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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四活物表示，全能者之所以受敬拜，
因為他「能」創造萬有，又「配」得榮耀、
尊貴、權柄。

培靈信息

《啟示錄》第五章又指出，主耶穌配受敬拜，

惟有羔羊「配」（3）
更「配」的是

因為他「能」又「配」揭開並觀看全能者右
手所拿的「書卷」，這「書卷」是關係如何
完成神所預定的救贖大計的。這是說，全能

曾被殺的羔羊

者配受敬拜，因為他「創造」萬有；主耶穌

根據《啟示錄》記載天上有七次大敬拜，接

配受敬拜，因為他「再造」萬人。除了這兩

受敬拜的，只有「坐寶座的全能者」和「耶

位之外，試問還有哪一位有這樣的資格，接

穌基督」兩位。此外，任何最大力、最尊貴

受人的敬拜呢？實在沒有。

的天使、任何鬼魔、任何稱為神的、任何最

約翰初時聽見一位「大力的天使」大聲宣傳

有權力的世人……，都不配受敬拜。

說：「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

因為《啟示錄》第四章指出，「四活物」
（天

開、『能』觀看那書卷的。因為沒有『配』展

使的代表）俯伏敬拜這位全能者說：「我們

開、『配』觀看那書卷的。」約翰就大哭，

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

因為連這位大力的天使也不能，又不配，意

權柄的，因為你創造了萬物、並且萬物是

思是沒有人能完成神的救贖計劃，人類就絕

（啟4:11）請
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望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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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神的救贖計劃，「能力」至為重要。

言猶大支派將要出君王，並且稱其中一位君

所以長老中有一位來安慰約翰說：「 不要

王像「獅子」一樣，有非常的威勢。不論他

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 「抓了食」、或「屈下身去」、或「臥」、或
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 「 蹲 」 ， 任 何 情 況 、 任 何 環 境 、 任 何 狀
（啟 5:5）這話是為解釋，為何
開那七印。」

態……，都沒有人敢惹他。

這位猶大支派的獅子「能」。

這是形容主耶穌在末世時，戰勝了「假基督」

要成就神的救贖計劃，就必須叫被救贖的人

和他的盟軍。約翰在異象中說：「我觀看、

承認這位救主「配」，所以二十四位長老又

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

唱新歌，說：「你『配』拿書卷、『配』揭

稱為誠信真實，他審 判爭 戰都按著公

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

義。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

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

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

們歸於神、又叫 他們 成為 國民、作祭

有人知道。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

（啟 5:
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名稱為神之道。……有利劍從他口中出

9）這「新歌」是為解釋，為何這位羔羊「配」。

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
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在他衣

「能」是為征服仇敵，好釋放被擄的人；「配」

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

是為叫被釋放的人願意歸屬於神。這兩點就

萬主之主。」（啟 19:11-16）

是「配受敬拜」的條件了。所有天使都不能
接受敬拜，因為沒有一位天使可以勝過仇敵

然後全地得享一千年太平，主在耶路撒冷作

魔鬼的能力；又因為沒有一位天使有甚麼偉

王，不論任何境況，任何仇敵都不敢惹他。

大的表現，叫被釋放的人甘心歸屬他。普天

因此，他又稱為「細羅」，就是賜平安者的

之下，惟有「猶大的獅子」、就是「曾被殺

意思。那時、「萬民都必歸順」他。

的羔羊」既能又配。所以我們敬拜主的時

主耶穌又稱為「大衛的根」，「根」的意思

候，應該想到這兩方面，我們就能討神喜悅

是「根源」，這是說，未有大衛王之前，已

了。

經有了他。這個名稱出自以賽亞書十一章，
經文說：「從耶西（大衛的父親）的本必

「能」的原因

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耶

主耶穌「能」，因為他被稱為「猶大的獅子」。

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

這名稱是雅各臨終前，得到神的啟示，為十

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

二支派祝福，預言十二個支派的將來（創49:

和敬畏耶和華的靈。他必以敬畏耶和華

9-10），但在祝福到猶大支派之時，雅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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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

所以，雖然那位長老指出，「猶大支派的獅

耳聞，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

子已經得勝」，但在寶座與四活物並長老之

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

中出現的，卻是一隻像是被殺過的羔羊。

（賽 11:1-4）
界、以嘴裏的氣殺戮惡人。」

這羔羊曾經勝過埃及法老王，因為埃及全國

這樣的形容，還是指主耶穌在千禧年中作

所有長子都被殺，逼使法老王不能不釋放以

王，就是接續大衛作王。他要像所羅門一

色列人出埃及。這是說，主耶穌曾經「藉著

樣，在聽審判的事上，非常有智慧，為要秉

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

公行義、消滅惡人。

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
（來 2:14-15）

因為主這樣得勝，成就了全能者右手書卷所
定的救贖計劃，假基督、假先知、大紅龍魔

主要這樣得勝，實在不容易。他除了要勝過

鬼都被消滅，大淫婦得到報應、聖徒得以復

魔鬼之外，最難的，是勝過自己。因為主在

活被提，他們的冤情得以伸雪，以色列民得

客西馬尼園大聲哀哭，流淚禱告懇求那能救

到大復興，成為世上最大的國，最重要的，

他免死的主，他必須完全放棄自己，然後對

是連死亡的權勢都被消滅了，陰間和死亡都

父神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

被丟在硫磺火湖裡，以後不再有眼淚、死

意思。」

亡、悲哀、哭號、疼痛。這是何等大的得

主在被釘十字架之時，官府嗤笑他說：「他

勝，所以保羅靠著主說：「 死被得勝吞滅

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揀選的、

的話就應驗了。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

可以救自己罷。」（路 23:35）兵丁也是這

那裏？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裏？死的毒

樣嗤笑他、連同釘的犯人也是這樣嗤笑他。

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

他若不能勝過自己，早就忍不住而從十字架

神、 使我 們藉 著我們的主耶 穌基 督得

上下來了。

勝。」（林前 15:54-57）因這得勝，我們敬
《聖經》又形容羔羊頭上有「七角七眼、就是

拜主，因為除了主以外，沒有任何人、任何

神的七靈」。「七角」代表羔羊的「能力」，

神，曾經這樣得勝的。

「七眼」代表羔羊的「智慧」，都是由於聖靈

「配」的原因

彰顯在他身上所致。「七靈」就是聖靈的全

然而，主基督的得勝，是基於甚麼原因呢？

部功能，這聖靈「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為

原來是基於他曾為愛世人，擔當他們的罪的

要在聖徒中，代替主耶穌完成做「保惠師」的

緣故，「像羔羊一樣被殺」，獻為真正有效

職責。

的贖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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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這二千年來所做的一切福音工作、宣

