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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靈信息
有羔羊「配」(一)

天下間無人「配」

經文：「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

卷、裏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我

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

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開、

能觀看那書卷的。」（啟5:1-3）

小時候，雖然信了主，卻從來沒有想過「敬

拜」主，及至有一天，母親逼我拜菩薩，我

說：我不拜；之後母親又逼我去替他買香

燭，我又對他說：我不事奉。其實我心中想

到，但以理三個朋友，他們對尼布甲尼撒王

說：「王阿！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

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3:

18）又想到主耶穌對魔鬼說：「撒但退去

罷，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他。』」（太4:10）

對了，基督徒只能拜創造天地萬物的神，至

死也不能拜偶像！可是，我突然回過來想一

想：「糟了！我甚麼時候拜過自己的神呢？

每一次參加主日崇拜，我根本從未拜過神！

我每次返教會聚會，若不是為想要與自己的

女朋友相會，就是想藉著參加詩班來表現自

己的歌聲何等洪亮，或參與事奉來表現自己

何等有才幹……，極其量，我想要聽聽道，

明白多一點真理而已，我的心很少向著神，

更談不上『敬拜』他！」

於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很留意要用心靈和

誠實來敬拜神。我會思想每一首聖詩的歌

詞，盡量以其中的信息作為自己的禱告和讚

美；我會思想每一個節目是否高舉神，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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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的榮耀，還是彰顯人的榮耀。因此，我很

討厭教會報告上週的奉獻，將奉獻者的名字

刊登了出來，我認為這是歸榮耀給人，不是

歸給神；我越來越發現詩班獻詩的時候，多

半都是在表演自己，榮耀歸給自己，尤其是

他們獻的詩，會眾看不到歌詞，不明他們在

唱甚麼，會眾不能在他們獻詩的時候，感到

有敬拜神的意味。

我漸漸發現，各教會的崇拜方式都不同，研

究起來，其中的節目，絕大部份都是人自己

發明出來的，並不是《聖經》明文定規的，

更不是主直接吩咐的，只有「擘餅記念主」才

是《聖經》多次，又用了很長的篇幅來記載，

也是主用很重的語氣直接吩咐我們，「每次

吃飯」都要如此行，為的是記念他。我又發

現，舊約聖徒要到聖殿去敬拜神，必須先來

到銅祭壇那裡，獻上牛羊為祭，其實所獻上

的祭牲，是「向前」預表基督被釘十字架；

新約的聖徒要敬拜神，也應該擘餅記念主，

因為這是「往後」記念基督被釘十字架，沒

有基督為「中保」，人就不能親近神，因為

主是「天梯」（創28:12,約 1:51），是通往

父那裡去的惟一「道路」（約14:6）。因此，

我認為最具敬拜意義的崇拜儀式，應該是擘

餅記念主聚會。（可惜，眾主流教會都忽略

這一點。）

雖然如此，我還是感到自己仍未真正「進入」

敬拜的經歷中，因為我與神相離很遠。直到

有一天，有人告訴我，「敬拜」原是

“worthship”，意思是「承認神『配』！」並

且將神應得的一切榮耀「歸還給他」，我才

猛然醒悟，要敬拜神，就要先認識神如何

「配」；又要對神有所「獻上」，其實是「歸

還給他」。

先是倪析聲弟兄的一首詩歌非常吸引我，詩

詞說：「哦我主耶我的心向著寶座，何等喜

樂來唱你的讚美；因著蒙福我敬拜我也述

說，承認你配惟有你真是配。（副歌）主你

真是配，主你真是配，讚美因為惟有你真是

配；因著蒙福我敬拜我也述說，你的榮耀因

為你真是配。」

當然這首歌所唱的，就是啟示錄第五章天上

的大敬拜；那個大敬拜應該是「最高和最美

的敬拜模範」，所有教會的崇拜，都應該仿

傚這個「天上大敬拜」的模式來敬拜神，才

能滿足神的心。因此，筆者響往這個大敬

拜，二十多年來，差不多每一個早晨靈修的

時候，都是先來到神面前，獻上這章經文所

說的「七讚」（啟5:12），作為我的敬拜。

我默想這「七讚」已經有二十多年之久。我

也花了許多年的工夫研究啟示錄。感謝神，

十年前我開始再用兩年多時間，天天細心研

讀啟示錄，結果神開我的眼睛，叫我「讀通」

了啟示錄的結構，我才真真正正明白啟示錄

的奧秘，我高興得大叫、大跳、大聲讚美

神，於是我寫作《啟示錄研經亮光》這本書

（1999 年十一月種籽出版社出版）。雖然如

此，我並沒有停止研究和默想「天上的大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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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我聆聽胡恩德先生分享《啟示錄》的

錄音帶，獲益良多，啟發頗深；我又在這方

面寫過不少文章，分享這方面的領受。到最

近，我再細心研讀啟示錄第五章，我又再一

次蒙恩，得到不少啟迪。為此，我打算在

《整全報》分七次書寫出來，今次寫的是第一

篇，盼望讀者留意以後接續下去的幾期，如

果能幫助讀者也「進入」這個天上大敬拜，

就是筆者最大的喜樂了。

神右手的書卷

約翰在異象中看見，「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

卷、裏外都寫著字、用七印封嚴了。」很明

顯，這封嚴了的書卷，代表全能的神所保管

的「高度秘密」，就是羔羊揭開七印之時所

顯示的，神預定萬事，直至最後新天新地的

「大計劃」。這「大計劃」既然用「七印封

嚴」，試問誰有資格從神右手中取過來，揭

開觀看呢？

很明顯，絕對不是用「武力」或「權能」可

以奪取，因為沒有任何一種能力大過全能神

的能力。除非神「喜悅」那人，樂意賜給他，

否則，沒有人有資格觀看這「大計劃」。正

如耶和華說：「我要……宣告我的名，我

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

憫誰。」（出33:19）保羅又說：「深哉！神

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

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

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

他、使他後來償還呢？」（羅11:33-35）因

為神本是「隨己意行作萬事的」，他喜歡照

著自己的旨意豫定一切，為要「叫他的榮

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

人，可以得著稱讚」（弗1:11-12），這有

何不可？

在這裡，我們應該明白「敬拜」第一個真理，

就是只有神才「配」受敬拜，啟示錄第四章

形容天上那二十四位長老敬拜神，說：「我

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

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

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4:

11）這裡說出只有神配受敬拜的兩個理由，

第一是「神創造了萬物」；第二是這位神「憑

自己的旨意創造了萬物」。這表示造物主的

旨意是至高的，他喜歡怎樣就怎樣。詩篇第

一百篇呼籲「普天下的人」都當來敬拜神，

第一個理由就是：「當曉得耶和華是神，

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詩100:

3）

再回來思想神右手中的書卷，一個人如果不

是先得神的喜悅，他連認識神也不能，怎談

得上能夠知道神預定萬事的奧秘？保羅說：

「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我

們所領受的……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

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林前

2:11-12）又說：「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

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林前

2:16）這裡指出，最能知道神奧秘事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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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靈」和「基督」。誰得神的喜悅，神就將

「聖靈」和「基督的心」賜給他，叫他能夠知

道「神心中的事」和「神開恩的事」。因為

聖靈就是「神的心」，基督就是「神所喜悅

的愛子」。聖靈也是神寶座前的「七燈」（啟

4:5），能光照來到神面前來的人，叫他們深

入認識坐寶座的全能者；基督就是「神的奧

秘」（西2:2），因為神一切奧秘都是由基督

成就的。

這樣，我們就該明白「敬拜」的第二個真理，

要深入認識神「配」受敬拜，「聖靈光照」不

能缺少；要深入認識神右手「書卷中的奧

秘」，「透過基督」更是必經的途徑。

人可以精讀系統神學，在理性上明白神一切

的屬性，若沒有「聖靈光照」，人決不能進

入「屬靈層面」認識神，當然也體會不到神

如何「配」受敬拜。如果一個人真的進入「屬

靈層面」認識神，他會有以賽亞先知懼怕神

的感受；也會有彼得的反應說：「主阿，離

開我，我是個罪人」；甚至會像但以理一

樣，昏睡倒在地上，毫無氣力……。這時，

他就真的能明白，神真是「配」受敬拜了。

人可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

奧祕、各樣的知識」（林前13:2），若不認

識基督，他仍然一無所知，因為以弗所書第

一章指出：「神……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在基督裏揀選

了我們」、「豫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

子的名分」、「他旨意的奧祕」是叫「天

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

一」、「我們……在基督裏（才）有盼

望」……，神一切的奧秘都必須透過基督才

能成就。我們若要討神的喜悅，從而得知神

右手中的奧秘，就必須認識基督、相信基

督、接受基督、與基督聯合……，這樣，我

們才能從心裡感受到只有神才「配」受敬拜。

大力天使的宣傳

在異象中，約翰看見那「大力的天使」大聲

宣傳說：「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

七印呢？」天使的意思表示兩方面：第一，

他承認自己的身份「不配」，全能者不會將

書卷交給他，連「天上、地上、地底下」也

沒有一個受造之物「配」，只有造物主自己

「配」；第二，他雖然「大力」，他的「大力」

也「不能」揭開書卷，無法成就神的預定計

劃，連「天上、地上、地底下」也沒有一個

受造之物「能」成就神的計劃，只有造物主

自己「能」。

「配」是指身份地位和品德，能否叫所有人都

佩服他的問題；「能」是指是否有能力成就

神所預定的計劃的問題。「天上」的天使，

「地上」的世人，「地底下」的魔鬼，都沒有

一個「配」，也沒有一個「能」。因此，普

天之下，除了神之外，任何受造之物都不配

接受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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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天使這樣宣傳，當然是要警告任何受造

之物，如果接受敬拜，都是犯了極嚴重的大

罪，除非他配拿書卷，能揭開七印，又配觀

看書卷的內容，洞悉神預定的大秘密。請

看，魔鬼就是因為不能知道神預定的大秘

密，才想盡辦法說服猶大賣主，又說服大祭

司和他的同工控告主，又說服眾百姓大聲喊

叫：「釘死他，釘死他，釋放巴拉巴！」又

說服彼拉多將他認為義人的耶穌交給猶太

人，帶去釘十字架……。眾人和魔鬼都以為

成功了，就譏誚耶穌說：「他救了別人，

他若是基督、神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

罷。」（路23:35）然而，他們聽到耶穌臨死

之前，大聲說：「成了！」他們還不知道，

不是他們成功，而是神的計劃成功！

基督耶穌釘十字架是這樣，歷史上發生的每

一件事都是這樣，甚至每一個屬神的人，如

果有一根頭髮掉下來，也是這樣，都有神的

計劃在其中。因為「神能叫萬事都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羅8:28）。這

樣，我們看見，凡事都有神的准許才會發

生，因為神預定一切；魔鬼卻不能隨意行

事，因為神攔阻他，直等到神的計劃都成全

了，神的攔阻才被除去，魔鬼才可以任意而

行（帖後2:66-7,啟 13:5）

所以我們不能敬拜天使、不能敬拜任何世

人、不能敬拜祖先、不能敬拜任何偶像、不

能敬拜任何神明污鬼、不能敬拜馬利亞或任

何聖人、不能敬拜任何聖物，就是代表基督

和神的聖物也不可以敬拜……，只能敬拜

「坐寶座的和羔羊」兩位。啟示錄記載了天上

有「七次大敬拜」，全部都是敬拜「坐寶座

的神」，或「坐寶座的和羔羊」兩位（參

啟4:10,5:13,7:10,11:15-16,15:3-4,19:4-

10,22:8-9），此外，不得敬拜任何受造之

物，因為他們不能，又不配。

但「坐寶座的全能者」既然右手拿著書卷，

他當然「能」，又「配」；不但如此，「羔

羊」既然從神的右手中拿了書卷，又能揭開

七印，成就神的大計劃，他當然也「能」，

也「配」。

揭開七印的意義

因此，「揭開七印」得以「觀看」書卷內最

高秘密的內容，代表著這位「揭開書卷者」的

身份和能力，與「坐寶座的全能者」同等，

他才「能」、才「配」。所以「羔羊」就是

神的兒子耶穌基督，因為只有耶穌與神同等

（腓2:6,約10:30）、同能、同權、同尊、同

命、同榮……（約5:19-26,17:5）

「羔羊」與「全能者」之所以完全相同，由「羔

羊」揭開七印，就可以看到了。因為「揭開

七印」，等於可以觀看到書卷的全部秘密，

也就等於「全能者能知道甚麼，羔羊全部都

知道了」。所以保羅說：「神的奧祕，就是

基督，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

裏面藏著。」（西2:2-3）又說：「因為神

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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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裏面。」（西2:9）這樣，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就是無所不知的了。只有「無所不知」

