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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1月6日 安息日下午

聖靈與上帝的話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彼後1：19－21；林前2：9－13；詩119：160；約17：17。

存心節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或作：凡上帝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
後3：16－17）

《聖經》對自身有這樣的描述：「《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或作：
凡上帝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
16－17）《聖經》符合這樣的角色，是因為《聖經》乃是藉著聖靈的工
作，使上帝的話語得以向人類啟示。聖靈在《聖經》中向我們啟示上帝
的旨意，並向我們顯示如何過一個討上帝喜悅的人生。
但聖靈不是只有在遙遠的過去，在起初撰寫《聖經》時運行而已。即便
今日，祂仍以許多其他重要的方式參與上帝的話語之工。最重要的，應
該就是在我們研讀《聖經》，並渴望能正確的理解時，這是最需要聖靈
幫助的時候了。這同一位聖靈，喚起我們熱愛上帝話語的渴望，並在我
們的生活中應用《聖經》的教導。因此，聖靈參與《聖經》著作，也藉
著《聖經》話語，使我們蛻變為在基督裏的新造之人。
本週我們將藉著《聖經》中的相關記載，來追溯聖靈的工作。

■研究本週學課，為1月7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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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和啟示】
上帝要如何確保他的旨意，能夠忠
實的傳達給墮落的人類呢？祂乃是
藉著聖靈的兩大相關工作，也就是
啟示和靈感來完成。
在啟示的過程當中，人類需要依靠
自身以外的外力幫助，來向我們這
受造（且墮落）的生靈，啟示我們
無法靠自己得知的事物。也就是
說，聖靈將那必要告訴我們的真理
教導我們（參閱但2：19－23）；
否則我們絕無法從自然的管道得知
真理。
啟示的過程乃是，上帝將祂自己和
祂神聖的旨意，向人類顯明。啟示
一字的基礎概念就是揭示、揭開、
或披露一件原本隱藏的事物。我們
需要這樣的啟示，乃是因為身為有
限且墮落，又因罪與上帝隔離的生
靈，我們能靠自身學習的實為有
限。我們需要靠賴上帝，方能明白
祂的旨意。因此我們必須依靠上帝
的啟示，因為我們不是上帝，並且
我們對祂先天的認識十分有限。
閱讀彼後1：19－21，此處說明《聖
經》預言信息的起源是什麼呢？《聖
經》信息的神聖起源，如何向我們闡
明《聖經》的權威性呢？

使徒彼得說，《舊約》的預言信息
並非出自於人，先知乃是受聖靈感
動，因此他們的信息內容是來自於
上帝。這些人並非自己造出信息，
他們只是傳導信息的管道，而非信
息的創作者。彼得非常刻意的強
調，預言乃是出於聖靈之啟發：雖
是人手所寫，「預言從來沒有出於
人意的」（彼後 1 ： 21 ）。正因為
《聖經》是出自於神聖的起源，對
於我們的生活而言，它被賦予了至
高的權威。
上帝使用人類向世人宣告祂的話語，
今日，我們如何能被聖靈使用，以成
就同樣果效的事呢？今日我們不再撰
寫《聖經》，但我們如何宣揚已記在
經上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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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靈感】
靈感一字用來形容，上帝藉著聖靈
的工作，使用人作為器皿來傳達祂
的信息。聖靈在靈感的過程中做
工，乃是我們能在所有經文中，看
到關於《聖經》真理合一性的重
要原因。聖靈是真理的靈（約14：
17；15：26；16：13），引導我們
明白一切的真理。
閱讀彼後1：21；申18：18；彌3：
8和林前2：9－13。關於《聖經》的
作者，以及上帝與《聖經》起源的關
聯，這些經文告訴我們什麼呢？

「被聖靈感動」（彼後1：21）乃
是對聖靈的靈感工作強烈的肯定。
在林前 2 ： 9 － 13 ，使徒保羅將啟
示和靈感歸功於聖靈。在第9 節提
到，上帝啟示了人眼睛未曾見過的
隱藏事物，而上帝是藉著聖靈來啟
示的（林前2：10）。使徒們領受
「從上帝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上
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林前2 ：
12），接著第13節，他談到靈感的
工作，「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
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
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保羅對
於他自己所宣講的來源和權威，是
毫無疑問的。