民、作祭司、歸於神，在地上執掌王權。請

教工作、衛道工作、建立教會的工作、趕鬼

問，普天之下哪裡有這回事？竟然會有一位

工作、斥責罪惡的工作、雖然死道，仍然為

主人用重價買奴僕回去「作兒女、作國民、

主作見證的工作……，全部都是因為聖靈彰

作祭司、作國王」，簡直難以想像、簡直寶

顯在羔羊身上的能力和智慧所致。我們若將

貴到不敢相信、怪不得魔鬼仇敵中了自己的

整個教會歷史的工作加起來，就可以體會這

詭計也不知道，因為牠想也想不到，牠殺死

能力和智慧是何等的大。為此，我們應當敬

耶穌，會為耶穌成就這麼偉大的救恩！！請

拜主，單單將榮耀歸給他。此外，再沒有人

問，領受這救恩的蒙恩人，怎能不承認惟有

或神像他配受敬拜。

主「配」受敬拜、「配」得一切榮耀、尊貴、
和頌讚呢？

《聖經》又解釋這曾被殺的羔羊「配」，因為
他「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

得到公認

了人來」。這裡所說的「買」，一方面表示

這位「羔羊」是否真的「配」受敬拜和讚美，

我們這些被主買了的人，都是主的「奴僕」；

這一點是廣被公認的。因為經文指出，這位

另一方面又表示，主用「重價」來買我們，

「羔羊」前來、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了書

我們根本不值得這樣的重價。因為我們本是

卷」，很明顯，這代表那位「坐寶座的全能

用最卑賤的「塵土」造成的，死後又只配歸

者」同意這位羔羊「配」，所以才願意將書

回「塵土」。若不是主向我們吹一口氣，叫

卷交給他。因為這位「全能者」知道，「羔

我們成了有「靈」的活人，我們就與禽獸無

羊」的能力，就是「全能者」自己的能力；

異。可見「靈」比「肉體」貴重得多。但是，

「羔羊」愛罪人的性情，就是「全能者」自己

我們因為犯了罪，我們的靈魂和肉體都敗壞

的性情，所以承認這位羔羊「配」。

了，本應被廢棄，然而、至尊貴的造物主竟
不但「全能者」承認羔羊「配」，連代表天

然為愛我們的緣故而降世為人，又為擔當我

使的「四活物」，和代表新舊約聖徒的「二

們的罪而捨命在十字架上，這樣，他用自己

十四位長老」都俯伏在羔羊面前，意思也是

在十字架上所流的寶血來「買」我們歸自己，

承認羔羊「配」。這樣「俯伏」，是五體投

叫我們何等的感激他，承認他「配」做我們

地、全人貼在地面上、看自己如同塵土一樣

的主、「配」受敬拜、「配」得一切的榮耀、

謙卑的俯伏，也就是致以最高的「敬拜」。

尊貴、權柄、和頌讚。

是的，在主耶穌的救贖恩典面前，我們蒙恩
再者、主「買」了我們，並沒有叫我們做「奴

人真是敬佩到五體投地，感到主是最尊貴

僕」，乃叫他們歸於神，又叫他們成為國

的，自己只能與塵土同等。
4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老」敬拜完了之後，
又起來，各拿著琴、……要向羔羊「唱新

我們可以預測

歌」。「新歌」就是出於最新、最深的感動，
因為羔羊的大救恩，想了又想、想了又想，
想來想去，想了很久，都未能想得盡主的

主耶穌何時回來嗎？

恩、主的愛；每想到新的一點，又產生新的

答案是：「不可以。」因為主說：「但那日

感動，於是又發出新的讚美。這樣、永無止

子，那時辰，沒有人知道，連天上的使者也

境、數算不盡主的大恩大德。試問，普天之

不知道，子也不知道，惟獨父知道。」（太

下，還有哪一個人，哪一位神，像主一樣

24:36）

「配」受敬拜呢？

因這句話，我們若聽見任何人藉著計算、或

最後，經文又指出，除了「四活物」和「二

甚麼靈界啟示、說他可以預知主耶穌在哪一

十四位長老」獻上讚美之外，還有「眾聖徒」

天回來，我們就立即定他為「異端」。理由

所獻上的禱告，如同金爐「盛滿了香」，帶

是，連主耶穌也不知道、主又說明沒有人會

到羔羊面前，獻給他。這「香」的氣味是至

知道，為甚麼他會知道，難道他的預知能力

香、至聖的，代表眾聖徒也因為主的救贖大

比主耶穌還要大麼？歷史上不少異端就是因

恩，而在禱告中不斷的獻上感謝。這「香」既

為這樣預測，就被判為異端了。「基督復臨

燒得長久，又有「香氣」充滿聖殿，所以主

安息日會」是最好的例子，事因有一位浸信

的殿要稱為「禱告的殿」。（賽 56:7）我們

會牧師威廉．米勒借用但以理書某種數字來

可以說，普天之下，再沒有別的名，像主的

計算，預言基督將於 1843 年 3 月 21 日回來，

名一樣，得著這麼多人的認同，因為每一次

聽從他話的信徒，穿上白衣、跑到山上、等

禱告、敬拜，都奉主的名而獻上的。

主降臨。可是，主並沒有在那一天降臨。這
位牧師就說，計算有少許錯誤，應該是 1844

這樣我們看見，主「能」、主又「配」，因

年 3 月 21 日才對。翌年，信徒們再到山上去

為有神認同、有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老認

等，還是同樣失望而回。這位浸信會牧師就

同，還有普天下所有聖徒每一次禱告都認

公開道歉，表示不應該這樣計算和預測了。

同。我們的主，實在是無與倫比的主。只有

可是，這時有一位「白太太」（Mrs. White）

他配受我們敬拜和讚美。此外，再沒有人或

出來宣傳說，她在異象中得到啟示，知道基

神配！

督已經在那一天從天上的至聖所出來，在天

吳主光

空中對信徒進行審判云。於是，「基督復臨
安息日會」就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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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們所了解的《聖經》真理，耶穌基督若

