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态度
圣经的权威
2Ti 3:15-16 幷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6) 圣
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
益的，
2Pe 1:20-21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21)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
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耶稣对圣经的态度
Luk 24:27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Luk 24:43-46 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44)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
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45)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46)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
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Luk 16:16-17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 (17) 天地废
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
Mat 5:17-18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18) 我实在告诉你
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Mat 15:3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Mar 7:8-9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 (9) 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
守自己的遗传。
Mat 22:29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上下文(观察)
o 本段讨论由23节开始, 33节结束
o 撒都该人
 耶路撒冷贵族或祭司家族, 非富则贵. 执掌圣殿大小事务. 只承认摩西律法
的权威, 不相信复活, 灵界或天使. 主后70因圣殿被毁而瓦解.
 Act 5:17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
满心忌恨，
 Act 23:8 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
人却说，两样都有。
o 摩西有关娶死去兄弟妻子的律法
 Deu 25:5-6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 (6) 妇人生的长子
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
o 撒都该人没有质疑摩西的律法, 但他们以摩西的律法来质疑复活.
 以圣经来质疑圣经? 在实际生活有没有这种例子? 例: 圣经说爱最为重要,
所以同性恋并不是罪.
o 撒都该人的错是两点
 不明白圣经 (Scri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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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o
o

o



31-32节回应: 出3:6 耶稣是以他们相信的摩西五经来回应他们. 其
实他们连摩西五经都未能明白.
不明白神的能力 (power of God)
 30节回应: 天使, 天堂. 这两样撒都该人都不相信.

为甚么撒都该人要提出七个兄弟? 两个不够吗?
耶稣指他们错了甚么? 那部份错了?
 他们整个假设最后的问题是复活以后那妇人是谁的妻子. 这个问题本来是
不成立的, 因后复活后并没有婚姻.
这几个撒都该人问此问题的目的?
 难以确定, 虽然上下文的法利赛人都是以试探为目的. 参路20:39, 有几个文
士以正面态度回应耶稣.

圣经观
o Misled for don't understand the Bible 错误想法引至不能明白圣经
 Rom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but be y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o 当圣经的话与我们常识或认知 (perception) 不一样时, 我们会否接受圣经?

Mat 22:43-45 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 (44) 主对我主说：你
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45)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
呢？」
Mat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上下文(观察)
o 经文由4:1-4:11
o 耶稣是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探
 耶稣并没有求试探, 他亦教导我们祷告求天父 “不要我们遇见试探” (太6:13).
o 4节耶稣回应的经文在 申8:3
 申8:3 摩西说明神用饥饿苦练他们, 是要他们明白人的存活是靠神的一切话.
耶稣明白圣灵引导祂到旷野受试探是神有目的的. 希伯来说作者指出由于
耶稣凡事受过试探, 所以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让我们可无惧的向祂求怜恤, 恩
惠和帮助. (希4:15-16).
 问题
o 问一: 为甚么v3是一个试探? 问二: v6, v7是否有矛盾?
 首两个试探的重点都在于引诱耶稣测试 “神的儿子” 的身份.
 第一个试探: 食物是始祖第一个接受的试探而最后失败.
o 试探方法是,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尝试这样做来证明.
 第二个试探: 撒但以神的话(诗91:11-12)来试探.
o 试探方法是, 神应许保护你,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神是会保护
你.
o 耶稣以 申6:16 回应. 我们要整合地读圣经以得出正确真理.
神会保护, 同时不可试探神. 那就是说, 我不能刻意让自己落
入危险里面然后其望神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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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例: 我们容许自己在有犯罪机会的环境下(e.g. 一对情
侣单独去游行), 然后其望神保护我们不犯罪, 这是等
于试探神.
申6:16, 玛撒的事记录于出17章.

圣经观
o Every word of God in bible 神的一切话就在圣经
 人活着是由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引用圣经回应试探, 耶稣认为神的
一切话就在圣经之中.
 申8:3 是神的话, 透过摩西来传递.

Joh 5:39 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
经。
Joh 8:3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Joh 7:17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上下文 (观察)
o 上下文可从7:14-24
o 犹太人质疑耶稣教训的来源, 因为耶稣没有接受正规拉比的教育(v15)
o 只有遵行(Obey)才能知道(Know)圣经是出于神.
 知道的三种用法
 1. 累积的事实. e.g. 知道太阳会有东边升起
 2. 信念.
 3. 事实发生后. e.g. 我知道手术成功, 当我手术醒过来之后.
 我们不可能说 “我会服从, 如果能证明给我知圣经是神的话”.
 问题
o 为甚么我们不愿意遵行?
 不是我们的信念不知道这是神的话
 而是我们不相付出代价
 今天大部份人不服从权威, 只希望神在自己那一边而不愿意关心圣经怎么说.
 圣经观
o 按圣经来做就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
保罗和彼得对圣经的态度
1Th 2:13 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幷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2Pe 3:15-16 幷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
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
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2Pe 3:2 叫你们记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Eph 2:20 幷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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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 1:10-11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11) 就是考察
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幷怎样的时候。

