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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不明白真理的人，對聖經加以敬拜，這就
反而不妙了，它會取代了神的地位，變成偶

聖經無誤(下)（續上期）

像，禍害不淺。聖經是要我們誦讀，和明白
其中屬靈的層面才有用。如果一個人不明白

宇宙中敗壞的轄制

聖經，對他來說，聖經只不過是一本「書」而
研究聖經是否無誤，關鍵當然在於聖經各卷

已（事實上，“Bible”即是「書」意思）。

的原著能否找到，可是神的旨意卻讓聖經原

它不會帶給人祝福，更不能被人膜拜。

著失落。這樣我們不禁會問，這麼重要的原
第二， 原來神一直要隱藏自己，不讓人看見
著，神為 甚麼讓 它失去呢 ？ 神若 是無所不
他。神不但不准人看見他的形像，連神所行
能、無所不知、能以寫成無誤的聖經，他為
的神蹟奇事，也盡可能減少，即使要行，也
甚麼不以 他的大 能，保守 原 著不 讓它失去
盡量行一些小神蹟、或更貼近自然律，看來
呢？
不像神蹟的神蹟，叫人們的信心不致建築在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它道出聖經非

肉眼可見的奇事上，乃建築在不能見的神身

常寶貴的奧秘來。原來神故意讓聖經的原著

上。「信」的定義是「未見之事的確據」；

失去，有以下幾個原因：

看見了，就不能信，也就不能叫人得救了。

第一， 因為神不要人拜聖物。原著的無誤聖

所以，看 見越大 的神蹟才 信者， 福氣就越

經若存在，這本聖經太過神聖了，必定有不

小；越看不見神蹟而信者，福氣就越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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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看見神榮耀真體者，必要死，因為再不能

的智慧，必然消滅；聰明人的聰明，必

信了。

（賽 29:11-14）
然隱藏。」

第三， 神故意將「基督」隱藏在無佳形美容

第六， 保羅指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

的「拿撒勒人耶穌」裡頭，也故意將「神的

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

話」隱藏在原著失去、被一些人以為有誤的

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

聖經裡頭，要叫人先悔改歸向神，討神的喜

（羅 8:21）意思是，宇宙間的一
制……。」

悅，然後用信心來研讀聖經。這樣，神就會

切，都被「敗壞的定律」轄制，不能不敗壞。

開他的心眼，叫他看見聖經裡面的「屬靈層

所有的事物，都是越過越舊、越過越殘，最

面」，接觸到裡頭無誤的神。

後就全然敗壞的。這也是科學中「熱力學第
二定律」所發現的：宇宙間所有的自然變化

第四， 神故意叫不是屬神的人不明白聖經，

現象，都是越變越亂、越變越壞的，無一倖

像主耶穌講比喻一樣，故意叫人「聽是要聽

免。因此，「熱力學第二定律」，又名為「亂

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

度大增律」。聖經也不能例外，聖經一寫下

（太 13:14）但是，門徒不明白，卻願
得。」

來，只能在原著維持無誤；一經人手抄寫，

意到主的跟前來問，主就詳細講解給他們明

就出現錯誤了。因為人是敗壞的、歷史過程

白。這樣就達成主奇妙的旨意，就是「有的

就是敗壞的過程、聖經的抄本與版本就是敗

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

壞的見證。惟有聖經裡頭「屬靈層面」的真

（路 19:26）。
要奪過來」

理，因為不是屬於這個物質世界，也不受敗
第五， 神要封住聖經，只叫討神喜悅的人才

壞的定律所轄制，才能保全永遠無誤，才能

能明白，惡人必不明白（參但 12:10）。所以

在天地都廢棄之下，永不被廢棄。

先知以賽亞又說：「 所有的默示你們看如
其實，人類的文化不斷「進步」，意思就是

封住的書卷，人將這書卷交給識字的、

證明我們「不完全」。今天，我們證明昨天

說：請念罷。他說：我不能念，因為是

有錯誤，我們說「進步了」；如果我們站明

封住了。又將這書卷交給不識字的人，

天的立場來看今天，我們今天肯定有錯誤，

說：請念罷。他說：我不識字。主說：

只不過我們在今天仍未發現而已。可見，世

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

上沒有一個人是完全或無誤的，我們這些有

卻遠離我，他們敬畏我，不過是領受人

誤的受造物，怎可能用我們有限，又有誤的

的吩咐。所以我在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

科學理性頭腦，證明「無誤的神」所說的話

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們智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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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裡頭有誤呢？筆者不理那些反對「聖經無

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

誤」的學者找到甚麼有力的證據也好，在邏

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就如經上所

輯上，我們能證明神有誤，就是說不通。為

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

甚麼不說，我們現在說是發現神的話語裡頭

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那裏？文士在

有錯誤，其實不是神的話語有錯誤，乃是我

那裏？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裏？神豈不是

們領會錯了，或判斷錯了呢？

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世人憑自
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

主隱藏自己在無佳形美容的「拿撒勒人耶穌」

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裡頭，而「拿撒勒人耶穌」這個稱呼本身就

（林前 1:18-21）同
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是錯誤的、主的「無佳形美容的外表」也是

樣，聖經的原著雖然遺失，但神的旨意是讓

有軟弱的，因為主降卑，取了奴僕的形像，

聖經的外表抄本被人判為有誤，好向這些人

服在敗壞 的轄制 之下，以 致 他也 像我們一

隱藏聖經裡頭的奧秘，不讓他們知道，乃讓

樣，會疲 倦、會 餓、會衰 老 、會 軟弱、會

信的人和討神喜悅的人逐漸知道，這就是神

死……。雖然人這樣看他有誤，主並沒有駁

的智慧了。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然不認識

斥他們，也不將自己裡頭無誤的神性顯露給

聖經，神就樂於將人看為有誤的聖經抄本，

他們看，乃要人自己去思想和揣摩，不以外

遮蓋聖經裡頭的奧秘，顯出神的智慧。

貌認識基督，不理會主「有誤，有軟弱」的
肉體，乃從主無誤的話語和能力，認識他裡

聖經無誤是信仰不是科學

頭「無誤的神性」。聖經也是這樣，神「無
話說回來，今天越來越多神學院和神學家都

誤的話語」隱藏在「有誤的聖經抄本」中，

不相信「聖經無誤」，究其因，是因為神學

人的責任是「不以外貌認識聖經」，不理會

教育越來越注重「學術研究」。在「學術研

聖經有誤的抄本版本，乃用信心來虔讀和揣

究」的氣氛下，人的「理性」被高舉，凡百

摩。若能討神的喜悅，神就會開他的心眼，

事物都必須放在「理性」之下受鑑定，連聖

叫他發現聖經裡頭「無誤的道」，從而接觸

經也不例 外，須 要接受學 者們判 斷。他們

這位無誤的全能者，這有何不可呢？

說：聖經 既然出 現這麼多 不同的 抄本和版
今天的學者們判斷聖經有誤，其實相等於古
本，到底 那一個 版本才對 呢？為 求得到答
時的大祭司和文士判斷耶穌有罪，將他釘十
案，除了用「學術研究」和「理性判斷」來
字架一樣。因為他們無法明白隱藏在耶穌裡
鑑定之外，根本無他法。
頭「無誤的神性」。所以保羅說：「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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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錯，「理性」確實是神賜給人，用來辨別