真的以色列人。至於《聖經》裡頭預言以色

真的從天上的至聖所出來，意思就是完成了

列復興的所有經文，都只能在靈意上，應驗

「贖罪」和「為我們禱告」的事，接著主就會

到「教會」身上。古時的以色列人，只不過

從天降臨了。然而從 1843 年至今，任何事情

是神借用來預表教會而已。可惜，「無千禧

都沒有發生過，安息日會的信徒和普世的基

年派」這種思想，越來越廣被許多神學家所

督徒仍然活在地上，沒有復活被提。

接受，影響越來越多基督徒不喜歡聽「末世
兆頭」的講論。他們正正應驗彼得後書的預

安息日會的錯誤、和近代越來越多異端教派

言。彼得說：「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

強調某年某日主耶穌會回來，引致越來越多

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來譏誚

人不再相信末世兆頭，紛紛起來反對講論末

說：主要降臨的應許在哪裡呢？因為從列祖

世兆頭的應驗。他們認為，最好甚麼都不要

睡了以來，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

講，只等主隨時回來就是了。但是這樣的態

樣。」（彼後 3:3-4）

度符合《聖經》的意思嗎？不！《聖經》用
了這麼多篇幅來記載末世各種兆頭和預言，

《聖經》雖然禁止我們預測「那日子、那時

目的就是要我們留意主來的日子近了。如果

辰」，但《聖經》並沒有禁止我們預測主會

我們矯枉過正，我們同樣中了魔鬼詭計，落

在「那時代」回來。我們研究主耶穌所講的

到更不儆醒的地步。

這段話，可以清楚地看到，主耶穌用非常強
調的語氣，囑咐我們要留意「那一世代」主

一、不要極端

會回來，為要叫我們及早儆醒。走這邊極端

不錯，我們不應該預測主耶穌會在「那日

的人預測主會在「那日子、那時辰」回來；

子、那時辰」回來，這是明明違反主耶穌的

走那邊極端的人卻阻止人們作任何預測，即

教導。但我們也不要走到另一個極端去，以

使預測「那一世代」，也看為異端，這就中

為任何預測都是不可以，又或者以為主來的

了魔鬼的詭計了。

日子必定耽延。今天神學界不少學者受了
試問《聖經》裡眾多的末世預言，哪一處不

「無千禧年派」的影響，連以色列復國也看為

是要我們留意「末後的世代」將會有怎樣的

「迷信」，認為以色列在一九四八年復國是假

事情發生，要叫我們儆醒呢？連保羅也用非

的。其實「無千禧年派」原是天主教的信仰，

常強調的語氣說：「主說：你這睡著的人當

天主教在歷史上長期屠殺猶太人。他們認

醒過來，從死裡復活！基督就要光照你了。

為，猶太人既然殺了基督，就成為可廢棄的

你們要謹慎行事，不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

民族。因此，他們認為今天的以色列人，是

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惡。不

已經與各國人民同化，混雜了血統，不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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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弗5:

現在讓我們來研究主耶穌這段話的實在意思

14-17）意思是說：你這不儆醒的人，當醒過

是甚麼：

來，留意基督徒何時會從死裡復活，這樣，

1.「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你們

基督就要光照你了。你們要謹慎，在這樣的

就知道夏天近了。」請問主這樣教導，是

事上不要作愚昧人，當像智慧人；又當省下

「要我們知道」主再來近了呢，還是「不

時間，為主多做聖工，因為現今的世代越來

准我們知道」呢？相信任何人都會同意，

越邪惡，證明主來的日子近了。所以不要作

主實在是鼓勵我們預測何時「主來近

糊塗人，要明白主再來的計劃是怎樣的。

了」。再請問，主所說的「無花果樹發嫩
長葉」是指著甚麼而說呢？為甚麼這麼多

二、留意主耶穌講些甚麼

樹都會發嫩長葉，主惟獨提及「無花果

其實，主耶穌說明「那日子、那時辰，沒有

樹」呢？我們知道，之前主曾經講過「無

人知道，連子也不知道」，目的是為了甚麼

花果樹不結果」的比喻（路 13:6-8），和

呢？相信大家都會同意，並不是叫我們不要

曾「咒詛過一棵無花果樹，叫他枯乾了」

觀察「末世兆頭」以作出任何預測；乃是勸

（太 21:19-20），這三處以「無花果樹」

勉我們，不要自以為聰明，以為知道主會在

來比喻以色列的經文，到底有沒有連帶關

哪一天回來，就放縱自己直到「主再來之前

係呢？如果，「無花果樹不結果」的比喻

的一天」。主要我們及早就儆醒，這樣才算

是指著主耶穌傳道三年，以色列人都不肯

得上是一個忠心良善的僕人。

悔改而說，主「咒詛過一棵無花果樹，叫
請讀者再看清楚主耶穌怎樣說？他指出：

他枯乾了」，也是指著不悔改的以色列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

人，將會在主後七十年被屠殺，和分散天

長葉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了。這樣，

下，像無花果樹枯乾了一樣；這樣，現在

你們看見這一切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了，

主說：「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正在門口了。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

