亞對天使
說：我憑著甚麼可知道這事呢？我已經⽼了，我的妻⼦也年紀⽼邁了。19 天使回答說：
我是站在神⾯前的加百列，奉差⽽來對你說話，將這好信息報給你。（路1:11～19）

26 有主的⼀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往那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
曠野。（使8:26）

23 因我所屬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24 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
在該撒⾯前，並且與你同船的⼈，神都賜給你了。（使27: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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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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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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
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他僕⼈。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的有福了！8 這些
事是我約翰所聽⾒、所看⾒的；我既聽⾒、看⾒了，就在指⽰我的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
9 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語的⼈，同是作
僕⼈的。你要敬拜神。（啟22:6～9）

2. 藉聖經66本作者講解真理來啟⽰
8 他們對他說：我們各⼈做了⼀夢，沒有⼈能解。約瑟說：解夢不是出於神麼？請你們
將夢告訴我。9 酒政便將他的夢告訴約瑟說：我夢⾒在我⾯前有⼀棵葡萄樹，10 樹上有
三根枝⼦，好像發了芽，開了花，上頭的葡萄都成熟了。11 法⽼的杯在我⼿中，我就拿
葡萄擠在法⽼的杯裡，將杯遞在他⼿中。12 約瑟對他說：他所做的夢是這樣解：三根枝
⼦就是三天；13 三天之內，法⽼必提你出監，叫你官復原職，你仍要遞杯在法⽼的⼿
中，和先前作他的酒政⼀樣。14 但你得好處的時候，求你記念我，施恩與我，在法⽼⾯
前題說我，救我出這監牢。15 我實在是從希伯來⼈之地被拐來的；我在這裡也沒有做過
甚麼，叫他們把我下在監裡。16 膳⾧⾒夢解得好，就對約瑟說：我在夢中⾒我頭上頂著
三筐⽩餅；17 極上的筐⼦裡有為法⽼烤的各樣⾷物，有⾶⿃來吃我頭上筐⼦裡的⾷物。
18 約瑟說：你的夢是這樣解：三個筐⼦就是三天；19 三天之內，法⽼必斬斷你的頭，把
你掛在⽊頭上，必有⾶⿃來吃你⾝上的⾁。20 到了第三天，是法⽼的⽣⽇，他為眾⾂僕
設擺筵席，把酒政和膳⾧提出監來，21 使酒政官復原職，他仍舊遞杯在法⽼⼿中；22 但
把膳⾧掛起來，正如約瑟向他們所解的話。（創20:8～22）

16 約瑟回答法⽼說：這不在乎我，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法⽼。17 法⽼對約瑟說：我夢⾒
我站在河邊，18 有七隻母⽜從河裡上來，又肥壯又美好，在蘆荻中吃草。19 隨後又有七
隻母⽜上來，又軟弱又醜陋又乾瘦，在埃及遍地，我沒有⾒過這樣不好的。20 這又乾瘦
又醜陋的母⽜吃盡了那以先的七隻肥母⽜，21 吃了以後卻看不出是吃了，那醜陋的樣⼦
仍舊和先前⼀樣。我就醒了，22 我又夢⾒⼀棵⿆⼦，⾧了七個穗⼦，又飽滿又佳美，23 
隨後又⾧了七個穗⼦，枯槁細弱，被東⾵吹焦了。24 這些細弱的穗⼦吞了那七個佳美的
穗⼦。我將這夢告訴了術⼠，卻沒有⼈能給我解說。25 約瑟對法⽼說：法⽼的夢乃是⼀
個。神已將所要做的事指⽰法⽼了。26 七隻好母⽜是七年，七個好穗⼦也是七年；這夢
乃是⼀個。27 那隨後上來的七隻又乾瘦又醜陋的母⽜是七年，那七個虛空、被東⾵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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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穗⼦也是七年，都是七個荒年。28 這就是我對法⽼所說，神已將所要做的事顯明給法
⽼了。29 埃及遍地必來七個⼤豐年，30 隨後又要來七個荒年，甚⾄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
豐收，全地必被饑荒所滅。31 因那以後的饑荒甚⼤，便不覺得先前的豐收了。32 ⾄於法
⽼兩回做夢，是因神命定這事，⽽且必速速成就。33 所以，法⽼當揀選⼀個有聰明有智
慧的⼈，派他治理埃及地。（創41:16～33）