遠無法進入我們的心靈裡，成為我們生命的

真偽的基本智慧；「學術研究態度」確實是

一部份。

最客觀、最可靠的科學研究態度。但筆者要

退一步來說，如果我們的信仰真的有錯，筆

指出，「理性」的運用，不能徹底解決信仰

者也認為，我們是應該按科學客觀理性來重

問題。因為甚麼時候我們用「理性」或「學

新鑑證自己的信仰的，只是我們要明白，這

術研究態度」來判斷一件事物，甚麼時候我

樣做，等於我們從信仰暫時「退出來」，離

們就須要先從該事物中「退出來」，以全客

開信仰最高的權威，以「理性」為最高的權

觀的態度來研究和分辨，這樣我們才能作出

威，藉以判斷我們的信仰是否值得我們繼續

公正而準確的判斷。例如，我們分辨「到底

相信。但是，非不得已，我們是不應該這樣

有沒有神」這個課題，我們不能站在基督徒

「退出來」重新鑑證自己的信仰，因為這樣

的立場來 分辨， 因 為要說 服一個 無 神主義

「退出來」研究，就等於退回不信的立場，重

者，這樣的立場是不夠客觀的。別人會說，

新思考應該不應該信耶穌了；也許我們重新

這只不過是我們基督徒主觀的意見而已。我

鑑證之後，我們會有可能變成不信。

們必須從 基督教 的 信仰立 場中暫 時 「退出
舉一個例子來說，如果我們要說服一個天主

來」，站在完全沒有信仰立場上，作出客觀

教徒離開天主教，接受聖經中的救恩，我們

的「學術研究」和「理性判斷」，這樣才能

必須先勸他從天主教的信仰中「退出來」，

說服人，才算得上是符合科學原則的研究。

站在非天主教的立場上，以「理性」來重新
筆者要提醒讀者，這種「退出來」的客觀態

鑑證天主教的信仰，否則我們無法改變他。

度，只能在我們未信耶穌之時才用得著；一

可是，當我們勸這個天主教徒「退出來」重

旦信了主，我們就不應該常常「退出來」研

新鑑證天主教信仰的同時，這個天主教徒也

究了。聖經指出，神要我們將聖經「 吃進

會要求我們「退出來」重新鑑證基督教的信

（參結 3:3, 啟 10:10），意思是要我們
去」

仰，如果不是雙方都「退出來」思想，怎能

相信和接受聖經，如同吃食物一樣。任何一

算為客觀，怎能叫大家都同意所找到答案是

種食物， 如果我 們 不是先 相信它 有 益和無

正確的呢？

毒，我們是不會吃進肚子裡的。我們將聖經
是的，在許多為道爭辯的事上，我們都要這

吃進去，聖經真理就在我們靈裡面變成我們

樣「退出來」思想，但這並不是一件好玩的

的生命和能力。若「退出來」以「理性」來

事，若非 有 絕對 把握，我 們是不 應 該常常

批判聖經，聖經只能進到我們的腦子裡，永

「退出來」重新鑑證每一件事物，恐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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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來」之後，可能不能再「返回去」。我

為此，筆者在本文一開始就說明，本文不是

們不能事事都「退出來」重新鑑別自己的信

寫給未信 主的學 者，乃是 寫給信 主的基督

仰；我們一旦信了主，我們就應該全面相信

徒；因為研究「聖經無誤」的問題，不是科

聖經。每一次讀經，都應該存著將聖經吃進

學問題，而是信仰問題。我們要用信心來討

去的態度，才能討神喜悅，才能進入聖經中

神喜悅，神才會向我們開恩，叫我們明白聖

的豐盛。 人若沒 有信心， 永 遠不 能討神喜

經和信福音，從而得救。同樣，我們要用信

悅，也永遠不能進到聖經「屬靈層面」裡，

心來接受「聖經無誤」，我們不能事事都以

得著其中的「靈」和「生命」。

科學理性來研究清楚才相信；事實上，我們
無法憑理性和科學來證實「聖經無誤」，也

「退出來」思想等於返回未信主的狀態，重新

不能憑理性和科學證實「聖經有誤」。

鑑證自己的信仰，這種態度雖然客觀，是研
究科學必 須的基 本態度， 但 是， 我們要明

筆者要警告那些以科學態度來研究「聖經無

白，研究 屬靈事 物不完全 等 於研 究科學事

誤」的學者，你們常常以「退出來」的態度

物。聖經告訴我們，即使我們夠客觀、夠聰

來研究聖經是否無誤，以為這樣才夠客觀。

明、研究程序也非常符合科邏輯，我們還是

但是，結果怎樣呢？結果你們還是無法完全

未必能夠明白福音。正如保羅說：「世人憑

證實「聖經無誤」，反而常常為「聖經可能

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

有誤」開一條後路；又高舉人的理性，以之

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

為一切判斷的惟一準繩，導致信仰動搖。因

（林前 1:21）又
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為「學術研究態度」逼使你們不能抹煞你們

說：「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

理性想不 通的事 物，你們 就認為 應該勇於

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

「承認聖經有誤」。其實「聖經有誤」真是事

是出於行為（原文是「工作」
），免得有

實呢，還是因為你們認為通不過你們的「理

（弗 2:8）所以我們只在科學研究
人自誇。」

性」呢？究竟你們「理性」的權威高，還是

上須要「退出來」，以客觀理性分析來尋找

「神的話語」的權威高呢？倘若你們的「理性」

答案；但在屬靈的實際上，我們是要先討神

是更高權威，為甚麼不乾脆勸我們以你們的

喜悅，蒙 神開恩 ，我們才 能 明白 聖經。不

「理性」為神呢？為甚麼你們不肯考慮，你們

然，我們就是多麼的客觀聰明，我們還是不

的「理性」出錯的機會，遠遠比聖經出錯的

能找到真 正的答 案，因為 神 不會 讓我們找

機會高許多倍呢？你們自稱為基督徒，也稱

到。

聖經是「神的話語」，這樣，為甚麼你們考
慮「聖經有誤」，而不肯考慮自己有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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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們說，這一類「學術研究」必須從聖