當樹枝發嫩長葉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

有過去，這些事都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

近了」，主會不會暗示，當我們看見「枯

的話卻不能廢去。但那日子，那時辰，沒有

乾了」的以色列，要在一九四八年五月十

人知道，連天上的使者也不知道，子也不知

四日「復國」，我們就知道「主再來的日

道，惟獨父知道。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降

子近了」，好像「枯乾了的無花果樹」還

臨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

能「復活」（發嫩長葉）一樣？我們這樣

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不知不覺

聯想，會不會過份主觀，和遠離事實，根

洪水來了，把他們全都沖去。人子降臨也要
這樣。」（太 24:32-39）

本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呢？讀者可以不同意
7

這樣的看法，但是，要排除這個可能性，

應驗，就可以明明知道的，只是不肯儆醒

相信就不可以了，因為《聖經》的確常用

的人，不願意為主開門，讓主進來一同坐

「無花果樹」來比喻以色列國，而且主耶

席而已。

穌講「無花果樹不結果」的比喻，和「咒

3.「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都要成就。」

詛過一棵無花果樹，叫他枯乾了」，與主

這是最富爭議的一句話，到底主所說的

現在講論「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三者

「世代」，是指哪一個世代呢？是指耶穌

都是關係以色列的前途而說，而且三者相

與門徒說話時那一個世代嗎？不可能吧，

隔，只不過是幾天而已。

因為那一個世代已經過去了差不多二千年

2.「這樣，你們看見這一切的事，也該知道

了。然則，不是指主耶穌的世代，還可能

人子近了，正在門口了。」這句話表示，

指著哪一個世代呢？我們細心讀這段經

主鼓勵我們人人都要預測主回來「近

文，並沒有發現有許多個「世代」供我們

了」。請問「多近」我們才可以預測？

選擇，就只有上文所說「無花樹果發嫩長

「近」到哪一個程度，就算為「太近」，

葉」的「世代」，那是可能性最高的了。

不准預測呢？相信任何人都會同意，主甚

這樣，如果「無花果樹發嫩長葉」是指著

至鼓勵我們預測主回來「近」到「正在門

「以色列在一九四八年復國」而說的話，

口」那麼「近」；但主不准我們預測「那

「這世代」就是指「一九四八年出生的那

日子、那時辰」。或問，甚麼是「正在門

一代」了。主說「這世代還沒有過去」，

口」呢？這一點使我們想起主對老底嘉教

意思是指這一代的人還沒有全部死去；

會的使者說：「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

「這些事都要成就」，意思是，主所說的

若有聽見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

「末世兆頭」、「教會復活被提」、和「主

裡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啟

再來在空中與我們相遇」等事情，就都要

3:20）這段話分明是以《雅歌》所記載，

全部實現。

「良人來到書拉密女門外叩門」（歌 5:2-

或問，一個世代過去，大約是多少年呢？

5 ）來比喻自己，所以問題不但是「多

有人說，猶太人以四十年為一代．這樣的

近」，而是「願不願意開門」。可惜，書

推測不對，因為四十年為一代，是指在家

拉密女為矜持的緣故，遲遲不肯開門，結

譜中，一代接一代而說，因為一個人平均

果良人就走了。良人走後，書拉密女就發

到四十歲，就會生產下一代。又有人推

狂地在城裡到處跑，要尋找良人，但已經

測，大約是七十至八十年，因為摩西所寫

太遲了。因此，主耶穌的意思是，主來的

的詩篇指出：「我們一生的年日是七十

日子「近了」，這是屬主的人從許多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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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若是強壯可到八十歲；」（詩 9 0 :

預測「那日子、那時辰」，卻鼓勵我們人

10），這個推想相當有可能了，但是，根

人都要預測「那一世代」。所以，筆者要

據神啟示以諾洪水何時會消滅當時世代的

勸勉讀者的，就是人人都應該研究主的話

例子，神吩咐以諾給他的兒子起名叫「瑪

語，從而作多方面的預測，只有人人都作

土撒拉」，意思是「他死時，洪水就來

多方面的預測，我們就可以藉著互相比

了。」果然，我們從創世記第五章的家譜

較，而找出更準確的答案了。

計算出來，瑪土撒拉九百六十九歲死時那

4.「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不能廢去。」雖

一年，洪水就來了。因此，瑪土撒拉這個

然主表示，「那日子、那時辰」，主不知

名不是隨便起的，乃是出於神的啟示，但

道，但主以非常肯定的語氣來強調，「這

瑪土撒拉是全人類最長壽的一個，同樣，

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都要成就。」意

主說「這世代還沒有過去」，很可能是以

思是，一定會成就，甚至天地要廢去，主

這世代中一個「最長壽的人」來計算，說

所說的這句話不能廢去。這樣強調的話，

不定是指一百二十歲、或一百五十

主也曾用來強調「律法」．主說：「莫想

歲……，也未可料。因此，筆者認為，有

我來要廢掉律法和先知。我來不是要廢

可能以一九四八年以色列這棵無花果樹

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

「復活」來開始計算，再過七十年至一百

到天地都廢去了，律法的一點一畫也不能

五十年之間，主就會回來，教會復活被提

廢去，都要成全。」
（太5:17-18）
「律法」

的大奧秘就實現了。

就是神的話語，神的話語創造天地，所以

讀者要明白，我們這樣計算，是屬於一種

天地可以廢去，神的話語永不廢去。現在

推測而已，是未必準確的，因為在推測的

主說，「我的話卻不能廢去」，意思是，

過程中，有幾點還未能得到百分之百肯

主所說的話，就是神的話，同等權威，永

定，就如「無花果樹發嫩長葉」是不是真

不廢去。所以讀者要明白，「這世代還沒

的代表以色列在一九四八年復國呢？「這

有過去，這些事都要成就」，表示這個預

世代還沒有過去」是不是指七十至一百五

言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問題是「這世代」

十年之間呢？「這些事都要成就」是不是

應指著甚麼世代而已。

指主再來，教會復活被提而說呢？倘若這

5.「但那日子，那時辰，沒有人知道」，所

些問題都可以肯定，我們的計算就可以肯

說的「那日子、那時辰」，當然是指著主

定了。在現階段，筆者只能說，照理是相

回來，教會復活被提而說的。主回來，教

當肯定的。不過，筆者這篇文章所強調

會復活被提，原是個「大奧秘」，因此神

的，還不是在此；乃在主耶穌只不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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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願意任何人都知道，但神卻願意人人都

因為經文指出，到了末時，「必有許多人

知道「那一個世代」。

切心研究，知識就必增長」，意思是「知
道的就更多」。有一個原則，讀者必須明

神向但以理得啟示：「睡在塵埃中的，必

白的，就是所有聖經奧秘既然啟示了出

有多人復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

來，目的就是要人知道，不然，就用不著

永遠被憎惡的。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

啟示出來了。只是，神暫時封閉隱藏，是

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

因為時機未到，不適宜讓人知道。今天我

到永永遠遠。」但神又說：「但以理啊！

們這時代的人，應該比聖經時代更靠近末

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

世，如果我們切心研究，像但以理一樣，

有多人來往奔跑（或譯：切心研究），知

有可能神會讓我們知道的更多，因為我們

識就必增長。」
（但 12:2-4）在異象中，

有這個需要。所以，雖然我們不能知道

但以理看見有一個人追問那位穿細麻衣的
人子說：「這奇異的事（聖徒復活的事）

「那日子、那時辰」，但我們確實可以知
道更靠近、更靠近了。

到幾時才應驗呢？」那位穿細麻衣的人子
就起誓說：「要到一載、二載、半載，打

6.「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降臨也要怎樣。」

破聖民權力的時候，這一切事就都應驗

在此，主耶穌藉著「挪亞的日子」作為比

了。」可見，神願意我們知道大約是在那

喻。主的意思，當然是以「方舟」來代表

「三年半」，聖徒會復活被提，只是神不

教會被提；舟裡頭的「各類動物」代表外

願意人知道「那日子、那時辰」而已。

邦教會，「挪亞一家八口」代表以色列全
家得救；「洪水」代表大災難的來臨。現

但以理聽見，就立即接續問下去，說：

在我們要來問，究竟挪亞知道不知道洪水

「我主啊，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呢？」主

即將來臨呢？答案是當然知道，挪亞知道

卻對他說：「但以理啊！你只管去；因為

的途徑有如下幾個：

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末時。」（但
12:6-9）。讀者要注意，這奧秘被「隱藏