的神，才「配」受敬拜。

「羔羊」既然「無所不知」，他揭開「前四印」

的時候，就能控制所啟示的「四匹馬」，叫

這「四匹馬」所代表的末世大混亂和災難，

能夠成就神預定的大計劃，不致失敗。第一

匹是「白馬」，代表「假基督的大迷惑」，

因為騎白馬的，有弓無箭，代表冒認再臨的

基督，卻沒有實在的能力；第二匹是「紅

馬」，代表有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民要攻打

民，國要攻打國，但是這些爭戰仍然不能越

過神的旨意，反而成就神的計劃；第三匹是

「黑馬」，代表饑荒，糧食變得非常稀有和貴

價，這一點還是在神的預旨中，成就神的計

劃；第四匹是「灰馬」，代表各種災難同時

發生所帶來的大量人口死亡，還是在主耶穌

的能力控制之內。以上四匹馬，正是主耶穌

在馬太福音二十四章所說的頭四個預兆（參

太24:4-8），就是主所說「災難的起頭」。

然而，這些災難重必要覆不斷發生，造成地

上的人越來越大的痛苦，正如主所形容「生

產之難」中的「陣痛」一樣（太24:8的小字）。

但這一切都在主的能力控制之下，成就神預

定的計劃。

至於「第五印」和「第六印」，經文的表達

方式，完全與前四印不同，因為不是由四活

物所指引的「四匹馬」，而是由使徒約翰親

眼看見，描述得更詳細的「異象」。經詳細

研究，這兩個印其實是寫在書卷外面的「目

錄」，它們標誌著書卷的內容，就是書卷展

開之後的「七號」和「七碗」。

當「七號」快要吹完之時，地上的情況就像

「第五印」所形容的，有許多歷史上的聖徒靈

魂求神快快給他們伸冤，神卻安慰他們還要

等候「片時」，等候被殺的弟兄滿足數目。

這是說，「前三年半」快要完之時，在最後

「片時」之內，還有大量的聖徒被殺，之後

「數目就滿足了」，暗示教會就在這個時候

「復活被提」。經文的意思是，雖然有大量聖

徒被殺，但全部都是在主耶穌的控制之下，

照著神預定的計劃成就，所以這不是失敗，

反而是「勝過獸和獸像」，因為他們至死忠

心。為此，「羔羊」才顯為「配受敬拜」。

當「七碗」快要倒完在地上之時，地上的情

況就像「第六印」所形容的，「地大震動，

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天上的星

辰墜落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落

下未熟的果子一樣。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

捲起來；山嶺海島都被挪移離開本位。地上

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切

為奴的、自主的、都藏在山洞、和巖石穴

裏，向山和巖石說：『倒在我們身上罷，

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忿怒，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

了，誰能站得住呢？』」（啟6:12-17）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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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這段經文所形容的，就會發現，一切的

大災難都來到尾聲，主耶穌快要駕雲降臨，

所以地上每一類人懼怕得躲在山洞和巖石穴

裡，因為「羔羊」和「坐寶座的全能者」向

他們顯現和發烈怒了。這是說，神藉一切大

災難來報應地上的「假基督」、「假先知」、

「大淫婦」、和一切惡人，都準準的照著書卷

所預定的計劃，全部成就了，沒有一件事例

外不能成就，顯出「羔羊」控制著一切，使

一切末世大災難都成就神的旨意。因此，

「羔羊」才「配」受敬拜。

這樣，我們看見，由羔羊「被殺」開始，至

羔羊「揭開七印」，成就神永遠的預定大計

劃，羔羊都顯示出，普天之下，只有他才有

這「大能力」成就神的救贖，只有他才有這

樣的大愛，用自己的血來買贖我們，叫一切

蒙恩的人都承認他「配」受敬拜。

吳主光

考古信息

一個美國人傳說他

發現約櫃

（註：本文出處不詳，由一位弟兄電郵寄給吳

主光，部份文字經吳主光修飾，資料可信性

由讀者自行鑑定。）

1978年，一位美國人Ron Wyatt到以色列聖

地去旅遊。某日，他決定到一處地方觀光，

該處靠近耶路撒冷的「大馬士革門」，他沿

著一個古代的採石場走，有人稱那裡就是

「加略山」的懸崖。當他與一位當地的管理員

談論古羅馬遺物的時候，不知道為甚麼，

Ron 突然無意中用手指向一處用作「廢物堆

填」的地方說：「這就是耶利米先知的岩穴，

約櫃就在裡面！」

雖然說話出自他的口，指著那地方也是他的

手，他卻不是有意識地說和指，和他談話的

那人都感覺奇怪，於是就回應他說：「那太

好了！我們批准你挖掘，甚至可以為你供應

膳食！找個地方住下來罷！」Ron知道這件事

是超自然的，當然他也知道不是任何超自然

的事都是出於神。

Ron 回到美國之後，開始在家裡研究約櫃是

否有可能真的在那裡。他發現歷代志下35章

3 節是有關約櫃的最後資料，第 19 節卻指

出，當時是公元前621 年，剛好是尼布甲尼

撒王摧毀耶路撒冷和聖殿之前35年。當時約

櫃放在聖殿裡，巴比倫軍隊來圍攻耶路撒冷

的時候，他們築了一個圍牆，將城環繞封

閉，不讓任何人或物件出入該城。

因此，約櫃極可能留在巴比倫所築圍牆之

內，沒有被尼布甲尼撒王帶回巴比倫，我們

可以假定它被當時的祭司埋藏在圍牆內的一

個地下室，很可能就是Ron 用手指所指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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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於是 R o n 和他的兩個兒子，回到以色