信「人的理性」比「至高的神」還要高！試

經信仰中「退出來」才夠客觀，才能看得清

問，人怎能相信一本「有誤的聖經」能介紹

楚。那麼，你們就是退到「無信仰立場」上

出一位「無誤的神」來呢？這樣的相信，其

來研究了。若是這樣，我這篇文章並不是為

本身已經是非理性的了。試想，世上有那一

你們寫的，因為我們研究的是「信仰」，你

個人不會有誤，那一個人不是有限的呢？既

們研究的是「科學」；又因為我們認為，沒

有誤，又有限，人怎能憑自己有限的頭腦、

有信心討神喜悅，神是不會讓任何人明白聖

有限的資料、有限的時間、有限的智

經的；而你們卻不介意，你們的理性有可能

慧……，準確地批判「無限的神」，指出他

引導你們變成不信。這樣，我們與你們的思

的話語──聖經有誤呢？人怎能在這個「被

想方向不同，我們之間是無法談得來的。

敗壞轄制的宇宙」中找到「不敗壞的標準」、
或「無誤的標準」來批判造物主，指出他的

我們若以聖經為「神的話語」，這就是信仰

錯誤來呢？

問題；我們若以聖經為可能有誤的著作，這
就是科學問題。一個以「學術研究」為重，

其實這種矛盾的邏輯早就定他們的罪，因為

以「理性」高於一切的學者，是不容許自己

他們以有限來批判無限。我們信仰的根基是

看「聖經無誤」問題為「信仰問題」的。我

聖經，聖 經 若被 拆毀，就 等於地 球 被爆毀

們研究「信仰問題」之時，我們思想的方向

了，人就懸浮於太空，全無立腳點。我們信

是以人為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是不可能批判

仰的根基若毀了，「信耶穌得永生」就形同

「神的話語」，也無資格批判「神的話語」。

虛設，我們人人都無法面對永恆，無法解決

人若不謙卑，神是不會讓他們明白聖經，從

千萬靈魂 失 喪的 問題。面 對這麼 嚴 重的問

而蒙恩得救的；但以「研究科學」為思想方

題，筆者認為，我們只能一面倒地相信「聖

向的人，認為「理性高過一切」，任何自己

經原著無誤」；如果我們發現聖經抄本有甚

想不通的事物都不應該信。這樣的人很容易

麼客觀上的錯誤，我們只能將這些錯誤歸咎

搖動信仰，也很容易影響別人搖動他們的信

於抄寫的人出錯，我們必須堅信聖經原著絕

仰。他們動搖自己的信仰，還以為夠清醒，

對無誤，因為這是邏輯上必須如此的。

沒有迷信聖經；他們不肯考慮信仰不同於科

筆者記得，大約二十年前，新加坡有一位神

學，信仰動搖會使自己和別人一同丟進地獄

學院院長 ， 在講 台上講述 自己讀 神學的見

裡，永遠滅亡，科學動搖，極其量只會使自

證，指出：當他為自己的博士論文搜集資料

己研究科學失敗。再者，他們將信仰建基於

的時候，讀到許多聖經高等批評和低等批評

「人的理性」，非常愚拙，因為這樣就等於相
6

溫和靈恩派

的文章，信心就大大被搖動，心靈就落到極
大的黑暗 中，以 至他在神 面 前哭 訴，說：

可以接納嗎？

「神啊！這些資料很厲害地動搖我的信仰，我
深深知道，這些東西不能叫我更愛你、更信

近年來，越來越多信仰純正的教會和傳道人

你。神啊！救我脫離這個懷疑的時刻，救我

接納靈恩運動。這是因為靈恩運動所強調的

脫離我的 理性， 因為這些 東 西奪 去我的良

神蹟奇事證實是靈驗的嗎？或學者們都認為

知，叫我與你疏遠，叫我的靈性破產。我為

靈恩派的 理論和 現象都符 合聖經 真理嗎？

甚麼要研究這些東西呢？但是，我原是為這

不！他們以為，靈恩運動之所以不應接納，

些問題而攻讀博士學位的，我怎能半途放棄

是因為他們太過偏激而已；但現在有不少靈

研究呢？……。」

恩派變得 溫和許 多，他們 就認為 可以接納
了。但我 們要問 ，靈恩派 因為變 得溫和一

許多人會說：「如果不研究這個課題，就永

點，就可以接納嗎？喜樂福音堂的胡恩德先

遠沒有人能回答那些反對聖經的人，也無法

生說得對，他說：「那靈沒有變，還是同一

證明聖經真是可信的。為了證明聖經還是可

個靈！」

信的，我們不得已一定要研究下去。」這樣
的話，也許在某些頂尖的專家來說，實在是

其實，贊成接納的人沒有想到，「溫和靈恩

如此吧！但是，筆者懷疑，那些頂尖的專家

派可以接納」這句話，含有極大的邏輯性錯

們，是否真的能夠憑他們的智慧聰明，證明

謬。我們只要反問：「然則，極端到怎樣程

聖經絕對無誤；若能真實地滿足所有反對派

度才不可以接受？溫和到怎樣程度就可以接

的要求，證明「聖經無誤」，這就是科學問

受呢？怎樣劃分界線？以甚麼為根據呢？」

題，不是信仰問題了。恐怕連這樣想也是不

倘若他們是頭腦清醒一點的話，他們必定會

合科學的 ，不夠 理性的。 神 的旨 意既然讓

發現，沒有一個人有資格回答這些問題，因
為找不到劃分界線的根據。

「聖經原著」失落，叫「聖經無誤」的問題永
遠保留在信仰層面上，好叫我們永遠謙卑相

然而，聖經給我們非常明確的「分水嶺」，

信神，又 叫我們 的信仰不 致 建築 於人的理

神對摩西說：「若有先知擅敢託我的名說

性，和常常變化不定的科學上。這樣，為甚

我所未曾吩咐他說的話……，那先知就

麼我們一定要憑自己有限的頭腦去強行證明

必治死。你心裏若說：耶和華所未曾吩

「聖經有誤」或「無誤」呢？

咐的話我們怎能知道呢？先知託耶和華
的名說話，所說的若不成就，也無效

吳主光

7

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是那

我們不同意那靈是「聖靈」，他們的教會就

（申 1 8 :
先知擅自說的，你不要怕他。」

是多麼興旺，信徒多麼熱心，神蹟奇事多麼

2 0 - 2 2 ）請讀者注意，聖經給我們的「分水

奇妙……，我們都不應該羨慕，因為神絕對

嶺」，就是「若不成就，也無效驗，就不是

不會借助邪靈來叫教會增長的。

出於耶和華」。因此，筆者常常對靈恩派人

或問，怎見得溫和與極端靈恩派的靈，都不

士說：「倘若靈 恩派的 神 蹟奇事 都是真 實

是「聖靈」呢？筆者認為憑以下的現象，就

的，都是靈驗的，我當然接受。但是，他們

可以看出來：

明知應驗的成份極低；而且極多例證指出，
1. 那靈的根源：許多人以為，聖經時代確實

他們中間有邪靈，為甚麼他們不肯正視這一

有說方言的現象，為甚麼不相信這時代也

點呢？為甚麼總是報喜不報憂，似乎靈驗的

有這樣的現象呢？首先我們要注意，聖經

就大吹大 擂，不 靈 驗的就 壓制不 提 呢？試

時代的說方言恩賜，確實到使徒後期就停

問，如果聖經有百分之一的成分是錯誤的，

止了。倘若從一九零一年開始，再有說方

你認為可 以接受 嗎 ？如今 靈恩派 的 神蹟奇

言的恩賜，我們要問，為甚麼停了這麼

事，錯誤成分非常高（有神僕指出，說方言

久，到近代才再開始有呢？為甚麼一九零

者，百分之九十出於鬼附），為甚麼還要接

一年開始的說方言運動，是從「因犯罪而

受呢？難道舊約時代，神曾經處死過一些假

倒台的火洗教會」中傳流出來，又在極度

先知，其實他們都是真先知，只不過有多少

混亂的「阿蘇撒街 312 號教會」中，發揚

錯誤成分而已，神不應該殺錯良民嗎？

至世界各地呢？為甚麼連「靈恩之父 —
以為「溫和的靈恩派可以接受」的人，他們

巴罕」也一生罵「阿蘇撒街教會」為「被

的「分水嶺」是「人的觀感」，有人喜歡激

靈媒接管了的教會」呢?為甚麼那時所有

動的靈恩派，他們卻喜歡溫和的靈恩派。但

教會，無一不拒絕他們呢？

靈恩派自己卻不是這樣看法，他們強調，叫
2. 聚會大混亂：靈恩運動之初，聚會極度混

他們與別 人不同 的 是「聖靈彰 顯在他 們中

亂；即使到今天，他們中間出現被靈擊