第一、他從以諾的兒子瑪土撒拉的名字得

封閉」，到現在已經有二千五百多年了。

知，他死時洪水就來了．因為撒土撒拉這

但神的旨意，是「封閉」的時限是「到末

名的原意是「死時，它就被差來。」如果

時」，意思是說，到末時就會解封，其中

我們將創世記第五章家譜中人名的壽數加

的奧秘就會被人知道了。如果讀者同意現

以計算，我們就可以看到，瑪土撒拉九百

今這個時代真是「末時」的話，我們打開

六十九歲死的那一年，剛剛好就是洪水來

這個「封閉」的禁令，就有可能實現了。

的那一年。讀者可以想像得到，當挪亞聽
10

到有消息傳來說，瑪土撒拉死了，他必定

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 5:16-

會明白，洪水很快就到了。如果挪亞可以

17）意思其實是要我們明白主降臨的計劃

從瑪土撒拉的壽數計算，為甚麼我們不可

如何。當我們看見「世代邪惡」，我們就

以從主耶穌所說的末世兆頭計算呢？

當知道，日子近了，所以我們要「愛惜光
陰」，就是這個理由。

第二、當他成功搜集各類動物進入方舟，
神又關了門，他就更清楚知道，大雨快要

除了上述這段主的話，教導我們要知道主來

降下，洪水立即就來了。當然，在靈意，

的日子，是何等「近」之外，《聖經》又教

這代表外邦人得救的人數添滿了，福音的

導我們許多末世的觀察，從而預測主快再

門也隨著而關閉，地上再沒有人肯悔改信

來。例如：約翰預測說：「小子們哪、如今

主了。照樣，今天我們看見傳福音的工作

是末時了．你們曾聽見說、那敵基督的要

越來越難，傳純正福音和願意悔改的人也

來、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來了。從此

越來越少，我們就知道，主來的日子近

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了。」
（約一 2:18）五

了，這有何不可？正如主說：「趁著白

旬節時，彼得向眾人傳道，解釋眾使徒為甚

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來者的工．黑夜將

麼說起方言來，說：「你們想這些人是醉

到、就沒有人能作工了。」（約 9:4）

了，其實不是醉了，因為時候剛到巳初，這
正是先知約珥所說的，『神說、在末後的日

第三、至於經文說：「挪亞進方舟的那

子、我要將我的靈澆灌凡有血氣的……。』」

日，不知不覺洪水來……，人子降臨也要
這樣。」所說的「不知不覺」，不是指挪

（徒 2:15-17）其實，留意“666”的出現、留
意「那行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留意「大

亞，而是指不信的世人。因此，我們論到

迷惑的發展」、留意「七印」和「七號」的

主再來，教會被提之前有甚麼預兆，我們

逐漸出現……，在在都是為要提醒我們，叫

不要太強調「不知不覺」，或「人正說平

我們更準確地預測主耶穌何時再來。只是，

安穩妥的時候」
（帖前 5:3）、或「人們照

我們的預測，不要「近」至「那日子、那時

常吃喝嫁娶」
（太 24:38）、或「來、萬物

辰」就是了。

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彼後 3 :

吳主光

4）……，這些說法，都是指著不信的人
說的；對於信主的人，《聖經》一直強
調，《教會》在被提之前，我們應該知道
時候快到了。所以保羅勸勉我們「要愛惜
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惡。不要作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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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巨人」，分別是「屬靈的空虛」、「服侍

世界之窗

自己的領袖觀」、「貧窮」、「疾病」、和
「文盲」。他認為，戰勝這些「巨人」的工具
就是「堂會增長計劃」、「領袖裝備」、「助
貧」、「治病」、和「教育下一代」。由此
可以見， RICK WARREN 將主耶穌的大使命

報導世界各地異端及潮流動向新消息

「擴闊」為「社會關懷」；又「收窄」主耶穌
所說「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都要教訓他們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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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迎合人群」，

295-4143)

眾聽，這首流行歌原由Jimi Hendrix唱給吸

（The PurRICK WARREN所著的《標竿人生》

毒的年輕人聽的，歌名為“Purple Haze”由

pose Driven Life）一書，使他成為普世的

教會的「樂隊」伴奏。他完全不介意“ rock

知名人物。一方面因為他的教會有非常的增

and roll”音樂給青少年人帶來吸毒、反

長，聚會人數多達三萬；另一方面又因為普

叛、和性放縱等禍害 。此外， WARREN 又不

世有數以十萬計的教會領袖，慕名前往，到

介意借用「新紀元運動」的方法來訓練教會

他的教會受教，想要學他所發明的一套，藉

領袖。根據 George Mair 為他寫的傳記“A

「巿場調查」方式來建立迅速增長的教會。雖

Life with Purpose ”一書 (p.193)，他請

然，按一般真理來說，他所教導的還算純

了著名的「新紀元運動」推動者“K e n

正，但以「巿場調查」方式來建立迅速增長

Blanchard”回來，教他如何訓練教會的領

的教會這一點，我們一直都在質疑，這方法

袖。我們對這個“Blanchard”很熟悉，他非

既不屬靈，也不符合神的旨意。最近， RICK

常相信咒語、冥想、瑜伽術，又常常借用佛

WARREN 的「尾巴」露出來了，他在今年四月

教打座的方法來教人冥想。他為Jim Ballard

十七日，在自己所牧養的那間“Saddleback

所著“Mind Like Water”和“What Would

Church”慶祝二十五週年的聚會中，對著三

Buddha Do At Work?”這兩本書寫過序言。

萬名會眾，提出他的新計劃，這計劃稱為

他出現“Corporate Mystic”一書的封面，

“P.E.A.C.E.”，想要在二十一世紀推行「基

也在“Deepak Chopra’s Seven Spiritual

督教改革」，和「全球屬靈甦醒異象」。他

Laws of Success”一書的書背上寫推介。

計劃招慕一千萬名「步兵」，要戰勝五個「世

他又為 Ellen Ladd 的占星術書“Death and

使教會的人數更增多。他在宣佈這新計劃之
前，對會眾表示，他很想唱一首流行歌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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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ing Go”寫序言。現在 Ken Blanchard

