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年 ⼆二⽉月15⽇日 

上帝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陳俊儒講章 

經⽂文

羅⾺馬書24:17-20節:「19上帝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裏裡, 因為神已經
給他們顯明。︒20⾃自從造天地以來,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
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一、講道的⺫⽬目的和態度 

講員在講台上講道, ⽬目的是什麼? 講員該⽤用怎樣的態度來應對? 西敏⼩小要理問答第1
問:「⼈人的主要⽬目的是什麼?」答:「⼈人的主要⽬目的是, 榮耀上帝, 以祂為樂, 直到永遠。︒」
身為⼀一個基督徒, 因著主的救恩, 希望⾃自已所⾔言所⾏行所想可以榮耀上帝, 以祂為樂, 直到
永遠, 這也是我們被造的主要⽬目的。︒我們要如何知道怎樣是榮耀上帝, 以祂為樂? 西敏
⼩小要理問答第2問:「上帝已經賜什麼準則, 指教我們如何榮耀祂, 以祂為樂?」答:「上帝
的道, 記載於新舊約聖經, 就是唯⼀一的準則, 指教我們如何榮耀祂, 以祂為樂。︒」上帝的
道指教我們怎樣榮耀上帝。︒在講台上傳講上帝的道, 這道不只是指教講台上的講員個⼈人
榮耀上帝, 上帝的道也指教了講台下的聽眾⼀一起榮耀上帝。︒ 

但有些歷史上知名傳道⼈人, 會嚴肅地提醒在講台上講道是危險的。︒⾺馬丁路德的⼀一句
名⾔言:「⼈人若不是蒙上帝呼召, 應該逃避作傳道, 好像逃避地獄的⽕火⼀一樣。︒」司布真, 約
翰衛斯⾥里也說過類似的話。︒為什麼他們會嚴肅地說在講台上講道是危險的? 因為⼈人很
容易受到罪的影響。︒也許我們的初衷是想要專注地榮耀上帝, 但我們可能為了某些原因
要討好會眾, 專講⼀一些合會眾的⼜⼝口味內容; 或是為了達到⾃自⼰己私⼈人的⽬目的, 專挑⼀一些聖經
內容, 證明我講的是對的。︒使我們從原來的榮耀上帝, 變為討好會眾, 變為榮耀⾃自⼰己, 甚
至變成羞辱上帝, ⽽而且是使整體會眾羞辱上帝。︒ 

「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來; 因為要憑你的
話定你為義, 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太12:36~37)。︒耶穌說⼈人的每⼀一句閒話, 即使是
只有你⾃自⼰己知道, 都要供出來, 那更何況是講台上公開所講的話。︒講台上講道是很危險
的事, 但也是很有價值的事。︒通常很多有價值的事, 常常存在⼀一些危險。︒所以保羅對提
摩太說:「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 要在這些事上恆⼼心; 因為這樣⾏行, 又能救⾃自⼰己, 又
能救聽你的⼈人。︒」(提前4:16)。︒講員需要相當謹慎在台上所講的話, 如果講員偏離了榮
耀上帝的主要⽬目的, 應該避免在台上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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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帝啟⽰示的兩個範圍:「普遍啟⽰示」和「特殊啟⽰示」 

今天講道的內容, 主要是關於上帝的啟⽰示,「啟⽰示」這個字是甚麼意思呢?「啟⽰示」
就是打開蓋⼦子, 把裡⾯面的奧秘顯明出來。︒例如⼀一個杯⼦子裡⾯面有飲料, 上⾯面有個蓋⼦子, 我們
不知道裡⾯面有甚麼飲料, 只有預備飲料的⼈人知道; 如果我們要知道杯⼦子裡⾯面是甚麼飲料, 
蓋⼦子需要被打開, 我們才能知道是甚麼飲料。︒同樣地, 上帝的⼀一些奧秘, 祂主動的打開蓋
⼦子, 顯明給⼈人知道, 這就是上帝的「啟⽰示」。︒上帝的啟⽰示包括兩個範圍, 第⼀一是「普遍啟
⽰示」, 第⼆二是「特殊啟⽰示」。︒ 

