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神學 – 第一部: 聖道論

第五課: 聖經的無誤性 (5/18/15)
聖經的屬性/特徵: 1. 權威性 (authority) 2. 清晰性 (clarity) 3. 必須性(Necessity) 4. 充足性 (sufficiency)
回顧: 聖經的權威性(第四課):


聖經都是神的話 :

提後 3:16

1. 立約守約的聖父



聖靈的驅動:

彼後 1:19-21

2. 道成肉身聖子的話語



屬靈的言語:

林前 2:10-13

3. 聖靈的光照

被書寫下來(林前 14:37 所寫是主的命令) = 聖經的權威 = 經歷聖經中三位一體真神話語行動的工作
= 信靠真神
在不同的世代中, 聖經常常受到不同的挑戰! 聖經含有任何的錯謬嗎?
聖經無誤性的原由: inerrancy


多數認為是使於啟蒙運動(17-18世紀)一個西方理性主義基督教的發明。Dare to know「敢
於求知」,以至神學權威,也要面對人類思想獨立自由的挑戰及探索。



無誤的教義最早是由普林斯頓神學院，19和20世紀初的神學家, 特別是Warfield和Hodge,
他們渴望展示基督教神學作為一個科學可信性的學科。

奧古斯丁（～主後400）:「我學會了只是尊崇那些被稱為正典的經書，以致我絕對堅定地相信這些書的

作者沒有在寫作時犯了任何的錯誤…。」
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都被“聖經的無誤”影響著,而推動宗教改革.。
 所以, “聖經無誤”這專有名詞的歷史或許沒有這麼久, 但 “聖經無誤”的理念, 卻已經很早在改教
以及基督教信仰中為基礎。
聖經無誤 Inerrancy 的定義:
 原始版本的聖經，是絕對沒有任何錯誤的，不在抄本或翻譯本
 不表示我們對所有「問題」經文都有____________的答案
 可包含日常用語說話, 引述比較鬆散, 文法不一定嚴謹, 謊言的報告, 現象性或象徵性的描寫。
聖經無誤主要立場


神選擇把聖經與祂自身連結 God has chosen to tie Scripture to himself as his word in action,..，
作為執行他話語的方式，聖經上言語行為表現了神在這世上的作為。聖經上的話語是由神
在保證它的真實。(約 1:1-2, 提後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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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屬性: 神不可能________(撒下 7:28; 多 1:2; 來 6:18)。所以, 聖經中每一個宣言 必須採
取是真實的態度, 沒有任何的錯誤+錯謬 (民 23:19; 詩 12:6; 119:89,96; 箴 30:5 神的話語句

句都是煉淨的; 太 24:35 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神的話與是真理終極標準 (約 17:17) 耶穌禱告 : “你的道就是真理。”



無誤完善了聖經的權威性，聖經的特性就是神口中所出的話。Inerrancy of Scripture is an outworking
of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Scripture’s Identity as God’s breathed-out word. (T. Ward pg.130)



所以, 如果教會放棄無誤論，會如何呢?

什麼又是 “聖經無謬誤” infallible?


聖經的目的只是在“__________與_________” (宗教信仰/倫理行為)
o



基督的救贖和使徒保羅在信中教導提多關於 “敬虔真理的知識”（多 1：1）

容許有錯誤描述的可能性; 次要歷史細節, 科學事實。(原稿不在, 都是抄本; 人所抄一定有誤)

所以, 若放棄聖經無誤的堅持，基督教的信仰就轉向以____為本，而非以____為本；真理的根基就崩潰了。
否認聖經無誤性所帶來的問題/危機: (W. Grudem)


道德: 可以效法神在小事上故意撒謊嗎?



信心:還能真心信靠神所說的任何話嗎?



自高: 人的思想變成比神話語更高的真理標準



教義: 有些教義有錯 (聖經本質, 神話語真實和
可靠性)

聖經無誤的挑戰 與 回應




抄本或翻譯本
o

經文鑑別學(Textual Criticism): 使抄本的文字最接近原稿的讀法, >99%

o

神默示了原稿(提後 3:16), 神的照管: 幫助教會認定, 非決定聖經。

o

祂的信息 His message 也證實翻譯的聖經。

無謬論 infallible: 一邊相信神給我們聖經的目的，一邊懷疑神在聖經中的教導。 就否定了神在聖經中關於祂自己
的大量啟示，錯過他通過聖經中所記載的細節想要對我們的啟示。 (提後 3:16…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太 5: 17-20 說神的律法一點一劃都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真正的聖經的 “人性” 面就一定必須包括錯誤。 Herman Bavinck 解釋說， “聖經是神啟示人寫出來的，但