今年六月十日，美國肯德基州的Covington

竟然與 Rick Warren 一同在“Lead Like

天主教教區，同意以一億二千萬美元來支付

Jesus conferences”中一同訓練基督教領

超過一百人曾經被幾名神父性侵犯的案件，

袖，對「新紀元運動」的邪術完全沒有防避。

作為賠償。這個教區在較早時，已經支付了

這不是別的，乃是「積極思想」（Positive

一千萬美元，來處理 56 宗同類性侵犯案件。

Thinking）作怪，因為「積極思想」只叫人

今年年初，加州橙縣的天主教教區又宣佈，

「成功」，不叫人考慮「消極」方面的壞影響。

他們將以一億美元來支付一名神父的性侵犯
案件。去年阿利桑拿州 Tucson 巿的天主教教

 天主教向來說謊話，這是歷史上非常多證

區，和俄利根州Portland 巿的大主教區，都

據可以證明的。近代轟動全世界的所謂「裹

因為無法支付太過龐大的性侵犯賠償而宣佈

屍布」就是其中之一了。天主教看這塊「裹

破產。事前，他們已經支付了六千三百萬美

屍布」為耶穌復活的一個有力證明，因為「裹

元，來處理 141 宗性侵犯的賠償。 2002 年，

屍布」上面的血跡，將耶穌的樣貌也清楚地

波士頓的大主教教區，又同意以八千五百萬

印了出來，而且天主教當局宣佈，他們測試

美元來支付 552 宗神父性侵犯案。 2003 年六

這塊「裹死布」，認為是主前 1300 至 3000 年

月，肯德基州Louisville 巿的大主教教區，

之間的物料。但是，一九八八年，專家們再

又支持了二千五百七十萬來處理 243 宗性侵

一次將「裹屍布」拿去作「炭十四測驗」，

犯案。過往二十年來，美國的天主教教會，

卻證實這塊布是主後 1260-1390 年之間的物

一共花掉了十億美元，來處理眾多的神父性

料。這樣，就證明天主教又一次說謊了。過

侵犯案。 2002 年秋天出版的一份來自保守的

往他們說謊的記錄，有：偽造文件，將意大

天主教組織雜誌“Ad Majorem Dei Gloriam”