啟⽰示的第⼀一個範圍是「普遍啟⽰示」,「普遍」這個名稱, 是表⽰示這個啟⽰示是普遍存
在, 是給每⼀一個⼈人的, 當我們看⾒見上帝所創造的「⾃自然」, 並其中所造之物的奇妙, 我們
聽⾒見⼼心裡⾯面有隱密的聲⾳音, 這聲⾳音告述我們有上帝的存在, 並且祂創造了⼤大⾃自然, 整個宇
宙的所有⼀一切, 也包括了我們「⼈人」。︒ 

啟⽰示的第⼆二個範圍是「特殊啟⽰示」,「特殊」就不是給每⼀一個⼈人的, 也不是遍佈在⼤大
⾃自然中間的。︒「特殊啟⽰示」是透過「聖經」和「基督」這兩個主要的⽅方式向⼈人顯明出
來。︒「普遍啟⽰示」使⼈人知道有上帝的存在, ⽽而「特殊啟⽰示」不單單使⼈人知道上帝的存
在, 「特殊啟⽰示」更是要叫⼈人知道上帝的屬性、︑祂永恆的旨意、︑以及祂救贖的恩典和計
畫。︒所以「特殊啟⽰示」的⽬目的是遠遠地深於「普遍啟⽰示」, 「特殊啟⽰示」的重要性是遠
遠地⾼高於「普遍啟⽰示」。︒ 

三、傳講普遍啟⽰示以作為傳福⾳音的預⼯工

今天講道的題⽬目是「上帝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主要是關於普
遍啟⽰示, 剛才說「特殊啟⽰示」的重要性是遠遠地⾼高於「普遍啟⽰示」, 那為什麼還要去講
述普遍啟⽰示? 羅⾺馬書第1章第1節「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 奉召為使徒, 特派傳上帝的福
⾳音」, 說到保羅的使命是要傳上帝的福⾳音; 第15節「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 將福⾳音也傳給
你們在羅⾺馬的⼈人。︒」說到保羅寫羅⾺馬書的⽬目的, 要傳福⾳音給在羅⾺馬的⼈人。︒但羅⾺馬書第1
章並沒有講到耶穌釘死⼗〸十字架, 也沒有講到耶穌寶⾎血洗淨我們的罪, 福⾳音的這些重點。︒
保羅在羅⾺馬書第1章提到甚麼? 提到我們⼈人不能逃避的責任, 「上帝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
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羅
1:19~20)。︒上帝的存在, 上帝創造的⼤大能、︑上帝在⾃自然界運⾏行的⼤大能, 我們沒有⼈人親眼
看過上帝, 但藉由所造之物顯明給我們, 叫我們可以曉得這些基本的真理。︒每⼀一個⼈人⼼心
裡都知道上帝的存在、︑創造和運⾏行的⼤大能, 上帝透過⼤大⾃自然顯明的給我們知道, 只要身
為「⼈人」,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啟⽰示。︒ 

保羅要將福⾳音傳給在羅⾺馬的⼈人,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切入福⾳音的重點? 直接講述耶穌
釘⼗〸十字架和寶⾎血救贖的福⾳音; 反⽽而是先提到普遍啟⽰示? 羅⾺馬教會信徒有猶太⼈人和外邦⼈人, 
⽽而羅1:13提到「弟兄們, 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 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 要在你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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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 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這表⽰示羅⾺馬教會的信
徒可能以外邦⼈人居多。︒ 

猶太⼈人從⼩小在希伯來⽂文化薰陶, 當他看⾒見⼤大⾃自然, 會想到創造⼤大⾃自然的上帝, ⽽而將榮
耀歸給上帝。︒就像詩篇第8篇第3節「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看到天和⽉月亮星宿, 想到上帝的創造; 第9節「耶和華─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
美！」感嘆到上帝所造的是這麼奇妙, 便將榮耀歸給上帝。︒當時外邦⼈人受到希臘⽂文化薰
陶, 相同的情況, 外邦⼈人看到天和⽉月亮星宿, 便開始研究分析, 如果發現了別⼈人還沒有發
現的星星, 就將那顆星星⽤用⾃自⼰己的名字命名, 將榮耀歸給⾃自⼰己。︒保羅可能是這個原因, 需
要將普遍啟⽰示清楚讓外邦⼈人居多的羅⾺馬教會知道, 作為他們領受特殊啟⽰示的預⼯工。︒ 