間」；這樣，我們接納與不接納靈恩運動的

倒、大哭大笑、輥地抽筋、獅吼獸叫、瘋

「分水嶺」，應該是同意不同意在他們中間促

狂靈舞、集體大聲用方言禱告、昏倒、鬼

成神蹟奇事的就是「聖靈」。如果我們同意

附……等現象，還是非常普遍，分明與聖

是「聖靈」，我們就不應該批評「聖靈」的

經教訓相抵觸，因為聖經說：「因為神

工作過份激動，或應該怎樣溫和；難道「聖

（林
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靈」還需要我們指教他應該怎樣做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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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4:33）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

十七節所說的『說新方言』，原文從九至

（林前 14:40）
次序行。」

二十節都不是出自馬可的手筆，乃是後來
的人加上去的），這是因為約王耳書的預

3. 舌音的假冒：我們懷疑今天所有說方言恩

言只是說：「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

賜都是假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今天在

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

靈恩派人士中的說方言，只是一種單調的

（王耳 2:28）聖靈之所以賜給初期教會「說

「舌音」，完全不是任何種類的語言。有

方言」的恩賜，第一，是為幫助他們初傳

人證實，一個人在歇斯底里的狀態中，也

福音，叫彼得一開講，就有三千人信主；

會說出一些舌音，絕對不是甚麼神蹟奇

第二，是要「 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

事。

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好證
4. 不知所以然：靈恩派人士說方言、大笑、

明「 他們還是不聽從主。」
（林前 1 4 :

大哭、興奮、倒地、昏迷、熱心……，全

2 1 ）現今我們這時代，不應有這樣的需

部都是「不知所以然」的，只知道自己被

要。

一種不知名的力量控制著，做出不知道是
7. 假中若插真：今天靈恩運動中的神蹟奇

甚麼的動作，說出不知道是甚麼的話，感

事，證實絕大部份都是假的。倘若有人認

受不知道是甚麼的感受……。這些現象，

為，其中溫和靈恩派的方言是真的，我們

分明是一種「迷惑」，與聖靈的工作和本

就要問：「神為何要在今天這個盛行假方

性相反，因為主說：「聖靈來了，他要

言的時代，插入幾個真方言的事例呢？這

（約 16:
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樣做，豈不是叫混亂的局勢，顯得更混亂

13）

嗎？神這樣做，有何意義呢？」可見，我
5. 試驗那靈：曾有宣道會出版社的一位牧師

們有理由相信，神不會在這個時代賜下真

Dr. Gerald McGraw ，成立一個專門試驗

方言恩賜。

方言的小組，經過多年試驗之後，他宣佈
8. 不信者也說：據許多資料證實，摩門教說

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說方言現象，

方言比靈恩派還要早八十多年；世上許多

都是出於鬼附」。可惜靈恩派人士最怕就

異端，諸如天主教、惟獨耶穌教會、火洗

是試驗那靈，因為他們怕褻瀆聖靈。

教會、東南亞的新約教會、弄蛇會……
6. 預言沒提及：初期教會，使徒們在耶路撒

等，都會說方言；有人指出，回教及佛教

冷等候聖靈賜下來，當時，他們完全不知

人士，在被他們的靈控制之時，也會說方

道聖靈要叫他們說方言（馬可福音十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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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筆者有許多離開了靈恩派教會的朋友

11.並沒有短缺：因此，縱然今天說方言的恩

告訴我，他們發現，在靈恩派的聚會中，

賜是真的，我們不接受，也不見得我們短

許多未信耶穌的人也會說方言。以上種種

少了甚麼。請看約翰一生都沒有行過神

現象，都一致證實，今天靈恩派所說的方

蹟，主耶穌一生也沒有說過方言，教會歷

言，絕對不是聖靈所為。

史上絕大部份被神重用的神僕都沒有說過
方言，難道我們這些人就有所缺，惟獨靈

9. 應 普 遍 賜 下 ： 按 聖 經 的 預 言 ， 應 該 是

恩派人士才有齊備的恩賜嗎？聖經豈不是

「 凡有血氣的 」，都得著說方言的恩賜

指出，說方言和行神蹟奇事的恩賜，都是

（王耳 2 : 2 ）；初期教會也是凡決志信主

「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的，都會說方言。因此，筆者常勸靈恩賜

是我們不能強求的嗎？（林前 12:11）

人士，應該禱告求神，叫全世界所有基督
徒在一夜之間，全部都說起方言來，這樣

12.外邦的咀唇：當初神賜下說方言恩賜是：

一切誤會就一掃而清了。可是，今天靈恩

i） 證明約王耳書的預言應驗了，末期開

派強調，要按手求才得著；若不求，就不

始了（如果猶太人肯悔改的話）；

會有方言恩賜；他們甚至教人學講方言，
ii） 證明信的人都受聖靈，所以初期教

這豈不是奇怪嗎？難道聖靈賜人說方言恩

會以說方言作為得救的憑據（因為

賜，還需要人來教？這完全是與聖經真理

猶太人求神蹟，沒有神蹟奇事總是

不合。

不信。參林前 1:22, 約 4:48）；
10.最小的恩賜：其實，即使靈恩派的方言恩
iii）神賜哥尼流一家也說方言，為要藉

賜是真的，這有甚麼了不起呢？保羅在哥

著外邦人的咀唇，向「這百姓」
（猶

林多前書十二章，豈不是將說方言的恩賜

太人）說話（林前 14:21），好證明

列為「最小的恩賜」嗎？第十三章豈不是

他們不信。很明顯，自從福音傳給

明說，說方言恩賜是會停止的嗎？保羅在

外邦人，而猶太人決絕地表示不信

第十四章豈不是說：「但在教會中，寧

之後，說方言的恩賜就在歷史上漸

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

漸停止了，因為上述三方面的需要

萬句方言」嗎？（林前 14:19）表示「先

都沒有了。然而，神要「藉外邦人

知講道」的恩賜，大過「說方言」二千

的咀唇，向這百姓說話」，這預言

倍。聖經一貫顯示出，「真理」的功能向

終必應驗，就是福音從外邦人傳回

來都大過「神蹟」，我們可以從聖經找到

給以色列人。

無數例子加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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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靈恩大合一：我們今天不接受靈恩運動，