利半島北部騙去、作為自己的領土，達幾百

指出：「在所有這些性侵犯的案件中，佔九

年之久。後來被天主教自己的一位秘書揭

成是同性戀神父所做的『戀童僻』醜事。可

發，在歷史上稱為「歷史最大騙案」；天主

惜美國大部份傳播媒介都串謀否認，為了保

教刪改聖經，將十誡中「不可拜偶像」的第

護同性戀人士的聲譽。」報告又指出，涉案

二誡刪去，再將第十誡拆開成為兩誡，以蒙

的神父人數，高達二千五百至六千五百人之

騙讀聖經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答應胡司約

眾，受害人多達十萬人。

翰，只要他肯出來與天主教辯論，確保他的
生命安全，但胡司約翰出來與他們辯論不到



三天，他們就將他燒死了，理由是：對待異

十六世與猶太教的世界領袖 Edgar Bronfman

端分子，是不用守諾言的……。

和一些猶太教組織的領袖，在梵蒂崗會面。

根據“HA’ARETZ＂報導，教皇本尼迪

據說，這次會面的目的，是為討論非洲極其
13

嚴重的「愛滋病」問題；猶太教方面甚為

聖經看為「離道反教的異端」，因為她既離

重視，因為他們委派猶太教三個大宗派的領

開，又拒絕真理。她的福音是錯謬的，因為

導人，和一些最龐大的猶太教組織最高代

混合了恩典、功德、和聖禮，於是就落在神

表，一同出席。他們又請求教皇，讓回教和

的咒詛中（加1:8）。她又將人為的「遺傳」，

基督教的代表，可以在梵蒂崗內舉行一連串

提升到與聖經同等權威，所以拜神也是枉然

會議。以色列駐梵蒂崗大使“O d e d B e n -

（太 15:1-9）。她的領導人都是「假先知」；

Hur ＂認為，這是教皇第一次願意私下接待

她的教義 都是「鬼魔的道理」；她的教皇體

他們這些宗教代表，進行各宗教間的對話。
他形容這一次會談，是邁向「梵蒂崗、以

制就是「假基督」。或問，對於這樣的一個

色列、和猶太教之間的關係重建」的一大

「離道反教」的組織，神會有甚麼話對她說

步。

呢？神會勸我們以「積極」的態度，來看她

 羅馬天主教會是「異端」（Cult）嗎？許多

所行的好處嗎？神會教我們盡可能「求同存

自稱為「福音派」的領袖都否認羅馬天主教

異」，以愛和諒解來討論或分享彼此不同的

是「異端」。請聽「基督教研究社」
（Chrisian

福音嗎？不！神只是說：「我的民哪！你們

Research

要從那城出來，免得與他一同有罪、受他所

I n s t i t u t e ）的主席“H a n k

Hanegraaff”的意見如何。他認為，「異端」

受的災殃。」
（啟 18:4）又說：「你們和不信

（Cult）這個詞，只是人為的，因此不可能得

的原不相配、不要同負一軛，義和不義有甚

到一個絕對準確的定義。「基督教研究社」可

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基督

以辯稱，天主教不是「異端」，我個人卻可

和彼列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不信主的有

以說，她實在是「異端」。作為「聖經百科

甚麼相干呢？」（林後 6:14）神又說：「凡

全書的編輯」，我認為，我給「異端」所下

越過基督的教訓、不常守的、就沒有神．常

的定義，應該是有份量的。雖然如此，困難

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若有人到你們

是在於，要為一個人為的名詞「異端」而爭

那裏、不是傳這教訓、不要接他到家裏、也

辯，實在解決不了甚麼。因此，聰明一點，

不要問他的安，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惡

我們最好從另外一個方向，就是以聖經的意

行上有分。」
（約二 9-11）就以上這些話，請

見來 討 論 。 聖 經 所 用 的 詞 是「離 道 反 教 」

問那些「新福音主義」的領袖們，你們為自

（apostasy）、「假師傅」
（false teacher）、

己一直拒絕「聖經分離主義」，將來可以怎

「假先知」（f a l s e p r o p h e t ）、「錯謬」

樣回答神呢？

（error）、「迷惑人的」
（seducer）、和「鬼
魔的道理」
（doctrines of devils）等。從
這個角度來看，羅馬天主教就貼貼切切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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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乃因他真正認識 神的恩典，常常被強
烈的「蒙恩的感受」推動著；這感受也使他
有很不一樣的眼光去看事情，一般人在面對
這麼多的困難時，往往便只顧埋怨或是憂愁
恐懼，甚至灰心絕望。

神學院院訊

保羅雖然已經成熟了、同時具有很超越的屬
靈經歷、早已成為主手中大有功用的器皿。

文章分享

但在 神的恩中，他一點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本
相，是何等的不堪和不配。所以，從上述經
文中，我們一再看見同類句子出現，如：

神的恩

「未到產期而生」、「最小的」、「不配」等

末了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

字眼，這充分顯示他是牢牢地記著，一切的

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不配稱為使
徒，因為我從前逼迫
今日成了何等人，是蒙

改變全是 主的恩典，是 主在那裡造成的，

神的教會。然而，我

所以要將榮耀歸於 主！

神的恩才成的，並
同樣，我們無論長進到怎樣的地步，總是 神

且 祂所賜我的恩不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
外勞苦；這原不是我，乃是

的恩典，不是人的功勞，也沒有可誇，我們

神的恩與我同

有甚麼不是領受的呢？若是領受的，為何自

在。（哥林多前書 15:8-10）

誇，彷彿不是領受的呢？所以，若有甚麼長
只要我們稍為研究保羅的一生，不難發現自

進、若有甚麼豐盛、若有甚麼能力、若有甚

從他被 主所遇見，無論在早期、中期或晚

麼德行、若有甚麼屬天的智慧，都只能向 主

期，都面對著數不盡的困難，就如受威嚇、

大大的感恩了！

受羞辱、被誤會、受鞭打、下監牢、被石頭
不但如此，當保羅長時期的東奔西跑，並且

打、遭危險、受寒冷、又飢又渴、不得睡

一面傳道一面作工，真的是比眾使徒格外勞

覺、受勞碌及受困苦等等。但是，希奇得

苦；他卻不以為這是他的本領，也不感覺到

很，由始至終，他都勇往直前；這些重重阻

是被虧負，更絕非不幸，乃是 神的恩。

力，一點也無法令他卻步，他總是注視著
「那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了」，對於

今天，恐怕有不少的傳道人，因為教會讓他

「並且反對的人也多」卻不太理會（林前 16:

們負責很多的事奉工作而在那裡整天抱怨！

7-9）；又總是分外殷勤地要完成 主所給的

感到被虧負，甚至萌生去意，常常轉換工

託付，也沒有違背那從天上來的異象。究其

場。為何竟沒有想到，能夠為 主格外勞苦，
15

這豈不是 神的恩嗎？同時又需要知道，靠著

又試從馬太福音 20 章 主耶穌所講葡萄園的

神的恩，足夠讓我們去完成看來不能完成的

比喻中，我們也看見一些工人得到家主的雇

事。

用，才能在不容易找到工作的情形之下有了
進入葡萄園作工的機會，但可惜他在比較及

今天，恐怕也同樣有更多的弟兄姊妹，因為

貪婪之下，竟失掉了「蒙恩的感受」，引來

教會讓他們負責很多的事奉工作而在那裡心

家主的不悅，讓自己由一個「在前」的人變

有不甘！抱怨為何別人不用作，而偏要他們

成一個「在後」的人；在 神的恩中墜落了!

作那麼多，所以，常常聽見有人越來越不起
勁，甚至辭職，真是可惜！完全誤解了為 主

我們豈可不引為鑑戒麼？

勞苦的意義！為何竟沒有想到，能夠為 主格

林澤揚

外勞苦，這豈不是 神的恩嗎？
對於有信心的人、愛 主的人、認識 神恩典
的人，為 主的勞苦是不會徒然的。（林前
1 5 : 5 8 ）非有信心，人無法甘心地為 主勞
苦；非有愛 主的心，人無法經歷為 主勞苦
的果效；非認識 神的恩，人無法在事奉上大
大蒙恩。甚願以此共勉！
有些事情是寶貴的，但「蒙恩的感受」最寶
貴；有些事情是不可失的，但「蒙恩的感受」

代禱事項

最不可失。
試從馬太福音 18 章 主耶穌所講饒恕七十個

1. 為主親自引領了學院的每一步而感恩！我

七次的比喻中，我們看見一個欠了主人一千

們仍然需要祂的引導，讓我們多多經歷主

萬銀子（註：等於六千萬錢銀子 / 工人一天

的扶持及同在。

的工價是一錢銀子 / 這樣的數目是永遠無法
2. 為新學年有新的恩典代禱，求主成為師長

還清的）的僕人，他怎樣蒙了極大的恩典，

及同學們的力量；又特別幫助每一位新同

他的債項被完全免了，照理應該因著恩典十

學。

分感動；但是當他快速地失掉了「蒙恩的感

3. 求主使用晚間延伸課程，讓各參加者得著

受」之後，成了一個不肯饒恕的人，令人憂

屬靈的造就。

愁、令主人大怒、也使自己長久陷於痛苦和
羞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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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是來自旺角平安福音堂的呂詠雯姊
妹，姊妹於香港科技大學完成 MASTER OF
PHILOSOPHY IN CIVIL ENGINEEING ，入
學前任職渠務署見習土木工程師
第四位是來自尖沙咀平安福音堂的葉慧賢
姊妹，姊妹於香港教育學院完成小學學位
教師課程，入學前於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

