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 神学角度: 圣经与三位一体 (神论) 的关系(5/11/15)
思考
 Heb 4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
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13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
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o 神藉着道鉴察人心: 神的眼 – “话语”与 “神本身” 与 “神的行动”密切关系
o 神的审判, 完全公道.
o Deflate-gate: “Did Tom Brady lie?”
 Acts 6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o 教会增长就是神的话的增长.
o 使途行传就是神的道的行传: 基督的话语继续行动 (Speech Acts) 的记录 (1:1)
第二课 圣经内容 (聖經中的神与基督?): 主要结论
[神/基督的话/聖經]
与
[神的行动/神的位格] :
神的行动 (God’s Action):
 藉着说话来行动: 创造, 救赎, 启示, 立约, 同在
o 说话/行动. 一体两面 God’s speaking and God’s acting are often one and the
same thing.
神的位格 (God’s Person)
 信靠顺服神的话 = 就是= 信靠顺服神 (约的关系)
o 神的话是神的一种延伸.
o 听神的话就是经历神自己.
小结: 神的话语是神在世上亲密, 主动, 大能的同在
(Transcendent God’s immanent presence)
圣经的来源: 神的话成了人的语言文字 (Linguistics: Speech Acts 语言是一种行动)
旧约
 旧约神说话主要方式: 蒙召先知, 用人的语言文字. 先知的话就是神的话
o 同时也是普通人的话.
 神的话被写下成为文字, 书籍
新约 (Heb 1:1-2 儿子晓喻: 最终, 完全的神的话语-行动)
 耶稣 (神 的 话 成 肉 身)来 -- 成 全 旧 约 神 的 话 应 许--未 来 的 救 赎 (马 太 5)
o 基督的行动就是神的行动
o 基督的话就是神的话
 基督的话与人的话 (使徒/门徒的 话 ):
o 拒绝门徒的话=就是拒绝神与基督的话=也就是拒绝神 -- 面对审判 !
 新约的来到 (约 16:12-15): 十 二 使 徒! – 非给教会与个人
o 以弗所书 2:19-20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
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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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小结: 基督与基督的话 (透过使徒与先知写下 ): 不可分割, 历代教会的基础.
结论 :圣经 -- (神 给 先 知 的 话 ) & (基 督 给 使 徒 的 话) 唯 一 根 源
总结论 神认同他的话 = 就是圣经
经历圣经就是遇见这位行动, 立约, 应许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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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角度: 圣经与三位一体的关系 [圣经的本质与功能]
 聖經的權威性, 無誤性, 清晰性, 必須性, 充足性 (结论非起点)
1. 圣父与圣经: 神的约书 --- 记载圣父的行动: A) 救赎, B) 启示
A) 救赎:
约的关系:“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根据应许的话，单方面，无条件
 圣洁神透过: 1) 赎罪与 2) 基督联合
 新约 [New Covenant]的应许: Jer 31 (Heb 7:23-8:13)
圣经的角色: 记载基督的成就 records what Christ has accomplished
 摩西之约约书 Sinai covenant: “book of covenant’ (Ex 24:7; 2 Chr 34:30)
 耶稣成全旧约的应许 Jesus fulfills the Old covenant promises (Lk 18:31; Matt 5:17)
 耶稣带来更多启示 His words plus deeds fulfills the covenant plus giving more words
through the HS –
 新约圣经解释基督如何实现旧约应许 NT: Christ-giving writings through the
apostles/associates – expounding the meaning of Christ fulfillment of the covenant
OT + NT –圣经
 约的应许透过圣经赐给世人 God’s continual covenantal promise to his people –Offered
to the whole through the Bible
 1 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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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必凋谢， 25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Heb 4:12-13 Living and active
 Eph 6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The Bible (约的角度)
 实现登基的约书 the inaugurated and fulfilled covenant
 诫命 Commandments – covenant stipulations
 预言与书信 Prophecy & Epistles: covenant application
 智慧书与诗篇 Writings: covenant relationship
 天启文学 Apocalyptic : covenant blessing & curse
B) 启示:
圣经是神在世上同在的一种张显 The Bible is a mode of God’s presence in the world.
o 圣灵 Holy Spirit: God’s personal presence
o 圣经 Bible: God’s semantical presence (His speech-acts)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
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In the speech acts of Scripture that God reveals himself by being semantically present to
us, as he promises, warns, rebukes, reassures, and so on
When we read the Scripture – God’s revelation is actively present in our midst as these
words being read the first time.
God’s person & his action are identified in Scripture’s speech acts – so that we could
know and trust this God who reveals himself in these recorded speech acts of Scri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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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子与圣经: 道的话 (The words of the Word)
 John 1“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 道成了肉身, 住在
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o 旧约神的话(救赎, 启示): 耶稣是神的最终的话语/行动.旧约是基督的前身与预表
o 三位一体的萌芽: 神 (圣父), 神的话 (圣子), 神的智慧 (圣灵, 1 Cor 2)









Rom 9:17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For the Scripture says to Pharaoh]: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Matt 19:4-5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造女’, 5 并且 [Creator]说：‘因
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Scripture = the Speaking God
John 15:4-5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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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15:7-8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 就
给你们成就.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主的同在就是主的话语的同在
圣子: 神的话
圣经: 神的话
圣经不完全等同圣子 (我与我的笔记的不同)!
圣经是圣子的仆人
o 张显他的同在
o 使人认识圣子
o 使教会从 “罪恶”进入 “荣耀” (John 17)
o 大使命是: 圣子透过圣经与教会 (传讲圣经) 来完成.
o 新天新地来到; 圣经就正式荣休.

3. 圣灵与圣经: 神默示的话 (“God Breathed”)
写下圣经
2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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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d along by the Holy Spirit], 说出神的话来
 圣经的源头: 不是人的灵感, 而是神的意念.(先知的被动)
John 16:12-15 (使徒的接受/被动)
 圣经是圣灵的话, 基督的话, 神的话.
2 Tim 3:16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God-breathed “气,” “灵”], 于教训, 督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都是有益的
 神所默示的: 圣灵是神的使者写下圣经
 Not “inspiring,” but expiration: breathing out the Scripture
 “What the Bible [Scripture] says, God says!”
 The mode is not specified, but the source is clear: God, not man.
 If “inspiring” – why the canon is closed?
 全部/每字的默示 Plenary & Verbal Inspiration :
o The Bible says what exactly what God wants to say because the Spirit was
responsible for every word written in Scripture (Matt 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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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与人的话
o 神的照管主权之下: 人的自由创作
o The mode: most likely, life –long preparation with the climax at writing down.

保存圣经
 神的照管允许抄本的错误
o 无误性只是原始的圣经版本
o 抄本研究回归认定最近原始的版本
o 没有主的字句 (His very words), 但有主的信息 (His very message)
o 圣经翻译: 传递主的信息
 神的照管: 帮助教会正典的认定, 非决定
明白圣经
 1 Cor 2:6-16; 2 Cor 3:12-4:6
 圣灵接受明白信靠圣经
 Reformation:圣灵使用圣经来光照
 不是透过教会不是透过经历乃是明白神的圣言
总结论:经历圣经中的话语行动就是经历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工作:
1) 立约守约的圣父
2) 道成肉身的圣子的话语
3) 圣灵的光照: 信靠圣经 = 信靠真神

4. 圣经的权威性： 神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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