要以為人多就對了，因為這條路引進滅

最主要原因，還是靈恩運動已經變成與天

亡。聖經各處論及末世的預言，並不以打

主教和各類異端聯合的「教會大合一運

仗、饑荒、地震等災禍為重；反而都以

動」。我們深信，這樣的「合一」就是聖

「大迷惑」出現為重，主指出，「大迷惑」

經所說的「淫亂」；天主教領導「教會大

是以「大神蹟，大奇事」為特徵，尤其是

成了
「世
合一運動」
，就是應驗
「大淫婦」

最後興起的假基督和假先知，他們要迷惑

（啟 17:5）。「聖靈」被稱
上淫婦之母」

普天下的人，屠殺聖徒，發動哈米吉多頓

為「真理的聖靈」，因此，我們相信聖靈

大戰。所以主以極其緊張的語氣警告我

無論如何也不會將神蹟奇事，賜給不合真

們，說：「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

理的天主教；但是，靈恩運動從 1960 年

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

代就滲進天主教，並且發展得非常之快；

連選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豫先告

在短短三年內，漫延全世界，成為天主教

訴你們了，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

著名的「靈恩更新運動」。倘若有人認

基督在曠野裏，你們不要出去，或

為，天主教已經改變了許多，可以與他聯

說：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

合；這些人要確實地知道，天主教不但沒

（太 24:24-26）
信。」

有變好，反而變得更壞。因他竟然在

15.誤解的用詞：眾所週知，靈恩派教會經常

1 9 6 3 - 1 9 6 7 年舉行的「第二次梵蒂崗會

不重視聖經，並曲解聖經的教會。最初，

議」，正式通過議決案，認為所有異教徒

他們以為說方言的現象就是「聖靈的洗、

都可以藉著行善得救。之後，天主教又在

火洗、炸藥洗、強烈炸藥洗、氧化炸藥

1986 年和 1996 年，分別與世上一百六十

洗」的現象，後來倡說這些假道理的「歐

多個宗教代表進行「宗教大合一運動」。

溫」，被人發現他的私生活極其敗壞，眾

試問，神的兒女們怎能相信，這是聖靈的

人就摒棄他的說法，改而強調說方言就是

工作呢？

「聖靈的洗、聖靈充滿、聖靈澆灌、聖靈

14.末世大迷惑：靈恩運動以神蹟奇事見著，

膏抹」的現象了。其實他們對這些聖經用

並且發展成為人類有史以來最龐大的「大

詞都誤解了，人若仔細研究聖經，就不難

合一運動」，可能有人會問，這麼龐大的

發現，這些聖經用詞，極少與神蹟奇事拉

運動，若不是出於神，怎會成功呢？筆者

上有關。關於這些用詞的正確解釋，請參

認為這種觀念是最危險不過的，因為主耶

考拙著《靈恩運動全面研究》，角聲出版

穌明明警告我們不要走闊路，進闊門，不

社出版。按聖經真理，聖經並沒有鼓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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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追求「聖靈充滿」，因為這是路加這個

自己的印度教信仰，不需要改信天主教，相

外邦醫生，以第三者立場來形容當事人而

信這是今天盛行的所謂“宗教對話”的結果，

已，當事人在經歷「聖靈充滿」之時，完

是教皇若望保祿二世於 1986, 1993, 2002 等

全不知道自己是「聖靈充滿」。其實，聖

年份，在意大義的 Assisi 舉行「世界和平祈

經一貫表示，追求「神同在」才是靈性最

禱會」所促成的。這些祈禱會，將世上各種

高境界，這是自古以來，所有屬靈偉人最

宗教領袖 都 召來 ，包括回 教、猶 太 教、佛

高的屬靈經歷；主耶穌稱為以馬內利的原

教、鍚克教、印度教……，你能想出來的宗

因是在此；主在「大使命」中答應與所有

教都有。最早 1986 年那一次祈禱會，德蘭修

願意出去傳道的人同在也是為此。事實

女也有參 加 ；她 死後，她 的一位 長 期挈友

上，連約櫃和天堂的意思也是為此……。

Naveen Chawla很直接地問德蘭修女說：「你

但今天靈恩派的人士追求「聖靈充滿」，

會改變（convert）別人的信仰嗎？」德蘭修

其實是追求超自然經歷，認為這樣的體驗

女回答說：「當然會，我會改變你成為一位

才能證明自己進入比別人高的境界，嚴格

更好的印度教徒，或一位更好的回教徒，或

來說，這種心態其實是出於不信，因為要

更好的新教徒。你一旦找到神，你要以怎樣

靠特殊體驗才肯信。

的方式來 崇 拜他 ，你可以 隨自己 的 意思決
定。」
(
“Mother Teresa Touched other

吳主光

Faiths”Associated Press, Sept.7, 1997)
怪不得全世界都稱讚德蘭修女了，任何宗教
人士都對她說：「好」
（路 6:26）。其實教皇

世界之窗

和德蘭修女這樣的表現，也解釋了天主教所
推動的「大合一運動」是沒有真理原則的。

報導世界各地異端及潮流動向新消息

零三年三月，「三一聖經季刊」報導，

以下資料來自Friday Church News Notes, (David

United Bible Societies, Scripture Gift

W. Cloud, Fundamental Baptist Information
Service, P.O. Box 610368, Port Huron, MI 48061,
fbns@wayoflife.org,

Mission, and Wycliffe Bible Transla-

866-295-4143)

tors 這三個組織，決定傾向天主教所推動的
「教會大合一運動」，他們作出這樣的決定之
去年十月，美國 Ohio 有一位天主教主教
時，曾經 這 樣問 ：「天主教 是 否已 經改變
Anthony Pilla of Cleveland, 在訪問一個
了？」當然，這些機構都認為天主教真的改
印度教廟宇時，公開鼓勵印度教孩子們維持
變了，所以才決定與天主教合一。然而，天
12