學院消息

念小學任職教師

1. 感謝神！學院已經如期於九月初在新院址

第五位是來自尖沙咀平安福音堂的劉英姿

開始新年度的課程，由於裝修工程仍在進

姊妹，姊妹於香港管理專業協會完成

行，不免受到某程度的影響。但師生們都

ADV.DIP.IN COMPUTER & I.S.，曾在IBM

存著感恩的心面對新環境，靠著主的幫

CHINA / HONG KONG LIMITED任職SYSTEM

助，已逐步適應下來，相信必會漸入佳

OPERATOR SPECIALIST

境。

3. 本期的「信徒委身研經會」定於十月十六
日「星期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假九龍尖

2. 學院在新年度共有五位新同學，以下是他

沙咀平安福音堂舉行 (九龍尖沙咀漆咸道

們的簡單介紹：

87 -1 05 號百利商業大廈 5 樓) ，題目是

第一位是來自深水埔喜樂福音堂的王志沛

「分辨能力」講員為吳主光先生，歡迎各

弟兄，弟兄於樂善堂王仲銘中學畢業，入

位弟兄姊妹出席，不用預先報名。

學前曾在Hercules Network Systems Co.

4. 本院講師黃偉文先生由於教會事奉工作繁

Ltd.任職 Technical Support

重，由本學期起離職；本院特別感謝主的

第二位是來自基督中心堂的趙淑芳姊妹，

僕人多年來的勞苦及擺上，願望主繼續引

姊妹於STATE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領他前面的事奉。

(U.S.A) 完成 BACHELOR OF BUSINESS

5. 感謝神，為學院預備了謝貴枝弟兄在本學

ADMIN.，曾於 WARDROBE FASHION CO.任

年的第二學期到學院任教「教會歷史」的

職 MARKETING MANAGER

課程，願主使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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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龍青山道 64 號名人商業中心 12

晚間延伸課程

樓(即寶血醫院對面)

(2)「末世論研究總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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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吳主光先生

學院 27661189(詳情請閱報名表)

本課程是「末世論研究總論( 一) 」的延

1. 歡迎主內肢體報名

續，本課程是講論全本聖經有關末世信息

2. 所有課程必須於開課前兩個工作天報名，

的大圖畫，涉及全本聖經許多書卷的總
解。關於末世論，雖然有許多派別，但專

並附上按金才可作實
3. 沒有報名者，當天的筆記將未能即時提供

事研究聖經的不多。我們將以聖經作為根

4. 所有課程時間為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半

基，指出各派錯在那裡；我們又純粹以聖

注意：新生必須先遞交已有聚會教會負責人

經所提供的資料，將末世論的程序畫成大

簽名的表格。所有延伸課程不接受新

圖畫，使末世論的觀念更清晰。這是難得

生即場報名

的一科，適合對末世論有根基的傳道人及
信徒參加，對末世論從未有研究過的不適
合。

(1)箴言(二) 講員林澤揚先生

地點：尖沙咀平安福音堂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識至聖

漆咸道87-105號百利商業大廈5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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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3367602

們活出一個豐盛的人生。沒有從神來的智

日期：10 月 17,24,31 及 11 月 7 日
（四個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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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出埃及記(二)

想，好叫能得著一個智慧的心，在一起研

講員劉智明先生

日期：10 月 20,27,及 11 月 3,10 日

讀的時候有所領受。上一次未能讀完，這

（四個星期四）

一次我們將會再來看另一些專題及一些難

地點：信望愛福音堂

題。
已參加過箴言研讀(一)者請加緊背誦已派

九龍青山道 64 號名人商業中心 12

發的有關經文內容

樓(即寶血醫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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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全

訓

練

晚間延伸課程報名表
請在下列方格 3 所選科目

神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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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SA0035

姓

*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弟兄/姊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講員林澤揚先生
 箴言(二)
10 月 4,11,18,25 日(四個星期二)
信望愛福音堂舉行

*
*
辦公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住宅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是新生沒有學號 / 我是舊生學號 NF________________

 末世論研究總論(二) 講員吳主光先生
10 月 17,24,31 日,11 月 7 日(四個星期一)
尖沙咀平安福音堂舉行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員劉智明先生
 出埃及記(二)
10 月 20,27,及 11 月 3,10 日(四個星期四)
信望愛福音堂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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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報名者選擇以下項目並在方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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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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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負責人事奉崗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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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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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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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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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最近的四年內累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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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秩序
1. 不要在課堂上飲食，如有需要可在副堂內進食
2. 如需發問必須舉手，並按講師指示才發問
3. 不要隨意改動冷氣、燈、檯及窗的設定，如有需要時可
聯絡講師或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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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金可同時報多個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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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152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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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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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塘雲漢街 42 號晨星樓地下 A 室
電話：27661189
電郵：ftcws2001@yahoo.com.hk
傳真：25431101
網頁：www.ftc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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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簡報
收入

信徒委身研經會

奉獻類別

題目：分辨能力
講員：吳主光先生

July, 05

August, 05

個人奉獻

$56,041.00(35 項)

$64,305.00(116 項)

神學生奉獻

$4,000.00(1 項)

$16,000.00(2 項)

校友奉獻

$500.00(1 項)

/

各教會奉獻

$47,100.00(7 項)

$10,307.00(6 項)

電話費退款

/

$42.65(1 項)

總收入

$107,641.00

$90,654.65

支出
定於十月十六日(星期日)
晚上七時三十分
假九龍尖沙咀
漆咸道 87-105 號
百利商業大廈 5 樓
尖沙咀平安福音堂舉行
電話：23367602

支出事項

July,05

August,05

神學生宿舍支出

$26,731.70

$6,300.00

車敬及薪津(連強積金)$17,700.00

$20,700.00

課程支出

$294.50

$31.64

對外奉獻

$15,000.00

$15,000.00

膳費

$109.00

$260.80

郵費

/

$4,036.60

宣傳及印刷

/

$6,465.00

購置院舍(供款)

$41,030.00

$20,974.00

維修保養

/

$24,500.00

保險

$4,302.00

/

差餉 / 地租 / 管理費

$5,920.00

$1,430.00

搬運費

/

$6,000.00

其他

$8,089.80

$4,703.90

裝修費用

$100,000.00

$300,000.00

總支出

$219,177.00

$410,401.94

-$111,536.00

-$319,747.29

總入減總支出

以上數據乃初步計算，暫未經核數師核數

歡迎弟兄姊妹踴躍參加
毋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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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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