確是神的話，就像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聖經是無誤的，就像耶穌雖然是完全的人，卻沒有犯罪，
沒有任何的瑕疵。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 1:1-2）. (T. Ward pg.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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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 “似乎”有誤的經文呢?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那種被指控的錯誤。


聖經的歷史細節:
o

這只是科學研究定期產生新的發現和新的結論。因此在新的證據出現時,最終判決往往需要延遲。其
實多年來許多書籍,在不同的考古研究區域，觀於敘述舊約都表明支持而不是矛盾的。



同一事件出現在不同的聖經地方，訴說有矛盾, 但 這不可能同時是正確的。
o

明智的做法是當我們遇到這樣的情況時， 應當不急於嘗試協調不同之處，這樣會混淆神通過這兩個
不同的敘述想要傳達給我們更深一層的真理。



e.g. 代上 21:1 撒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激動大衛數點他們。撒 下 24:1 耶和華又向以色列人發怒，
就激動大衛，使他吩咐人去數點以色列人和猶大人。如何看待類似經文呢?

 當我們面對明顯經文的困難，常常會怎麼做???
 聖經無誤: 不表示我們對所有「問題」經文都有滿意的答案!!
 意識到福音書中並沒有宣稱它上面所記載的是有關於基督生平的每一個細節時，也沒有逐字的記載耶穌在每

一個場景中所說的話，也沒有按著年代順序來編排。
 遇到關於聖經 似“有誤”的問題時，不是糾結與馬上找到把這個所謂的錯誤解決掉的方法，而是從新回到聖
經，把我們的想法暫時放下並且降服于聖經的真理，使我們更加清楚的聽明白神通過教會要傳達給我們的真
理並理解神通過教會所傳講的福音的本質。
正確的看待聖經無誤
 神選擇通過聖經來啟示，所以 “聖經無誤”僅僅是對於神不能說謊這個屬性最自然的應用，因為聖經就是神的
言語行為。Inerrancy is no more and no less than a na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fact that Scripture is identified as the speech
act of a God who can’t lie, and who has chosen to reveal himself to us in words.
o

神學觀點中, 不要________強調 “聖經無誤” : 以至聖經教義的核心容易被_______於聖經的命題陳述，
而聖經的基本特點是通過聖經神的話來執行啟示和救贖的事實。

o

無誤僅僅是啟示的結果，神不僅通過聖經上所記載的言語行為向我們說話，在當中也包含著很多事實的
記載。語言從來沒有單單的適用於闡述一個命題，(e.g., 父母說我愛你) 語言的主要功用在“___________”
中的一種表達方式。把神學的重點側重在無誤論的時候，就是錯誤的把語言作為單純闡述命題的方式來
對待，語言只是一個具有更深遠意義的行為的一部分。

o 闡明無誤時,這不是聖經最顯著的特色。更重要的是誰寫了聖經，這位作者的寫作目的。我們可以愉快地
堅定無誤的信念，但同時把這個聖經無誤的教義放在一個正確的位置上而不是研究聖經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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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 Chicago Statement of Biblical Inerrancy :
“We affirm that Scripture in its entirety is inerrant, being free from all falsehood, fraud, or deceit. We deny that biblical infallibility or inerrancy
are limited to spiritual , religious or redemptive themes, exclusive of assertion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and science.”
我們全面的確信聖經是無誤的，其中沒有任何的謊言、欺詐或是欺騙。 我們拒絕接受把聖經中科學和歷史的領域排
除在外，而僅僅局限於靈命、宗教和救贖的主題，
聖經無誤對神學的影晌


聖經在神學的建立上有無上的_________



我們不能隨便_________任何聖經的涵意



神學系統必須考慮_________聖經的資料



高舉聖經帶來_________的神學系統

“我們相信神是怎樣一位神會影響我們對聖經的看法，我們對聖經的看法決定我們用什麽方法來解釋，可
是我們怎麼知道神是怎樣一位神，是根據聖經，我們怎麼知道聖經在講什麽是根據神所啟示的聖經。這
三點沒有先後之分，幾乎是同時的, 是最基本的，三個是彼此影響。”
Kevin Vanhoozer

聖經的原稿（底本）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是無誤的 inerrant、神的話語, 最高的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