主教真的改變了嗎？我們不禁問，天主教有

年， Ar izon a 州的 Tu cso n 和 Or ego n 州的

放棄那些不合聖經真理的聖禮和做法嗎？他

Portland 這兩個教區，曾因為付不起那區神

們不再相信馬利亞代求嗎？教皇放棄了他的

父性醜聞的賠款，而宣佈破產；他們已經支

三層皇冠嗎？他們有放棄聖餐變質說嗎？他

付了六千三百萬美元，作為 141 宗性醜聞的

們承認煉獄是不存在的嗎？他們不再拜聖人

賠款。 2000 年時，波士頓教區又支付了八千

嗎？他們不再相信遺傳嗎？他們承認聖經才

五百萬美元，作為 5 5 2 宗性醜聞的賠款。

是信仰最高權威嗎？……如果沒有，為甚麼

2003 年六月， Kentucky 州的 Louisville 教

說天主教已經改變了呢？

區又支付了二千五百七十萬美元，作為 2 4 3
宗性醜聞的賠款。總的來說，過去二十年，

教皇若望保祿二世在他所寫的「更新之

天主教為美國各城的性醜聞，已經支付了超

源」一書中表示，教會大合一運動將有一天

過一百億美元賠款，而被控性侵犯的神父，

會全面成功，因為只有天主教才是真教會。

數目還是不斷增加。根據一份保守的天主教

去年十一月，剛退休的聖公會秘書長John L.

雜誌 Ad Majorem Dei Gloriam 2002 年冬季

Peterson 當著天主教的教皇若望保祿二世面

季刊指出：九成以上的神父性醜聞案件，都

前公開表示，聖公會高度評價教皇制度；又

是同性戀神父性狎玩十來歲的少年。報告又

表示，聖公會早於 1968 年，由 Canterbury

指出，涉案的神父多達 2 5 0 0 至 6 5 0 0 名之

大主教 Michael Ramsey 領導之時，已經開始

間，受害者多達十萬人。天主教在各方面都

向當時的教皇 Paul VI 表示願意合一。他

表現，她就是啟示錄的「大淫婦」，這是不

說：「教皇既然是彼得的承繼人，我們就應

能抹煞的事實。

該以合一的精神來尊敬教皇，並以教皇的智
慧和所發表的意見，為更高的權威。」

以下一段文章是從巴勒斯旦去年九月份

(Anglican Communion News Service, Nov.

的「守望傳媒報」中剪下來的，文章說：「巴

25) 筆者也同意天主教所推動的「教會大合

游的宗教領袖在官方電視台中，三日兩次發

一運動」將會全面成功，因為這正是聖經所

出廣播，呼籲所有回教徒向猶太人進行滅族

預言的末 世大迷 惑，和大 淫 婦的 出現。然

大屠殺。不論藉著謀殺或任何手段也好，務

而，我們也知道，主來的日子快到了。

求將猶太人完全除滅。呼籲又解釋謂：殺死
猶太人，不但是阿拉的旨意，也是歷史的必

美國橙縣羅馬天主教教區，最近要支付

須程序，必須立即執行。他們引可蘭經模罕

一億美元來賠償一宗神父性醜聞案件，這一

默德的話，指出阿拉的旨意是要在「復活」之

次可能是有史以來賠款最大的性醜聞案。去

前，殺盡所有猶太人，否則「復活」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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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不會來臨。他們形容猶太人躲在巖石和大
樹後面，而巖石和大樹也會說：「啊！模罕

神學院院訊

默德，阿拉的僕人，我背後有一個猶太人，
請來殺死他。」

文章分享

從州的水平來說，美南浸信會的神學思
想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混合，橋治亞州就是

要愛惜光陰

這樣的例子了，這裡的美南浸信會 Mercer 大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

學是全州最大和最著名的學府，美南浸信會

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

每年資助這所大學數以百萬美元計。從 1979

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年以來， R. Kirby Godsey 出任這大學的校
長，他在自己所寫的“W he n

(詩篇 90:10)

We Ta l k t o

God......Let’s Be Honest”書中說：「…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

神既然是全能的，是天上最高的統治者，這

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篇 90:12)

樣，任何事物都要放在一旁。」可是，他卻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

在書中否認或重新演繹基督教差不多每一個

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

教義，當這所大學開辦它的神學院之時，他

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

又說：「如果教育必須受到信條的約束，這

(傳道書 12:1)

就不是真的教育了；如果教育必須受到正統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

教義的洗滌，教育也不成教育，甚至連好的

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

訓練也稱不上。我們要建立一間學院，人們

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可以隨教授甚麼，都不須要懼怕外間嚴守教

如何。(以弗所書 5:15-17)

義的人聽到；學生在研究時，也不用懼怕對
信仰造成何種程度的破壞。」Godsey 的意見

在詩篇九 十 篇中 ，神人摩 西感嘆 人 生的渺

洽與聖經教訓相反，因為保羅對提摩太說：

小、污穢及短暫。人一生的年日祇有七十歲

「你在許多見證人面前聽見我所教訓的、也要

[即約 25,550 日]。但請勿忘記︰我們已經消

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2:2）
主

耗了其中的三份之一或二份之一或四份之三

耶穌又說：「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都教訓他

或更多。 若 遇上 意外或病 患，更 將 大幅減

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少；換言之，餘下的年日已經不是太多。故

了。」
（太 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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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舉「三消」 為例︰

此，當下所急需的，是來到主的面前，求祂
指教我們，使我們變得更有智慧，曉得怎樣

1. 藉著消費︰今世代的消費巿場是十分龐

珍惜餘下的光陰。

大，消費品林林總總，花樣百出，目不暇

若要問︰「甚麼是愚昧人呢？」相信就是那

給；而消費者又總是具有很強的鬥志，永

些不能分辨事情的優先次序的人，他們把時

不言倦，日夜在消費巿場穿梭來往，看起

間都用在次要的事情上；到頭來，那些真正

來是挺幸福似的。但實際上，在消費的過

重要的事 情卻沒 有時間去 完 成。 何等可惜

程中，是需要付出大量的時間；結果，消

啊！而值得留意的是︰這樣的人恐怕是佔了

費者的時間卻在不知不覺之下同時被消耗

大多數，我們能不深思？

掉，雖然坐擁一堆堆的戰利品，卻身受重
傷，何幸福之有？

若要問︰「甚欒是智慧人呢？」相信就是那
些能分辨的人，他知道現今的世代邪惡，所

2. 藉著消遣︰隨著交通工具十分方便，旅遊

以要切實地愛惜光陰。

業發達，消閒活動多樣化，娛樂事業多元
化。於是到處旅遊、尋找刺激、娛樂消

為甚麼說現今的世代是邪惡的呢？

閒、吃喝玩樂的風氣瀰漫全世界。結果，
因為現今明顯可以看見那惡者「世界的王」

大量的時間也同時被消耗掉。

向屬於主的人有邪惡的計謀，牠要藉著「今
3. 藉著消息︰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電腦網