38 法⽼對⾂僕說：像這樣的⼈，有神的靈在他裡頭，我們豈能找得著呢？39 法⽼對約瑟
說：神既將這事都指⽰你，可⾒沒有⼈像你這樣有聰明有智慧。40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民都必聽從你的話。惟獨在寶座上我⽐你⼤。（創41:38～40）

1 耶穌基督的僕⼈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2 這福⾳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
經上所應許的，3 論到他兒⼦─我主耶穌基督。按⾁體說，是從⼤衛後裔⽣的；4 按聖善
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能顯明是神的兒⼦。5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
在萬國之中叫⼈為他的名信服真道；6 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7 我寫信給
你們在羅⾺、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
歸與你們！(羅1:1～7)

10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11 除
了在⼈裡頭的靈，誰知道⼈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知道神的事。12 我們
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13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智慧所指教⾔語，乃是⽤聖靈所指教的⾔語，將屬靈的
話解釋屬靈的事。14 然⽽，屬⾎氣的⼈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
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才能看透。15 屬靈的⼈能看透萬事，卻沒有⼀⼈能看透了
他。16 誰曾知道主的⼼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了。（林前2:10～16）

15 你當竭⼒在神⾯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2:15）

14 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裡；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15 並且知道你是從
⼩明⽩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的，於
教訓、督責、使⼈歸正、教導⼈學義都是有益的，17 叫屬神的⼈得以完全，預備⾏各樣
的善事。（提後3:14～17）

1 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裡⽣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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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
的，2 就是照⽗神的先⾒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所
灑的⼈。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彼前1:1～2）

1 親愛的弟兄阿，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封信。這兩封都是提醒你們，激發你們誠實
的⼼，2 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彼
後3:1～2）

14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
主；15 並且要以我主⾧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
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16 他⼀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的，那無學
問、不堅固的⼈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樣，就⾃取沉淪。（彼後3:14～16）

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所看⾒、親眼看過、親⼿摸過的。2 這
⽣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過，現在又作⾒證，將原與⽗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
遠的⽣命、傳給你們。3 我們將所看⾒、所聽⾒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
乃是與⽗並他兒⼦耶穌基督相交的。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作：我
們）的喜樂充⾜。（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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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我向⼀切聽⾒這書上預⾔的作⾒證，若有⼈在這預⾔上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
的災禍加在他⾝上；19 這書上的預⾔，若有⼈刪去甚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命樹和
聖城刪去他的分。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21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22:18～21）

3. 藉沉睡來啟⽰
12 ⽇頭正落的時候，亞伯蘭沉沉地睡了；忽然有驚⼈的⼤⿊暗落在他⾝上。13 耶和華對
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的地，又服事那地的⼈；那地的⼈要苦
待他們四百年。14 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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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出來。15 但你要享⼤壽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裡，被⼈埋葬。16 到了第四代，
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的罪孽還沒有滿盈。（創15:12～16）

14 神說⼀次、兩次，世⼈卻不理會。15 ⼈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 神就⽤夢和夜間的異
象，16 開通他們的⽿朵，將當受的教訓印在他們⼼上，17 好叫⼈不從⾃⼰的謀算，不⾏
驕傲的事(原⽂是將驕傲向⼈隱藏)，18 攔阻⼈不陷於坑裡，不死在⼑下。(伯33:14～18)

4. 藉夢來啟⽰神的話
10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去；11 到了⼀個地⽅，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
拾起那地⽅的⼀塊⽯頭枕在頭下，在那裡躺臥睡了，12 夢⾒⼀個梯⼦⽴在地上，梯⼦的
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上，上去下來。13 耶和華站在梯⼦以上（或作站在他旁
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14 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
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15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那裡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
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16 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
我竟不知道！17 就懼怕，說：這地⽅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
⾨。（創28:10～17）