列，在該處挖掘了好幾次，他們發現大量資

料。繼續往下挖掘的時候，(又在一處「懸崖

低部」，很多人稱為「各各他」(Golgotha)的

地方，1800年代，戈登將

軍驗證過該處和聖經描述

的「各各他」吻合)就是耶

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地

方，聖經形容那裡附近的

園子，有一個由磐石鑿成

的墳墓，是一個財主捐出來埋葬耶穌的（太

27:57-60）。 Ron 發現那裡鄰近就只有這個

墳墓，但經已被人擴闊過，顯示所葬的人，

不是原來準備要葬的人。

他們第一個發現是懸崖面有一個凹入的隱

窩，鑿成三個書架的形狀，Ron 的想法是那

些隱窩可能是古時羅馬兵用來承托三個被釘

十字架囚犯的「罪狀牌子」的地方，這些牌

子相當重，不像一些耶穌畫像所畫的，只不

過是一塊羊皮而已。聖經也說，在耶穌的

「頭以上」安一個牌子（太27:37,可 15:26,

路23:38），這就與Ron所發現的相符了。可

惜，英文聖經將約翰福音19:19 節譯為：彼

拉多用牌子寫了一個名號，「put it on the

cross」。其實希臘文“EPI”這字，可以譯

為「on」，或「above」，三本英文對觀福音

書都將“EPI”「above his head」，意思是

放在離開耶穌頭頂以上「某個地方」，而不

是放在十字上。約翰福音卻將“EPI”譯為

「on the cross」，意思變成是放在十字架

最高的部位。其實譯為「above the cross」

就不同了，意思就與三本對觀福音相符，都

是指十字架以上某個地方。

進一步發掘， Ron 又發現

一塊「祭壇石」，從崖面凸

出來，像一個架子一樣，

Ron 覺得這個架子也許是

一個基督祭壇的遺跡，顯

示早期的基督徒已經知

道，此處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地方」。

之後，Ron 又發現一座第一世紀建築物的根

基，相信是一座教堂的根基，顯出這地方被

第一世紀的基督徒看為非常重要。

最後Ron 發現更可靠的証據，使他確信這個

地方就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他找到四

個由岩石鑿出來，插放十字架腳部的洞，其

中一個，它的位置是地台上較其他三個高一

點，和後一點的地方，前面三個洞排在同一

條直線上，後面那一個洞，相信是主要罪犯

的十字架插入的地方。聖經告訴我們，與耶

穌同釘的，有兩個賊，一個在左，一個在

右。如此說來，四個十字架的洞，只用了三

個而已，還有一個洞，是怎樣用的呢？

於是Ron 用能夠穿透地層的雷達探測器，探

得旁邊有一塊巨大的圓石，直徑有十三呎，

厚有兩呎，他試圖將這塊大圓石掘出來，但

它埋藏得很深，約有二十呎那麼深。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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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很有可能是一塊巨大的墓石，但它的大

小，和附近的墓穴相同嗎？Ron 走回園子那

邊去看墓穴，一經量度之後，發現墓穴的闊

度果然與十三呎直徑和兩呎厚度的墓石恰好

相符！聖經說形容「約瑟取了身體、用乾淨

細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墳墓

裏、就是他鑿在磐石裏的，他又把

大石頭輥到墓門口、就去了。」

（太27:59-60）

於是Ron將注意力集中在後面那個

位置較高的十字架洞，如果此處就

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這個十

字架洞無疑就是耶穌的十字架洞

了。Ron發現有一塊鑿成四方型的

石，置放在這十字架洞內，作用如

同「栓塞」，「栓塞石」的兩旁有

為「手指」而鑿出來的把手，讓人

可以用手指將「栓塞石」抽出來。

當Ron將那「栓塞石」抽了出來之

後，發現低部有一條「大裂縫」，由十字架

洞那裡伸展出去。Ron 認為這是地震造成的

裂縫，他又想起，馬太福音27:51 節記載：

「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裂為兩半，地也

震動，磐石也崩裂。」看來，這裂縫很可能

就是耶穌死時，地震所造成的裂縫！

某日，正當Ron 挖掘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心

灰意冷，覺得好像神不再使用他一樣。他

想，可能自己做錯了甚麼事，以致神決定不

再使用他吧！可是，當他坐在那裡凝視周圍

環境的時候，他忽然聽見有一個人對他說：

「Ron Wyatt，神仍然祝福你現在的工作的。」

Ron 感到非常震驚，這裡有誰認識他的名字

呢？他下意識地轉過身來，回答這人說：

「多謝你，請問你是從附近來的嗎？」那位陌

生人只簡單地回答說：「不是。」

Ron想繼續和他交談，於是再問他

說：「你也是來這裡旅遊的？」陌

生人回答說：「不是。」但這次他

繼續說：「我是從南非來的，我經

過這裡要去新耶路撒冷。」Ron甚

為震驚，「新耶路撒冷」豈不是聖

經所指的天國之城嗎？這人離去

之後，Ron問園中其他人有沒有看

見剛才與他說話的這個人，奇怪

的是，他們人人都說「沒有」。但

那裡只有一條路可以進來，也只

有這一條路可以出去，到底那人

是從那裡出去，以致人人都看不

見他呢？無論如何，Ron 得到極大的鼓勵，

因為感到神在此刻仍然賜福給他的工作。

Ron 在懸崖繼續向下挖掘，地穴變得越來越

危險，Ron 必須以不同的角度來往下掘。最

後，他發現地下還有一系列洞穴。Ron 有一

位矮小的阿拉伯人和他同工，這人矮小的身

裁使他可以輕易地爬過狹窄的缺口，進入這

些洞穴裡頭，Ron 卻是不能。這些洞穴裡頭

非常潮濕，灰塵也很多，洞內也缺少氧氣。

有時Ron 要縮著身子才能通過一個小洞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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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吩咐那個矮小的阿拉伯人，爬進