如果是從⼩小在基督教家庭成長的信徒, 或許受到⽗父母親的影響, 看到⼤大⾃自然的奇妙, 
會想到創造這⼀一切的上帝, 進⽽而將榮耀歸給祂。︒我們教會的成員⼤大多數並不是從⼩小是基
督徒, 我們的思想比較像是當時羅⾺馬的外邦⼈人, 看到⼤大⾃自然的奇妙, 很擅長於做研究分
析, 但是忽視了創造這⼀一切的上帝。︒特別是在新⽵竹這樣的科技城, 我們周遭的朋友也滿
多屬於這樣的⼈人, 傳講普遍啟⽰示可以幫助我們作傳福⾳音的預⼯工。︒ 

四、只要⾝身為「⼈人」, 皆有從上帝的領受到普遍啟⽰示
「上帝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羅

1:19)。︒我回想⼀一下, 普遍啟⽰示是怎樣顯明在⾃自⼰己身上, 這經⽂文在我身上是否是真實的? 
在我國中的時候, 有⼀一位數學⽼老師, 他數學教過我甚麼我已經忘了, 但有⼀一天他在上課所
說的話, 深深印在我腦海, 到現在我還歷歷在⽬目。︒他描述科學家⽜牛頓做了⼀一個太陽系模
型, 中央是太陽, 四圍各⼤大⾏行星照著⾃自⼰己的位置排列整齊, 裡⾯面有許多精密齒輪的設計, 
當⽜牛頓⼀一搖動齒輪, 每個⾏行星⽴立即照⾃自⼰己的軌道和諧轉動, 非常的巧妙。︒⽼老師問班上的
同學說:「那我們所在的地球, 還有⽕火星、︑⾦金星、︑⼟土星等各個⾏行星, 他們是怎麼動起來
的?」我在課堂上是個話不多學⽣生, 但那⼀一天我回答說:「有⼀一位在搖!」。︒數學⽼老師對我
的回答眼睛⼀一亮, 我很詫異⽼老師為什麼有這種反應。︒我回答說:「有⼀一位在搖!」, 這就
表⽰示我覺得有⼀一位造物主, ⽽而且祂有能⼒力去維持⼤大⾃自然所有的運⾏行, 像希伯來書1章3節
所說的:「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幾年前從其他朋友才知道, 這位數學⽼老師是
個基督徒, 他對我的回答眼睛⼀一亮, 我想是他看到有⼀一位學⽣生對上帝的普遍啟⽰示做出回
應。︒ 

雖然我⼼心裡知道上帝存在, 但我⼀一直忽視祂。︒直到⼤大四那年, 有⼈人邀請我讀聖經, 那
時我已經直升研究所了, 不⽤用準備考試, 時間比較多, 想說聖經沒讀過, 了解⼀一下, 打發⼀一
下時間。︒教我聖經的那些⼈人, 感性很強, 但理性邏輯很弱。︒身為理⼯工組的學⽣生, 對於邏輯
正確的要求, 比起感性要來的重要。︒當我對他們講的內容, 嚴格挑剔他們的邏輯, 他們終
於受不了。︒其中⼀一位很⽣生氣的對我說:「那你到底相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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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話⼀一說, 我們約有數分鐘沒有對話, ⼤大⾃自然有許許多多奇妙的事物, 但是在當時我
想到我的身體。︒我曾經是⾁肉眼看不⾒見, ⼩小的不得了的受精卵, 經過多次細胞分裂和細胞
分化後形成胚胎, 接著經過相當的變化, ⼼心肝脾肺腎、︑眼⽿耳⼜⼝口⿐鼻⾆舌、︑⼿手腳開始成形, 逐漸
長成現在的我, 這是怎麼做到的。︒各位爸爸媽媽, 當你們剛懷了⼩小孩, 看到超⾳音波⼀一閃⼀一
閃胚胎的⼼心跳, 難道你們不感覺到相當奇妙嗎? 再幾個⽉月, 媽媽吃到好吃的食物, 可以感
受到嬰兒在肚⼦子裡⼿手舞⾜足蹈。︒我只能透過太太⾔言語的描述, 或是⼿手放在太太的肚⽪皮上去
感受, 我相信懷孕的媽媽, ⼀一定比丈夫更感覺到⽣生命成長變化的奇妙。︒詩⼈人⼤大衛說:「我
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
為奇妙, 這是我⼼心深知道的。︒」(詩139:13~14) 