儘管《聖經》多處是上帝直接、超
自然啟示的結果，但也並非全部的
《聖經》都是用這種方式被啟示。
有時候，上帝使用《聖經》作者個
人對事物的審慎調查，或使用他
們其他既有的文件（書10：13；路
1 ： 1 － 3 ），來啟示並傳遞祂的信
息。因此《聖經》中的每一部分
都是由啟示和靈感而來（提後 3 ：
16）。這就是為何保羅說，所寫的
一切，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
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著盼望。」（羅15：4）是
上帝在說話，也是上帝創造了人類
的語言，這位上帝能使蒙揀選的
人，以一種可信和可靠的方式，用
人類的語言傳遞靈感的思想。
「上帝向來樂意藉著人類媒介，來
向世界傳達祂的真理，並且祂藉著
聖靈，親自賦予人們資格，使他們
有能力從事祂的工作。祂選擇適當
的話語和文字，來引導人心。雖此
珍寶是委託給地上的器皿，然而它
卻是源自於天上。」―懷愛倫著
《證言精選》第一卷，原文第26頁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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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經文的忠實性】
啟示是上帝藉以向祂選民揭示真
理的超自然行為，靈感則是聖靈
的作為，好保有人類作者寫作的
真實性，他們的文字是上帝完全
認可的。上帝恨惡假見證（出20：
16 ），祂也不說謊（來 6 ： 18 ）。
祂被稱作是真理的上帝（詩 31 ：
5 ；賽 65 ： 16 ）。相仿的，聖靈也
被稱作是「真理的聖靈」。
閱讀詩119：160，這教導我們哪些有
關上帝對我們啟示的事呢？

閱讀約17：17，關於上帝的話語，耶
穌在此向我們說明什麼呢？

上帝的話是可信的，我們應全然接
受。我們的責任不是審判經文，相
反的，經文有權利、並有權威審判
我們。「上帝的道是活潑的，是有
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

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
能辨明。」（來4：12）
當然，儘管《聖經》是由活在當代
的人所寫成，有其特定的地點和文
化（這是必然的），然而我們卻不
該利用此一事實，稀釋或封鎖了
《聖經》給我們的信息。一旦開此
風氣，《聖經》就受限於人類，並
受限於他們決定的真理為何。造成
的結果是許多人雖宣稱相信《聖
經》，但是卻拒絕六日創造、世界
性的洪水、童女生子、耶穌身體的
復活、以及基督實際的復臨。這些
只是那些坐著審判《聖經》的行錯
之人，所拋棄的眾多《聖經》真理
中的一小部分。我們任何人都不應
採取這種方法。
我們的判斷須降服於上帝的話語，而
非反其道而行，為何這是至關重要的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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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是教導者】
聖靈的幫助不僅只是將上帝的話語
賜給我們，也幫助我們正確的理解
祂的話語。人類對真理的理解被蒙
蔽了，他們在本質上是與上帝隔絕
的（弗 4 ： 18 ）。因此，那位以啟
示和靈感方式將上帝話語賜給我們
的聖靈，也同樣是那位能使我們明
瞭上帝話語的聖靈。問題並不在於
《聖經》是一部隱晦難懂的著作，
問題乃在於我們是用被罪污染的態
度，來面對在《聖經》中啟示祂自
己的那位上帝。
聖靈是一位教師，祂渴望引領我們
更深入的明瞭《聖經》，並以喜樂
的態度來欣賞《聖經》。祂使我們
留意上帝話語中的真理，並使我們
對那些真理有清新的洞悉，以致對
於上帝的旨意，我們生命是具有忠
誠且以愛來順從的特性的。然而唯
有本著一顆謙卑和受教的心來領受
《聖經》，才能有此效果。
閱讀林前2：13－14。使徒保羅如何
描寫，我們需要用屬靈的方法解讀屬
靈的事呢？

我們需要依靠聖靈來理解《聖
經》，倘若沒有聖靈，我們無法明

辨《聖經》話語，只能看懂詞句上
的意義。再者，因著我們有罪的人
性，我們常常反對上帝的真理，這
並非因為我們不明白，而是我們寧
願不要遵行。沒有聖靈，對上帝的
信息就不會有感情，不會有希望、
信任、和愛的回應。聖靈所賦予
的，和《聖經》中已宣告的真理是
和諧一致的。
「對於《聖經》的教導，有許多對立
的意見並非來自於書本身的晦澀，而
是因著解讀的人對此所產生的盲目和
偏見。人們忽視《聖經》中清楚的陳
述，並遵行自己偏邪的想法。」―
懷愛倫著，〈評閱宣報〉1885年1月
27日。你的驕傲就如同絆腳石一般，
它是如何阻礙著你在生活上落實《聖
經》中的真理呢？你自身的慾望，在
哪些方面阻擋了你在生活中接受上帝
的真理呢？你如何學習將一切降服於
上帝之下呢？