其中一個很細小的洞穴裡，裡頭有一個大型

的地下室，那人進了裡面之後，非常驚恐

地，趕快爬出來，並且高聲喊叫說：「究竟

甚麼東西在裡面？究竟甚麼東西在裡面？」

然後慌忙逃去，表示永遠也不再回來。

當然那人這樣喊叫，大大增加 R o n 的好奇

心。最後 R o n 終於成功將這洞穴的入口擴

闊，然後他親自爬進去這個地下室，看個究

竟。他進去之後，發現地下室裡頭堆積著幾

乎高至天花頂的石塊。Ron 將這些石塊一塊

一塊地搬至地下室的兩旁，目的是要看清

楚，石塊後面有甚麼東西。他發現，石塊後

面有一些腐朽的木板，當他將木板移到一旁

之後，又發現一些獸皮，揭開獸皮，他嚇然

發現下面有些光澤，他把這些東西移開之

後，原來那個光澤的東西，是一個聖殿裡的

「陳設餅桌子」。移開更多木皮和石塊之後，

他又發現一個石箱框，石箱框的蓋已裂破

了，而且被人移至一旁。 R o n 用電筒往下

照，透過石蓋裂縫可以看見一個用精金打成

的箱子！他知道，他所看見的就是「約櫃」。

由於情緒過於激動，和患上肺炎的緣故，

Ron終於在洞穴中昏倒過去，長達45分鐘之

久。

Ron找到這驚人的大發現，是在1982年 1月

6 日。他曾試圖用寶麗萊即影即有照相機，

將約櫃拍攝下來，但拍攝出來的照片，模糊

不清。他又回去，用結腸檢查鏡來拍攝，結

果照片還是模糊不清，如同菲林走了光一

樣。在那個洞穴裡，Ron還找到「七燈臺」、

一把「巨劍」（沒有刻字，可能是歌利亞的

劍）、一件以弗得（猶太教大祭司的法衣）、

曠野的聖幕、和香壇等物。

這個發現之後，Ron 偶然還會回去看看這個

洞穴。不過，現在一切都已經徹底整理過

了。當然人人都想去看看，Ron 卻表示，他

曾被警告，現時尚未是時機，讓世人可以看

見他的發現（雖然他強調他並沒有聽見甚麼

聲音，他也不是一位先知）。

Ron 指出，但時間將到，全世界各地將會通

過一條宗教法律，強迫人們去破壞神的律

法，違者將受處分，不得作買賣（啟 3 :

17）。一旦這條律法被通過，神便容許一卷

有關法板（十誡）和約櫃的清晰錄影帶公開

播放。

Ron 又指出，他在約櫃以上洞頂的裂縫裡，

注意到有一些黑色的物質，這樣的黑色物質

亦發現於已經移至一旁，有裂痕的石箱框蓋

上。Ron 懷疑這是甚麼物質，會不會是甚麼

神聖之物，以致神讓它落在約櫃的施恩座

上？他突然想起十字架洞腳的地震裂縫。於

是他唯恭唯敬地，追蹤那地震裂縫，證實在

就是十字架洞上的同一條裂縫。裂縫裡的黑

色物質，經化驗之後，証實是「血」，這顯

然是耶穌基督的「血」。聖經說，耶穌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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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窗

報導世界各地異端及潮流動向新消息

以下資料來自 Friday Church News Notes,
(David W. Cloud, Fundamental Baptist
Information Service, P.O. Box 610368, Port
Huron, MI 48061, fbns@wayoflife.org, 866-

295-4143)

 2004 年 10月 25 日，一份「中國教會領

袖與同工愛心勸告公開信」電郵致：「全球

基督教會」。該公開信由袁相忱、梁惠珍、

謝模善、陳愛蘭、林獻羔、葉少嫻、郭恩

泉、袁平湖、袁福樂、翁斌、莊小華、郭淑

芬、陳觀誠、陳霓文等人簽署。他們嚴正地

見證說：「作為中國（華人）教會的一員，

及基督的肢體，繼承王明道先生的教導與精

神，我們覺得有責任向所有非華人教會及信

徒發出愛心的警告：『中國教會在苦難血淚

中成長，經過貧乏與迫害仍堅立不移。中國

開放後，從海外來的人力、財力援助是有其

幫助之處，但這些豐富的物資金錢也令一些

傳道者陷入網羅裏。根據可查實的客觀資料

與證據，我們可以謹慎的以愛心說誠實話：

現在西方活躍，由河南重生派徐永澤支援的

天上人劉振營，是個作假見證、欺騙西方教

有大地震，磐石也崩裂（太27:51），有一個

羅馬兵丁，為要確保耶穌確實死了，就拿槍

扎耶穌的肋旁，隨即有血和水流出來（約19:

34）。 Ron 發現耶穌的血和水流下來，經過

地震裂縫，滴在地下室裡約櫃的施恩座上。

人類正常細胞有46個染色體，分為23對，每

對染色體之中，有一個來自母親，另一來則

自父親。因此共23個染色體來自母親，23個

染色體來自父親。這23對染色體之中，22對

稱為「常染色體」，1對稱為「決定性別」的

染色體」。男性的一對「決定性別」染色體

是X 和 Y 。女性是XX ，所以女性只能提供X

染色體給她的後代；然而男性是XY，所以男

性可以提供X或Y染色體給他們的後代。如果

他提供的是 X ，生出來的孩子就是女的；如

果他提供的是Y ，生出來的孩子就是男的。

可是說來奇怪，在這裂縫裡所找到的血樣

本，經化驗之後，只有24個染色體而不是46

個，其中22個是「常染色體」，一個是X染

色體，另一個是Y染色體，証明這「血樣本」

是屬於一個只有母親而沒有生身父親的人，

因為他缺少了正常父系的染色體。

但以理書9:24說：「並膏至聖者」，其中「至

聖者」一詞，在希伯來文是“qodesh haq-

qodeshim”，舊約聖經多次用來形容「至聖

所」，或「至聖所」之物，即是「約櫃」。

這是說，「並膏至聖者」可能是指基督被釘

十字架的時候，用自己的「血」來膏「約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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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人。他妄稱神的名，明知真道、故意犯