20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衛的⼦孫約瑟，不要怕！只管
娶過你的妻⼦⾺利亞來，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21 他將要⽣⼀個兒⼦，你要給他
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太1:20～21）

5. 藉摯簽來啟⽰
33 籤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箴16:33）

7 船上的⼈彼此說：來吧，我們掣籤，看看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於是他們掣籤，
掣出約拿來。（拿1:7）

24 眾⼈就禱告說：主阿，你知道萬⼈的⼼，求你從這兩個⼈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
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這位分猶⼤已經丟棄，往⾃⼰的地⽅去了。26 於是眾⼈為他們搖
籤，搖出⾺提亞來；他就和⼗⼀個使徒同列。（使1:24～26）

6. 藉烏陵和⼟明來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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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亞倫進聖所的時候，要將決斷胸牌，就是刻著以⾊列兒⼦名字的，帶在胸前，在耶和
華⾯前常作紀念。30 又要將烏陵和⼟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裡；亞倫進到耶和華⾯前的時
候，要帶在胸前，在耶和華⾯前常將以⾊列⼈的決斷牌帶在胸前。（出28:29～30）

18 耶和華對摩西說：嫩的兒⼦約書亞是⼼中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在他頭上，19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前，囑咐他，20 又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列全
會眾都聽從他。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在耶和華⾯
前為他求問。他和以⾊列全會眾都要遵以利亞撒的命出⼊。（民27:18～21）

7. 藉聖靈來啟⽰
26 有主的⼀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往那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
曠野。27 腓利就起⾝去了，不料，有⼀個埃提阿伯⼈，是個有⼤權的太監，在埃提阿伯
⼥王⼲⼤基的⼿下總管銀庫，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28 現在回來，在⾞上坐著，念先
知以賽亞的書。29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30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裡，聽⾒他
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麼？（使8:26～30）

19 彼得還思想那異象的時候，聖靈向他說：有三個⼈來找你。20 起來，下去，和他們同
往，不要疑惑，因為是我差他們來的，21 於是彼得下去⾒那些⼈，說：我就是你們所找
的⼈。你們來是為甚麼緣故？22 他們說：百夫⾧哥尼流是個義⼈，敬畏神，為猶太通國
所稱讚。他蒙⼀位聖天使指⽰，叫他請你到他家裡去，聽你的話。（使10:19～22）

8. 藉神跡，異能，奇事來啟⽰
22 以⾊列⼈哪，請聽我的話：神藉著拿撒勒⼈耶穌在你們中間施⾏異能、奇事神蹟，將
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知道的。（徒2:22）

30 耶穌在⾨徒⾯前另外⾏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
是基督，是神的兒⼦，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命。（約20:30～31）

9. 藉眾先知來啟⽰
77 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他的僕⼈─眾先知，就⼀無所⾏。（摩3:7）

18 但神曾藉眾先知的⼜，預⾔基督將要受害，就這樣應驗了。（使3:18）

1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的曉諭列祖，（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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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基督的僕⼈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2 這福⾳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
經上所應許的，（羅1:1～2）

21 因為預⾔從來沒有出於⼈意的，乃是⼈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後1:21）

10.藉⾃然界所造之物來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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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所造的殿，25 也不⽤⼈⼿服
事，好像缺少甚麼；⾃⼰倒將⽣命、氣息、萬物，賜給萬⼈。26 他從⼀本（有古卷作⾎
脈）造出萬族的⼈，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27 要叫他們
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不遠；28 我們⽣活、動作、存留，都在
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說：我們也是他所⽣的。（使17:24～28）

11.藉全本聖經來啟⽰
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的（或作：凡神所默⽰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歸正、教導
⼈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3:16）

160 你話的總綱是真實；你⼀切公義的典章是永遠⾧存。(詩119:160)

55 神的⾔語句句都是煉淨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們的盾牌。（箴30:5）

39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給我作⾒證的就是
這經。（約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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