星期四

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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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上帝的話】
將《聖經》內容藉著啟示和靈感賜
予人類的聖靈，是絕不會引導我們
違反上帝話語而行的。
閱讀約5：39，46－47和約7：38，
耶穌在這些經文中指出的權威是甚
麼？《聖經》如何確認耶穌就是彌賽
亞呢？

有些人宣稱他們已得到聖靈特殊的
「啟示」和引導，但這些啟示和引
導卻與《聖經》中明確的信息相違
背。對他們而言，聖靈已獲得較上
帝話語更高的權威。一旦廢棄了靈
感和上帝話語的著作，並規避其中
明確的信息時，我們便行在危險邊
緣，不再遵循上帝聖靈的引領了。
唯有《聖經》是我們屬靈的保障，
在信仰和實踐的所有事項上，《聖
經》自己便是可靠的規範。
「聖靈卻藉著《聖經》向人心說
話，揭露謬論，驅除謬誤，將真理
銘刻心中。由於真理的聖靈用上帝
的話所作的善工，基督使他的選民
順服自己。」―懷愛倫著，《歷
代願望》原文第671頁
懷愛倫已非常清楚的說明，「聖靈

的賜予，絕不是― 而且永不會
― 取《聖經》而代之的；因為
《聖經》明說上帝的聖言乃是測驗
一切教訓與經驗的標準。」―懷
愛倫著，《善惡之爭》原文第9頁
聖靈的賜下不是為了取代上帝的話
語，祂乃是與《聖經》一致，並藉
著《聖經》來吸引我們歸向基督，
這使得《聖經》成為真實靈性的唯
一標準。我們可以確知，當有人
所宣稱的與上帝的話互相矛盾時，
他說的便不是真理。我們無法判別
人心或動機，但我們卻能夠判別神
學，而判別的唯一標準，就是上帝
的話語。
有哪些人們試圖在教會中提倡的教
導，是與上帝的話明顯相互矛盾的
呢？對於（1）提倡錯誤教導的人；
（2）錯誤本身，我們該如何回應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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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讀懷愛倫著，《善惡之爭》〈我
們唯一的保障〉原文第 593 － 602
頁；同時閱讀愛倫著，《歷代願
望》〈你們心裏不要憂愁〉原文第
662－680頁
想一想那些只有藉著《聖經》向我
們啟示，我們才會知道的真理。例
如，想一想創造。上帝的話教導我
們是如何被造的，和人類的理論教
導我們是如何被造的― 也就是
我們經由現在稱作是「新達爾文合
成」的過程而來，這兩者間有多大
的對比啊。人類的理解是何等的錯
誤啊！再想一想耶穌復臨，和末時
死人復活，這些都是我們絕對無法
靠自己得知的真理。它們都必須藉
由啟示才得使我們知道，並且藉著
聖靈感動所寫下的上帝的話語，它
們才得以向我們啟示。事實上，最
重要的一項真理，也就是耶穌基督
為我們的罪而死，並且藉著對祂的
信心、和祂為我們所成就的信心，
我們得蒙救贖。這是一項我們永遠
無法靠著自己明白的真理。我們能
知道的唯一方法，就是因為它已被
啟示給我們。再想想其他只有藉著
上帝話語告訴我們，我們才得以知
道的真理。這類至關重要的真理，

僅能在《聖經》中尋見，這項事實
如何告訴我們，在我們的生活中，
上帝的話應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呢？
討論問題
1針對屬靈問題，為何相較於主觀的
印象，《聖經》是更安全的指南呢？
倘若我們不接受《聖經》為試驗一切
教導，甚或是試驗我們屬靈經驗的標
準，那將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
2我們常聽見在各種情況下使用「真
理」一字，在課堂中談論「真理」的
概念，不是只談論什麼是真，什麼不
是，而是談論當我們說一項事物為
「真」時，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一
項事物為「真」代表什麼意思呢？
3你當有人宣稱有「新的亮光」時，
你的教會該如何應對呢？
4關於我們的受造，請舉出《聖經》
的教導，和人類智慧的教導之間巨大
的差異。人類智慧的教導，也就是進
化論的最新研究，與《聖經》的信息
是完全相反的。這項事實怎樣提醒我
們，我們必須相信《聖經》，過於其
他一切事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