罪，是中國教會的害群之馬。我們重視主內

合一，也贊成中國人向全世界宣教，包括傳

回耶路撒冷，但不因此就忽略十字架屬靈生

命的本質。我們反對天上人說謊誇大，藉受

苦與合一、宣教的名義來圖名利地位的行

徑。我們不能苟同天上人。他沒任何資格代

表中國教會說話。我們忠誠奉勸海內外所有

教會、機構與信徒，謹慎明辨，勿受宣傳誤

導。我們也勸告所有支援天上人的團體與個

人，拿出勇氣，從錯誤中回轉。奉勸天上

人，徹底停止屬靈欺騙、公開道歉，否則落

在永生神手裏是可怕的。我們呼籲信徒同工

們，為了成千上萬個因誤導欺騙而受傷害

者，能得醫治代禱，求神讓他們能從此功課

上學得警戒，走出失望、保守他們的熱心和

愛心，能加上明辨與智慧，真成為中國的祝

福與警醒的守望代禱者。』

 根據“Catholic News, Australia, March

22, 2005”報導：「天主教支持回教反對福

音派基督徒。澳洲墨爾砵的Denis Hart大主

教，專門辦理「大合一與信仰對話」部門的

代表，公開解釋為甚麼他們支持回教徒在維

多利亞法院民事法庭內，控告“Catch the

Fire Ministries”(點靈火事工）誹謗他們。

大主教區的「大合一與信仰對話部門」

（Ecumenical and Interfaith Relations）

發出一份聲明謂：大主教的代表Peter Kenny

神父想要尋求途徑，為「回教協會」出面干

涉此案，此外，還有「聯合教會」（T h e

Uniting Church）、聖公會的Gary Bouma博

士（一位牧師），和雪梨市的Pat Mcinerney

神父，也想以「專家」的身份，出庭為回教

作見證，支持他們打這一場官司。大主教的

代表解釋為甚麼這一次有這麼多信仰基督的

「基督徒」起來支持回教組織，針對同是信仰

基督的「其他基督徒組織」，他認為，「點

靈火事工」組織確實犯了誹訪維多利亞回教

徒的罪，有一些神學院的證書、一些新聞信

件、和一些電腦網頁文章為證。大主教的代

表又說：「我們是根據天主教在世界各地的

一貫政策，要表示敬重、維護、確認、和鼓

勵，在回教徒中所發現，屬靈和道德上的、

並他們社交生活和文化上的真理，不容許任

何人加以誹謗。」這份「干涉」發出之後一

週，大主教的委辦又發出一份「正面聲名」，

解釋為甚麼有一些人會違反「誹謗法律」、

為甚麼「各種宗教之間保持對話，才是最適

當的溝通途徑」、為甚麼基督徒不應該觸犯

「誹謗法律」、和為甚麼天主教教會這一次要

進行干涉等。著名的神僕Davud Hunt 則指

出，這項新聞正表示「如今確實是末時了」，

因為許多證據都顯示，天主教與回教之間的

聯繫，日益增加，他們多次聯合起來對抗反

對他們的基督教。

 最近好幾位基督教、猶太教、和回教的

領袖，極其稀有地聚集在耶路撒冷，一同商

議怎樣進行合一。他們舉行一連十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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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著大主題：“WorldPride 2005”（2005世

界驕傲年）進行研討。這次研討會是由世界

各地同性戀者聯合安排的。（註：同性戀者

在各地舉行的遊行，稱為“GayPride Day”

即〔同性戀驕傲日〕，現在他們進一步舉行

「世界驕傲年」，實在到達狂妄非常的地

步。）他們想要在今年八月，在耶路撒冷舉

行一次世界性的「同性戀、雙性戀、變性戀

大會」。目前，耶路撒冷一群保守信仰的拉

比、一批基督教的牧師等人，正召開大會，

商討對策，因為他們恐懼這些同性戀分子會

把「聖城」變為「污穢之城」，叫一般人誤

以為同性戀是可以接納的。其中一位Shlomo

Amar 拉比說：「他們在這裡製造難以忍受

的、可怕的痛苦，大大傷害所有宗教，我們

務必反對到底。」因此，這些人正尋求篤信

聖經的基督徒的幫助，舉行一次「耶路撒冷

祈禱大會」。他們認為，這是最重要不過

的，人人都應該表示支持才對。他們向全世

界各地發出無數電郵，呼籲任何人簽名支持

他們。最近一次的統計顯示，以色列全國有

大約百分之七十的人口，不論有沒有信仰、

不論是猶太教徒、基督徒、回教徒，都起來

反對「2005世界同性戀驕傲年」在耶路撒冷

舉行。尤其是東正教的猶太人，他們是一百

分之一百反對同性戀的，全無信仰的猶太人

起來反對的也很多。這一些的反對聯盟，有

「猶太人道德部」的領導人，Ydehuda Levin

拉比起來做代表。根據Levin 拉比，「這一

次同性戀者想要在這裡舉行大遊行，企圖改

變這世界上最神聖之城，是由以色列政府批

准的，以色列政府應負全部責任，尤其是差

不多全國上上下下都反對這運動。」目前這

「耶路撒冷祈禱團」已經向市長發出一封有三

萬人簽署的反對公函，發起人Mike D.Evans

打算禁食七天，盼望這三萬人，每人最少邀

請另外三十五人簽署這封反對信，意思是要

招募一百萬人起來簽署表示反對，務求造成

極其龐大的反對聲音。

神學院院訊
文章分享

屬靈的需要會隨著時代改變嗎?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

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詩篇16:2)

以別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

增。(詩篇16:4)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

是一樣的。(希伯來書13:8)

我們絕對不要相信以下這種似是而非的主

張：「在不同的時代有不同的屬靈需要。」或

說：「時代不同了，所以屬靈的原則自然也

需要加以修改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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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種主張明顯是錯誤的，而且錯得相當