當⼈人問你相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你要怎麼回應呢? 我無法否認有造物主的存在, 我回
答說:「我相信有上帝存在,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聖經所講的這位。︒」。︒每個⼈人對⼤大⾃自然
奇妙的感受或許不同, 有的⼈人看著浩瀚的天空, 就覺得有上帝的存在; 我的朋友(他是研
究數學的)他說看到數學無限⼤大∞符號, 就覺得有上帝的存在(我數學沒有這麼好, 很難有
這樣的感覺)。︒只要身為「⼈人」, 無論學歷⾼高低, 無論聰明愚笨, 每個⼈人都有從上帝領受
到普遍啟⽰示。︒我說了⼀一些我⾃自⼰己個⼈人的經歷, ⽬目的不是凸顯⾃自⼰己特別的經歷, ⽬目的是要
刺激各位去回想你是怎樣從上帝領受到普遍啟⽰示, 以至於你相信有上帝存在。︒ 

五、「無神論者」故意不認識上帝 

也許有⼈人會說那是你們的Cases, 上帝沒有顯明給我看, 所以我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創
造和運⾏行的⼤大能。︒但經⽂文說到「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
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羅1:20)「叫⼈人無可推諉」表⽰示你沒有辦法
推卸說我不知道。︒你只要是身為「⼈人」, 上帝必定有顯明給你知道, ⽽而你也必定會知道
上帝的存在。︒這是真的嗎? 如果這是真的, 那為什麼有許多⼈人稱⾃自⼰己為「無神論者」? 

在16到17世紀, 如果你被稱為無神論者, 那是⼀一種巨⼤大的侮辱, 沒有⼈人願意被稱為無
神論者。︒18世紀在歐洲開始有⼈人⾃自稱為無神論者, 表⽰示⾃自⼰己不相信上帝。︒20世紀之後, 
⾃自稱為無神論者成為⼀一種風潮, ⽽而且有許多⼈人以⾃自⼰己為無神論者為驕傲, 顯⽰示⾃自⼰己意志
多麼剛強, 知識多麼廣博, 智慧多麼⾼高超, 認為⼈人因為他的軟弱才去信仰上帝。︒如果發現
身旁基督徒朋友有憂鬱症、︑或是軟弱、︑或是犯罪, 他們更加強⾃自⼰己的信⼼心, 認為⾃自⼰己相
信無神論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這些無神論者, 他們表現的這麼有信⼼心, 難道上帝沒有透過所造之物向他們顯明嗎? 
20世紀美國和蘇聯展開太空競賽, 比賽將有⽣生命的活物送到太空中, 雙⽅方造就了許多歷
史第⼀一。︒1946年美國將果蠅送到太空中, 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昆蟲; 1957年, 蘇聯將⼀一
隻⼩小狗送入太空, 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哺乳動物, 當時太空船的⽣生存環境不太好, 到達
太空後這隻⼩小狗很快就死了; 1960年蘇聯將太空船做⼀一些改善, 將兩隻⼩小狗送入地球軌
道, 並成功返回; 美國也不⽢甘⽰示弱, 成功將非洲⿊黑猩猩送入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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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1961年, 蘇聯太空⼈人Gargarin進入地球軌道, 超越了美國, 成為第⼀一位進入太
空的⼈人類。︒他驕傲的不得了, 回來後講⼀一句話說「我⾶飛過太空, 我到上⾯面去過, 我在那邊
看不⾒見上帝。︒」他講看不⾒見上帝, 是要藉此證明沒有上帝, 這句話是故意要羞辱基督教
創造的信仰。︒過了三天, 葛理翰說:「在西伯利亞冰天雪地的⼟土裡⾯面有⼀一隻蚯蚓⾟辛⾟辛苦
苦的鑽出地⾯面, 探出頭來看了⼀一看, 又在鑽回去對牠的朋友說, 我已經鑽到地⾯面上看, 看
不到赫魯雪夫(赫魯雪夫是當時的蘇聯總理), 所以世界上沒有赫魯雪夫這個⼈人。︒」這是
葛理翰幽默的回應。︒ 