旧约圣经
Rom 15:4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1Co 10:6-11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7) 也不要拜
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8)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
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毙了二万三千人； (9) 也不要试探主（有古卷：基督），像他们有人
试探的，就被蛇所灭。 (10)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11) 他
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幷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Heb 8:13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信徒对圣经所需的态度
Act 17:11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上下文(观察)
o v1 开始, 保罗一行人先到帖撒罗尼迦, 但由于犹太人的嫉妒而离开到达庇哩亚.
o 庇哩亚人被形容 noble character. (尊贵). 路加对他们评价比帖撒罗尼迦人更高.
 帖前2:13, 帖撒罗尼迦人听了就接受为神的道. 但这个情况在路加形容, 还未
及庇哩亚人验证(examining the scriptures)的行动.
 问题
o 庇哩亚人如何验证?
 以圣经来验证所领受的道 (received the word).
 一起互相讨论
 圣经观
o 以圣经来验证所听的道, 所读的书等. 能在神里面建立尊贵特质.
1Th 5:20-22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21) 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 (22) 各样的恶事要禁
戒不做。
 上下文(观察)
o v19, 无论是灵, 是先知, 都需要以测试 (test).
o 在未测试之前, 不要有偏见.
 圣经观
o 察验讲道或书藉的信息是我们的责任. 不要被欺骗.
Col 3: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
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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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 4:6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
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2Ti 2:15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2Ti 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Act 17:2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Ac 18:28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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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观/圣经态度概要
1. 甚么是圣经观?


圣经观是指我们怎样处理整本圣经
o 圣经是人的作品(有误)还是神的作品(无误)?
o 它是人类最后审判/负责的权威
o 神继续在今天以圣经向人说话


o

耶稣视旧约(摩西, 先知, 诗篇)为神的话并会应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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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 2:10-13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
也参透了。 (11)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
有人知道神的事。 (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
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13)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
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
事讲与属灵的人）
Eph 2:20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彼得视旧约及保罗书信为圣经并来自圣灵



o

2Ti 3:16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
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保罗视新约来自神


o

Joh 16:13-15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4)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保罗视旧约来自神


o

Luk 24:44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耶稣应许圣灵会引导写作新约


o

Mat 5:18-20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19)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
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
的。 (2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2Pe 1:21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2Pe 3: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
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如果你以耶稣为主, 祂的看法就应该是你的看法
 Joh 17:6-19

圣经态度
2. 为何需要圣经观?


负面理由
o 不认识神能力的危险


o

容易高举人的传统过于神的话


o

2Pe 3:4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
候仍是一样。」

正面理由
o 藉由活泼常存的道得以重生


o

o

Mat 5:17-20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19)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
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2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决定如何解释圣经


o

2Ti 3:16-17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17)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
事。

审判的最终裁决


o

2Ti 3: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
慧。

装备能以做各样好事


o

1Pe 1:23-25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
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24)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花必雕谢； (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藉由对耶稣的信能以有得救的智慧


Mat 15:3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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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 3: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
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不需对自己人生负责




Mar 7:8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

曲解旧约和新约引至毁灭性后果


o

Mat 22:29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Jas 1: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
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圣经态度
3. 怎样练习?


用圣经来测试我们所听见/看见的. 这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 为甚么我们要被假教训欺骗呢?
发展出神面前高贵的品格如庇哩亚人一样.





o

我们可否以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呢?


o

o

Mat 5:19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
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在圣经中成长, 常在神的话之中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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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 6:17-18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18) 靠着圣灵，随时多
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Col 3:16-17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
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歌颂神。 (17)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
父神。

如耶稣般以服从及教导圣经
o



Act 17:11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晓
得这道是与不是。

用圣经 – 圣灵的话 来祷告
o



Act 17:2-3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3) 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
基督。」

只有我们证明耶稣是基督, 否则我们不能确信圣经是神的话.




1Jn 4:1-3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
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2)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3) 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1Th 5:19-22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20)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21) 但要凡事
察验，善美的要持守， (22)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1Th 2:13 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
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Joh 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圣经态度
4. 怎样维持?


学习正确处理神的话. 怎样知道我们正确理解圣经? 建立共同追求的群体.
o
o



怎样处理自己或他人的问题? 以圣经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o



2Ti 2:15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2Ti 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Mat 22:29-32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30) 当
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31) 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
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32)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
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不停止思考现在教会或信徒所谓正统的做法
o

Mar 2:23-28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 (24) 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25) 耶稣对他们说：「经
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 (26) 他当亚比亚他
作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27) 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28)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5. 怎样教导其它人?


生活对话是否以神的话来讨论
o 例子: 耶稣受试探. 耶稣和撒但都引述圣经. 不是个人的思考. 我们怎样和他人讨
论事情的呢? 怎样改正错误使用圣经?




Mat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
出的一切话。」

言行与教导一致的榜样
o

1Ti 4:11-16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 (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
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 (16)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
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确信声明
 我相信整本圣经是神的话, 由圣经透过不同作者默示而成.
是准确无误和神以此为最后审判时裁决我的依据.
我以服从和教导圣经为使神喜悦的方法, 就如耶稣所份咐的.
圣经是我用作测试所有教导的依据.
我相信圣经是最终权威用以指引和审判我今生和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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