嚴重。如果按照這種主張發展下去，一定出

現像以下那些可怕又可憐的情形，例如（只

是略為舉例而已）：

1) 人會認為聖經不再是生活及事奉的絕對標

準，只是作為參考而已，所以不用認識得

太多，也不用講得太多，反正現代人(包

括現代的基督徒)都不會太歡迎，也沒有

興趣；所以在聚會中，講道的時間越來越

短，其他的節目則越來越多。因為時代不

同了，教會必須與時並進才好。

2) 為著迎合時代的需要，神學生在神學院讀

了許許多多的科目，到了畢業的時候，真

正是懷著十八般的武藝；只是聖經讀得太

少，沒有下過甚麼功夫，所以也沒有甚麼

心得；故此，就視講道為畏途，為重擔。

自然就多多談論時事、政治、文學、健康

甚或影藝等等。於是，有的還要加給他，

沒有的連他所有的也要被奪去的情形就到

處出現了。

3) 只要有學識、口才、才幹或財富就可以在

教會事奉或擔任要職，不用太在意其屬靈

生命的狀況，只要能把事情辦得有聲有色

就是了，所以對前者的要求越來越高，對

後者的要求則越來越低。

4) 傳道人再不會那麼逆來順受、也不會只問

付出不問報酬、抱著受苦的心志來事奉；

反而十分認同這時代的特色，一點也沒有

慚愧地去爭取自己的薪酬待遇、福利、假

期及升遷等等的眼前利益。於是，轉眼之

間，便把自己變成了一個僱工。又可能性

格沒有磨練，三尖八角，難以與人相處，

只好不斷轉換工場。

5 )人會認為單單用信心倚靠主是落伍及愚

蠢，習慣用自己的力量操控一切(包括募

捐籌款等)則是先進及聰明。於是，事奉

主的方式，演變成只有不斷策劃，不斷開

會議，一切都靠人的協商而已；再不願花

時間去等候主，仔細的禱告尋求主了。

不錯，在不同的時代，環境可能不同，外面

的需要也可能有別；但事實上，不論在任何

時代，屬靈的需要仍然是一樣的。因為神仍

然是一樣的，「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

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同樣，人仍然是一樣

的，（數千年來，人的本質、處境與需要絲

毫沒有改變）人仍然是可憐的罪人、人仍然

急切需要神、人仍然需要與神有正常的關

係、人仍然需要以祂為中心、並且，人仍然

需要使用祂所喜悅及所定規的屬靈原則去解

決屬靈的需要和處理屬靈的事。所以，毫無

疑問的，人仍然那麼地需要神的話；人仍然

需要全然的信靠祂，在每一天信靠祂，在每

一件事上信靠祂；人仍然需要熱切地追求得

著更豐盛的屬靈生命，因為這是神向我們所

定的旨意，是時間不能改變，也是人不能廢

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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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學年將盡的時候，筆者深深地自勉，也

要與各位老師、各位同學及各位主內肢體共

勉，永不要忘記這世代屬靈的需要仍然是：

神的話、生命的追求和信心的持守。但是，

非常可憐啊！在這些方面，現今舉目所見

的，盡是一片荒涼，不斷的倒退。這世代實

在欠缺能講解聖經，注重屬靈生命並且持守

信心原則的傳道人。我們不能不想起，正如

耶利米書8:9 所說：「智慧人慚愧，驚惶，

被擒拿；他們棄掉耶和華的話，心裏還有甚

麼智慧呢？」又正如耶利米書 2:13 所說：

「因為我的百姓做了兩件惡事，就是離棄我這

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裂不能

存水的池子。」又正如希伯來書11:6所說：

「人非有信，就不能得神的喜悅；因為到神面

前來的人，必須信神是，且信祂賞賜那尋求

祂的人。」並且在羅馬書14:23 也這麼說：

「凡不出於信心的都是罪。」

一處教會若不是同時重視這幾樣，教會的事

奉就不再是事奉，只是人在那裡活動，一切

的工作就不再有意義；一所神學院若不是同

時重視這幾樣，神學院就不值得存在，老師

及同學也不值得留在那裏，一切所作的就沒

有絲毫的價值。時候真是減少了，惟願主再

一次把我們更新，叫我們不偏不倚地奔跑在

這條蒙福的路上。

林澤揚

學院消息

1.「第四屆畢業典禮」暨「信徒委身研經會」

定於六月十二日「星期日」晚上七時三十

分，假九龍鑽石山蒲崗村道學校村「國際

基督教優質音樂中學暨小學」內「以勒音

樂廳」舉行，本屆共有六位同學畢業。歡

迎各教會的牧者同工及弟兄姊妹出席，同

證主恩。同時，本屆的延伸制課程證書亦

將安排於是日頒發。「凡學員在四年內累

積滿十八個學分起，便可獲頒發證書。」

2. 感謝神，為學院預備了新的院址，地點在

官塘雲漢街42 號晨星樓二樓，共四個單

位，實用面積約2088 呎。從官塘瑞和街

街市往上走，經過樓梯或斜路便到學院，

附近大部份是住宅，前面是一所學校，可

算是靜中帶旺的理想地點。新院址將設有

學院的辦公室、禮堂、課室及宿舍；每單

位還有大露台，可給同學提供更多的活動

空間。購買新院址的有關手續預計在五月

底便可辦妥，之後將要積極進行裝修工

程。一切的需用仍然仰望主及時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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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將要畢業的同學代禱，求主親自引領他

們的道路，讓他們經歷主的扶持及同在。

又為還未確定事奉工場的同學禱告，求主

顯明祂的引導。

2. 為畢業禮代禱，求主在聚會中顯明祂的同

在，叫主得到榮耀；又叫參加者都得到激

勵。

3. 求主預備又帶領合適的人到學院受造就。

4. 求主在搬遷院址的事上一直引領，讓我們

行在祂的喜悅中，並且加添我們的信心和

所需要的力量，又預備一切所需用的。

3. 學院現正接受新生入學申請，凡清楚蒙召

傳道者，可在本院網頁下載報名表，或致

電學院27661189 索取。申請者必須填妥

報名表連同個人得救見證、蒙召見證、教

會推薦信及兩張近照，郵寄到本院，並在

信封上註明【申請入讀全日制神學課程】

字樣，本院將盡快與申請人聯絡。

4. 因本院搬遷在即，並在這期間需要盤點及

裝箱，所以於6 月 13 日後將要暫停翻錄

延伸課程錄音帶的安排，敬請各位學員留

意。

5. 吳主光弟兄將於九月開辦的延伸課程，是

有關「全本聖經的未世論及各派的總

評」，總共八課在尖沙咀平安福音堂舉

行，有關詳情請留意整全報或本院網頁。

整
全
訓
練
神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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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簡報

收入

奉獻類別 March, 05 April, 05

個人奉獻 $121,800.00(107項)$302,510(95項)

神學生奉獻 $28,200.00(13項) $36,000.00(16項)

校友奉獻 $4,000.00(4項) $10,000.00(6項)

各教會奉獻 $18,300.00(4項) $115,300.00(4項)

總收入 $172,300.00 $463,810.00

支出

支出事項 March,05 April,05

神學生宿舍支出 $14,489.60 $13,718.80

車敬及薪津(連強積金)$68,800.00 $56,600.00

課程支出 $460.45 $509.00

對外奉獻 $15,000.00 $15,000.00

膳費 $14,420.00 $13,325.70

郵費 $4,464.20 $9,600.90

宣傳及印刷 / $7,600.00

獻身營 $2,768.00 $116.00

購置院舍 $50,000.00 $335,000.00

維修保養 / $770.00

畢業禮用款 $2,800.00 /

其他 $3,061.70 $2,472.85

總支出 $176,263.95 $454,713.25

總入減總支出 -$3,963.95(負) $9,096.75

以上數據乃初步計算，暫未經核數師核數

晚間延伸課程

延伸課程之學費和講義費，乃仰望父神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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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有課程必須於開課前兩個工作天報名，