蘇聯總理赫魯雪夫, 他去參加⼀一個聯合國的會議, ⾶飛機降落在紐約的⾶飛機場上, 他從
⾶飛機上⾛走下來的時候, ⼀一個美國記者跑到前⾯面去, 問他說:「赫魯曉夫先⽣生, 你是無神論
者嗎︖？」他說:「是啊, 我是無神論者。︒」那個記者頑⽪皮地對他說:「誰知道你⼜⼝口裡說沒
有上帝, 只因為你是共產黨員。︒誰知道你⼼心裡是深深相信上帝存在?」赫魯雪夫被這個
記者弄得很煩, ⼀一激之下他說:「上帝知道我是無神論。︒」這表⽰示赫魯雪夫內⼼心深處知
道有上帝的存在, 但是他說⾃自⼰己是無神論者, 為什麼?因為, 「他們雖然知道上帝, 卻不當
作神榮耀他, 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羅1:21)簡單來
說, 無神論者的的確確知道上帝的存在, 但他們故意不認識上帝。︒ 

我和培怡的⼀一個朋友, 她是⼀一個室內設計師, 會跟我們說⼀一些她在室內設計的⼀一些
巧思, 我還滿佩服她在室內設計的能⼒力, 我認為她在這⽅方⾯面是相當有天賦的。︒她跟我們
說她是個無神論者, 有⼀一天我們聊天, 談到她從別⼈人室內設計的作品, 可以看出作者設計
的想法和巧思, 談到很多設計的Ideas是模仿⼤大⾃自然⽽而來的。︒我問她說:「你看這天地, 這
⽇日⽉月星辰, 這⼤大⾃自然, 這是設計者精⼼心設計出來的? 還是沒有經過設計, ⾃自然⽽而然有的?」
她是⼀一個很厲害的室內設計師, ⼤大⾃自然有沒有經過設計? 有沒有設計者的存在? 我想她
比我還要有Sense。︒她回答說這是有經過設計的, 我就接著說你知道有造物主的存在, 你
就不能稱⾃自⼰己是無神論者。︒過了⼀一陣⼦子, 她竟對我們說:我是個無神論者, 這就是聖經所
說的, 故意不認識上帝。︒ 

為什麼要故意不認識上帝? 上帝的普遍啟⽰示, 藉由所造之物, 讓所有⼈人清楚知道上帝
的存在、︑創造和運⾏行的⼤大能, 但無神論者將這個真理在⼼心裡壓抑下來, 不承認這樣的真
理。︒為什麼? 因為上帝有⼀一些屬性和能⼒力讓我們⼼心⽣生懼怕, 在我們內⼼心深處, 不想要有
上帝存在。︒哪些屬性和能⼒力? 像是上帝的聖潔、︑無所不知、︑主權、︑無所不能、︑永恆性
等。︒⾃自從我⼤大四那年, 我回答說我相信有上帝存在,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聖經所講的這
位。︒我看聖經的態度, 從先前的挑戰對⽅方, 轉變成對上帝敬畏的⼼心, 我當時禱告說:「上
帝啊!如果你存在的話, 請讓我知道。︒」讀聖經的過程中, 上帝的存在對我是這樣的真實, 
對這樣的新發現, 我當時感到很興奮、︑很開⼼心嗎? 不! 我感到相當的懼怕, 每⼀一個我⾃自以
為隱密的地⽅方(包括我的罪惡), 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在全知全能上帝的注視之
下, 我怎麼可能會有平安呢? 若不是耶穌基督在⼗〸十字架成全的救恩, 遮蓋我的罪, 我怎麼
有辦法安⼼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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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身邊可能有⼀一些⾃自稱是無神論者的親戚朋友, 找到機會我們可以很慎重地、︑
很真誠地問他們: 「你看這天地, 這⽇日⽉月星辰, 這⼤大⾃自然, 這是設計者精⼼心設計出來的? 
還是沒有經過設計, ⾃自然⽽而然有的?」盼望他們回應上帝的普遍啟⽰示, 榮耀歸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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