世的風俗」和「今世的事物」把我們的時間

絡的流行；傳播事業發展快速。一時間，

都奪去。當我們的時間都失去了，試問還可

不論成人或孩童，皆圍繞在電腦電視旁

以有甚麼作為？弟兄姊妹們！你不用失去性

邊，或被報紙刊物所包圍。結果，又有大

命、不用失去事業、不用失去財產、不用大

量的時間也同時被消耗掉。

受逼迫，祇要失掉大量時間，你便肯定澈底
失敗！對 嗎？仇 敵往往對 你 的性 命沒有興

最可怕的是︰這些積極從事「三消」活動的

趣、對你的財產沒有興趣、對你的事業沒有

人，在一片自以為有福的氣氛中，但時間已

興趣、對你的安逸也沒有興趣；卻偏偏對你

經大量被 搶奪， 生命已經 虛度卻 仍渾然不

的時間甚有興趣，千方百計在那裡打主意，

覺！你說邪惡不邪惡呢？！

這難道是沒有原因麼？現在你明白了嗎？

另外，為甚麼說︰因為現今的世代邪惡，所

仇敵消耗 我們的 時間所採 取 的策 略是甚麼

以要愛惜光陰呢？

呢？

因為世代越邪惡，表示主來的日子越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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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快要見主了，為主的日子不多了，豈可不
珍惜？！豈可不緊握機會？！
在以弗所書中，我們看見愛惜光陰不但與智
慧關連起來，也與主的旨意關連起來；意思
是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固然是不曉得愛

學院消息

惜光陰；就是一個非常忙碌的人，也不一定
就是愛惜光陰。因為假若他是在主的旨意之
外去忙碌，在主的旨意之外去奔跑，作了很
多主沒有吩咐的事；主所吩咐的事，卻沒有

1. 學院現正接受報名，凡清楚蒙召傳道的肢
去作，到頭來，祇是浪費生命，毫無益處。
體可在學院網頁下載報名表，或來電學院
我們每一個人的時間都是那麼的有限，若仍
27661189 索取。申請者必須填妥報名表
然把時間多多的用在可有可無的事上，甚至
連同個人的得救見證、蒙召見證、教會推
用在有害無益的事上；那麼就再沒有時間可
薦信及兩張近照，郵寄至學院辦公室並在
以用在遵行主的旨意上了，何等可惜！要知
信封上註明【申請入讀全日制神學課
道︰我們的生命列車是快速地向前去，而且
程】。
是永不回頭的。每一個人必須當機立斷，不
2. 本院定於 2 月 20 日(主日)晚上七時半舉

要讓我們的生命列車空置、放滿雜物或廢物

行之「信徒委身研經會」將假座九龍青山

【草木禾禾皆】；乃要讓它充滿屬天的寶物【金

道 128 號威利商業大廈十二樓「培敦基督

銀寶石】。故此，愛惜光陰是緊急事件，必

教會」舉行，今次講員為林澤揚先生，題

須今天處理，不可留待明天。

目是「你愛我比這些更深麼？」，歡迎弟
我們這許多沉睡的人啊！當醒過來，主正在
兄姊妹踴躍參加，毋須報名。
呼喚︰「現今的世代邪惡，當愛惜光陰，聽
3. 整全訓練神學院主辦

見了嗎？」願主在得著我們之前，先得著我

「信徒獻身全時間事奉營」

們的時間，阿們！

定於 4 月 17 日(第三主日)下午三時至晚

林澤揚

上九時於中華基督教青年會烏溪沙青年新
村舉行「信徒委身研經退修會」。專題講
座內容：委身之路的探索、信徒委身與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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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簡報

學造就小組探討工作坊等。對象為清楚
蒙召全時間事奉及在其中願作尋求的肢

收入

體可報名參加，名額有限，請盡快報
奉獻類別

Nov., 04

Dec., 04

個人奉獻

$40,600.00(52 項)

$67,660.00(76 項)

中華基督教青年會烏溪沙青年新村地址:

校友奉獻

$4,000.00(4 項)

$5,500.00(6 項)

新界沙田馬鞍山烏溪沙鞍駿街二號

神學生奉獻

$22,800.00(11 項)

$34,500.00(17 項)

各教會奉獻

$108,600.00(7 項)

$18,800.00(5 項)

銀行利息

/

$158.75

總收入

$176,000.00

$126,618.75.00

名，費用乃自由奉獻。

4. 第一次報讀晚間延伸課程的主內肢體，
請先填妥報名表，並由教會負責人簽署
後寄回本院，本學將盡快回覆接受其申

支出

請與否。請在開課兩個工作天前辦妥上
支出事項

Nov.,04

Dec.,04

神學生宿舍支出

$12,901.10

$13,359.80

車敬及薪津(連強積金)

$65,150.00

$64,600.00

膳費

$10,760.00

$14,280.00

對外奉獻

$15,000.00

$15,000.00

課程支出

$863.83

$541.97

郵費

/

$4,104.30

保險費

$1,169.00

/

會計費用

/

$8,500.00

宣傳及印刷

/

$5,650.00

因骨骼的問題引起有很大的痛楚；另有同

維修保養

/

$980.00

學腸胃有問題而不適，願主籍著醫生及藥

其他

$2,693.80

$2,930.70

總支出

$108,537.73

$129,946.77

總入減總支出

$67,462.27

-$3,328.02

述手續。

代禱事項
1. 為新申請報讀神學的肢體代禱，並求主預
備合祂心意、事奉祂的人。
2. 第二學期考試於 2 月 22 日開始，願主幫
助同學們能發揮所學的，力上加力。
3. 求神幫助身體有軟弱的同學，其中兩位，

物使他們痊癒。
4. 為牧者代禱：農曆新年期間吳主光先生、

以上數據乃初步計算，暫未經核數師核數

黃永祥先生及劉智明先生分別離港到國外
領會，願主保守牧者的腳步，把聖經的真
歡迎各教會來電免費索取「整全報」。若有聖

理教道各地的人，使他們得益。
靈感動奉獻支持本院者，支票請寫「整全訓練
神學院」，或直接存入本院恆生銀行戶口
278-7-1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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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延伸課程

的竅門以及透過研究符類福音，使我們對
耶穌，建立一個基本的認識。這是最能夠

延伸課程之學費和講義費，乃仰望父神感動

幫助基督徒，奠下一個美好的研經根基。

信徒自由奉獻供應。報名手續及查詢請致電
學院 27661189(詳情請閱報名表)

本課程將提供，很多具體的例子以及一份
詳盡的筆記。期望每一位參加者，也能將

1. 所有課程必須於開課前兩個工作天報名，

課程中所學到的研經方法，套用到研究其

並附上按金才可作實

他經卷上。

2. 沒有報名者，當天的筆記將未能即時提供
3. 不接受新生即場報名

日期 : 3 月 22,29 及 4 月 5,12 日

4. 所有課程時間為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半

(四個星期二)
地點 :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本院舉行)