並附上按金才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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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所有課程時間為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半

(1)但以理書 講員劉智明先生

但以理書是一卷深奧的書，奇怪的是它也

是解開難明的事情的書，本身這麼難明，

怎麼解開「難明」？它是一本預言中的時

間表,藉著它我們可以知道將來必成的事

的時間表，它也給我們清楚看見神在末後

的日子所要成就的心意；不過，預言部份

祗是但以理書的一半，它的歷史部份其實

同樣重要，因為但以理及三個朋友的榜

樣，讓我們看到今天屬主的人應當有甚麼

立場！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有立場」

往往被人解讀為「很難相處」，不過這確

是神對屬祂的兒女的要求，在「火 與獅

穴」中，有妥協的可能嗎？在這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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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來往奔跑」，你要知道神的心意

嗎？這正是但以理書給我們的重要信息！

但以理書(一)

日期：6月9,16,30,及 7月 7日

(四個星期四)

注意：6月23日不上課

但以理書(二)

日期：7月28及 8月 4,11,16 日

(三個星期四/一個星期二)

地點：長沙灣平安福音堂舉行( 青山道

128號威利商業大廈7字樓)

2. 以賽亞書      講員馬有藻牧師

以賽亞書是聖經群山峻嶺中的珠穆朗瑪

峰，氣勢磅礡。它又是“先知叢林”中的

咆哮雄獅，喚醒人心返回“母獅”猶大獅

子、神的彌賽亞。它的神學廣博湛深，文

學詞藻瑰麗，信息儼如福音書，堪稱[舊

約的羅馬書]。在書中看見作者將神預言

的道表達得淋漓盡致，使人欣見神的心

意，那麼聖潔、清晰、明淨、可貴。

本科[以賽亞書巡禮]分前(審判)(1-35

章)、中(歷史)(36-39 章)、後(安慰)

(40-66章)三大部份，逐章逐組精讀，務

求信息前後貫通。此外本科設計製作全書

每章綱要及旁註詮釋，如看圖識字般，令

信息一目了然，相信必收多倍效益。歡迎

報讀，共同學習(請報讀者至少先速讀此

書一遍)。

歡迎各教會來電免費索取「整全報」。若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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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8月15,18,22,25,29及 9月 1日

（共星期一及四共六個晚上）

地點：長沙灣平安福音堂舉行( 青山道

128號威利商業大廈7字樓)

3. 箴言(二)      講員林澤揚先生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識至聖

者，便是聰明。」箴言9:10

這書是屬靈生活的指南，能引導神的兒女

們活出一個豐盛的人生。沒有從神來的智

慧是無法傳達出這樣的信息；也無法領會

及實行。所以，我們需要籍著禱告並默

想，好叫能得著一個智慧的心，在一起研

讀的時候有所領受。上一次未能讀完，這

一次我們將會再來看另一些專題及一些難

題。

已參加過箴言研讀(一)者請加緊背誦已派

發的有關經文內容

未參加過箴言研讀(一)者也歡迎加入(之

前的講義將獲補發)，但請把全書讀一至

二遍，同時請多多思想及背誦。

日期：10月 4,11,18,25日

（四個星期二）

地點：信望愛福音堂(九龍深水埔青山道

64號名人商業中心12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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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員 須 知

報名

1.請主內肢體填妥報名表格連同按金支票寄回學院辦

公室，或把報名表及按金支票傳真給本學院

2.須於開課前兩個工作天前報名，並附按金資料作實

3.沒有報名而上課者，當天的筆記將不能即時提供

4.歡迎來電詢問報名情況，已報名者將不會個別通知

5.第一次報名者必須由其教會負責人簽名

按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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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若因學員不出席已報名之課程或缺席兩堂或以上，

其按金將會被沒收，而學院不會另行通知

5.若按金直接傳入本院於恆生銀行開設之公開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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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請學員儘量以郵寄報名，但必須附上按金支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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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書

1.完成每一個學科的學員可以得到一個學分。唯同一

書卷(或題目)分開多過兩次之課程，最多可得兩個

學分。

例：啟(一) 啟(二) 啟(三)最多得兩學分

2.學員若在任何一科缺席兩次或以上，該科學分將不

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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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延伸證書學分計算為累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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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

1.所有課程上課時間為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半

2.若懸掛十號颱風訊號或市區巴士停駛則暫停上課

院址：香港九龍青山道128號威利商業大廈7字樓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副堂）

電話：27661189 電郵：ftcws2001@yahoo.com.hk

傳真：25431101 網頁：www.ftcws.org

曾報讀之舊生如無更改資料者，只需要填寫有*的位
置便可 (如有更改資料請注明)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弟兄/姊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我是新生沒有學號 / 我是舊生學號
*
NF____________

辦公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宅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聚會教會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次報讀者，必須先寄回已有教會負責人簽名的表

格，本學院將盡快回覆是否接納你的申請

報讀肢體的教會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奉崗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郵寄整全報到以上地址

請取消或不用郵寄整全報

整 全 訓 練 神 學 院
晚間延伸課程報名表 FTSA0033

請在下列方格 所選科目

但以理書(一) 講員劉智明先生

6月 9,16,30日,7月 7日(四個星期四)注意:6月

23日不上課，長沙灣平安福音堂舉行

但以理書(二) 講員劉智明先生

7月28日,8月4,11,16日(三個星期四/一個星期

二)長沙灣平安福音堂舉行

以賽亞書 講員馬有藻牧師

8月15,18,22,25,29日及9月1日(星期一及星期

四共六個晚上) 長沙灣平安福音堂舉行

箴言(二) 講員林澤揚先生

10月 4,11,18,25日(四個星期二)

信望愛福音堂舉行

請報名者選擇以下項目並在方格 上選項

(所有課程費用乃自由奉獻)

只作按金並附上支票$200(抬頭整全訓練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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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發收據在課堂上取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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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崗村道學校村鑽石山地鐵站
19號小巴及
黃大仙地鐵站
33號小巴
直達對面

保良局第一
張永慶中學

協和書院

殯儀館

巴士總站

慈雲山道

蒲崗村道

鳳禮道

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