(1)箴言研讀

講員:林澤揚先生
(3)以弗所書

「敬畏耶 和華是 智 慧的 開端， 認識至 聖
者，便是聰明。」箴言 9:10

講員:吳主光先生

以弗所書在新約書信中，可以說是屬靈程
度最高深的一本書，在書中，保羅除了講

這書是屬靈生活的指南，能引導神的兒女

論預定論、神揀選的計劃、三一神在救恩

們活出一個豐盛的人生。沒有從神來的智

上的合作……等教義之外，更引領我們進

慧是無法傳達出這樣的信息；也無法領會

入「真知道」的屬靈境界，又帶我們「升

及實行。所以，我們需要籍著禱告並默

到天上」，支取主復活的能力，使我們也

想，好叫能得著一個智慧的心，在一起研

與基督「一同坐在神的右邊」，「一同參

讀的時候有所領受。

與天空屬靈氣的爭戰」……。這種「升到
參加者請把全書讀一至二遍，同時請多多

天上」的感受，是以弗所書豐富的信息之

思想及背誦。

一。此外，以弗所書非常強調「教會合

日期 : 2 月 22 及 3 月 1,8,15 日

一」，不但是靈裡合一、在三一神裡合
一、在救恩裡合一、在恩賜上合一、在真

(四個星期二)

道上合一、在生命上合一、在教會生活上

地點 :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本院舉行)

合一……，叫我們今天大大反省，我們在
反對與任何異端合一之餘，也不應該忽略
(2)符類福音研讀

講員:李錦彬牧師

凡在基督裡的，都要合一。

符類福音一般應該是基督徒最熟悉的三卷

日期 : 本課程分兩期舉行。

聖經。但往往由於內中有太多相似的記

弗(一)3 月 21,28 及 4 月 4,11 日

載，所以我們沒有仔細地去研究它。另一

（共四個星期一）

方面，有很多不同的地方，卻造成我們一

弗(二)4 月 25 及 5 月 2,9,16 日

些困惑，以致令我們卻步。本課程的目

（共四個星期一）

的，是就著不同的作者、時代背景和習俗

地點 : 漆咸道 87-105 號百利商業大廈

等的差異，去特別研究符類福音的「異」

5 樓「尖沙咀平安福音堂」

與「同」。從中我們可以掌握，一些解經

Tel:2336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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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全

訓

練

神

學

晚間延伸課程報名表

曾報讀之舊生如無更改資料者，只需要填寫有*的位

院

置便可 (如有更改資料請注明)

FTSA0031

請在下列方格 3 所選科目
姓
箴言研讀

*

我是新生沒有學號 / 我是舊生學號 NF____________

*

辦公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員:李錦彬牧師

*

住宅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5 年 3 月 22,29 日,4 月 5,12 日(四個星期二)

*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舉行

中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員:吳主光先生

2005 年 3 月 21,28 日,4 月 4,11 日(四個星期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尖沙嘴平安福音堂舉行
以弗所書(二)

: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弟兄/姊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舉行

以弗所書(一)

*

講員:林澤揚先生

2005 年 2 月 22 日,3 月 1,8,15 日(四個星期二)

符類福音研讀

名

職

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員:吳主光先生

*

聚會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5 年 4 月 25 日,5 月 2,9,16 日(四個星期一)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尖沙嘴平安福音堂舉行

第一次報讀者，必須先寄回已有教會負責人簽名的表
請報名者選擇以下項目並在方格 3 上選項

格，本學院將盡快回覆是否接納你的申請

(所有課程費用乃自由奉獻)

報讀肢體的教會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作按金並附上支票$200(抬頭整全訓練神學院，
事奉崗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並請於支票背面註明姓名和報讀科目)
附上的按金支票作奉獻

不需收據

附上現金按金並作奉獻

請寄上收據

負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郵寄整全報到以上地址

請發收據在課堂上取

請取消或不用郵寄整全報

學 員 須 知
證書
報名

1. 完成每一個學科的學員可以得到一個學分。唯同一

1. 請主內肢體填妥報名表格連同按金支票寄回學院辦

書卷(或題目)分開多過兩次之課程，最多可得兩個

公室，或把報名表及按金支票傳真給本學院

學分。

2. 須於開課前兩個工作天前報名，並附按金資料作實

例 : 啟(一) 啟(二) 啟(三)最多得兩學分

3. 沒有報名而上課者，當天的筆記將不能即時提供

2. 學員若在任何一科缺席兩次或以上，該科學分將不

4. 歡迎來電詢問報名情況，已報名者將不會個別通知

予計算。

5. 第一次報名者必須由其教會負責人簽名

3. 在知會講師及於合理理由下，每科祗能缺席一次，
否則學分將被註消。

按金

4. 延伸證書學分計算為累積滿 :

1. 學院不設退回按金支票，所有按金支票於課程完畢
後一個月內(保証)將予銷毀，不設退票
2. 以壹張報名表格計算，可同時報多個課程，只須附
上壹張二佰元按金支票(票後寫上姓名及報名科目)
3. 若學員以現金作為按金，則該按金將會視為奉獻

18 個學分將獲頒發

初級證書

30 個學分將獲頒發

中級證書

40 個學分將獲頒發

高級證書

60 個學分將獲頒發

深造證書

4. 若因學員不出席已報名之課程或缺席兩堂或以上，
上課時間

其按金將會被沒收，而學院不會另行通知

1. 所有課程上課時間為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半

5. 若按金直接傳入本院於恆生銀行開設之公開戶口

2. 若懸掛十號颱風訊號或市區巴士停駛則暫停上課

278-7-152400，必須將收據連同報名表一併交回，
然因學院不設退票故將視為奉獻不予退還

院址：香港九龍青山道 128 號威利商業大廈 7 字樓

6. 請學員儘量以郵寄報名，但必須附上按金支票，無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副堂）

按金之報名表，將視為不完整不被考慮
7. 以傳真報名，請將按金支票一併傳真 25431101 ，
然後於課程的第一堂將正本交予司事員

19

電話：27661189

電郵：ftcws2001@yahoo.com.hk

傳真：25431101

網頁：www.ftcws.org

信徒委身研經會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講員 林澤揚先生

定於二月二十日
晚上七時三十分，
假九龍青山道一二八號
威利商業大廈十二樓
「培敦基督教會」舉行。
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無須報名

信

徒

委

身

研

經

退

修

會

信徒獻身全時間事奉營
對象為清楚蒙召全時間事奉及在其中

申

請

表

格

願作尋求的肢體可報名參加，名額有
姓

名 :_____________(弟兄 / 姊妹)

限，請盡快報名，費用乃自由奉獻。
聚會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4 月 17 日(第三主日)

辦公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下午三時至晚上九時

住宅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中華基督教青年會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烏溪沙青年新村

職

沙田馬鞍山烏溪沙鞍駿街二號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題講座內容：委身之路的探索、信

中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徒委身與神學造就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探討工作坊等。

注意事項
a. 參加者請填妥申請表，寄回學院辦
公室，信封面註明【信徒獻身營】
b. 申請者將獲個別通知
c. 因名額有限，申請將以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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