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lished by
Full Training for Christian Workers Seminary

本報編輯：吳主光弟兄
Editor : David CK Ng

院址：香港九龍觀塘雲漢街 42 號晨星樓地下 A 室

Flat A, G/F, Morning Star Mansion

42 Wan Hon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K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ftcws2001@yahoo.com.hk

網址 http://www.ftcws.org

電話 Tel:2766 1189 傳真 Fax:2543 1101

顧問：吳主光弟兄 (David C.K.Ng)

電郵：ngchukwong@pechurch.bc.ca

院長：黃永祥弟兄 (W.C.Wong)

電郵：wwcpc@yahoo.com

院長：林澤揚弟兄 (C.Y.Lam)

電郵：cylam43@yahoo.com.hk

秘書：簡佩華姊妹

電郵：ftcws2001@yahoo.com.hk

董事：吳主光弟兄、黃永祥弟兄、林澤揚弟兄、張主壽醫生、

林兆源弟兄、梁永泰弟兄、張潔姊妹

培 靈 信 息
今 天 仍 要 守

第四誡？

最近在網上有人不斷宣傳「當守第四誡

──安息日」。並且提出挑戰，如果有

人能從聖經證明、神已經取消了第四

誡，可領得一萬美元獎金。本文不是為

要領取獎金，乃是為要挽救許多被迷惑

的人。從前「基督復臨安息日會」已經

被定為異端，現今又再有人起來重新強

調必須「守安息日」，要引誘信心不堅

固的人跟從他們。

安息日的起源：神歇了他的工

論到「安息日」，首先我們要明白它的

希伯來原文是“shabbath”，其對等譯

字是“C E A S E ”英皇欽訂譯本譯作

“rest”，中文應該譯作「安息」，而不

是「安息日」，因為沒有「日」的含意。

不過，當這個詞用來形容日子之時，就

可以很洽當地譯為「安息日」。但這詞

原本的重點不在「日子」，乃在「安息」

或「休息」。

根據創世記的記載：「到第七日、神

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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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

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

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2:2）這

是「安息日」的最早根據，後來摩西設立安息

日之時，解釋說：「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

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

安息日，這一日……無論何工都不可

作，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

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

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出20:9-11）神要人只可作六日工，第七日

必須安息，意思是准許人用六日時間關心自

己肉體吃喝的需要，但第七日就要休息，用

這日來親近神，好關心自己靈性的需要。神

為加強安息日的觀念，特別答應以第七年為

「安息年」，這年全年都不需要耕種，地會自

長糧食給他們；又以第七十個七年的次年為

「禧年」，即使第四十九年和第五十年，兩年

時間不需要耕種，地會自長糧食給我們。這

是為賞賜那些有信心，樂意親近神的人，減

少他們「汗流滿面才得糊口」的咒詛；可是，

人若沒有信心，硬要日日作工，他其實是落

在這咒詛中，非勞苦不得糊口。

本來，守安息日親近神就可以減少咒詛，這

是一種賞賜，因此它不是屬於「命令性質」。

但等到以色列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下組織成

國，有耶和華神作他們的王之時，神就將守

安息日歸入「十誡」的第四誡，成了「命令」

或「國法」──以色列人若不遵守，就要處

死。到了耶穌時代，猶太人受羅馬人統治，

不再成國，「十誡」也就不能成為國法，猶太

人不能因為人不守安息日而殺死他。可是，

當時的法利賽人為摩西律法熱心，見耶穌常

常在安息日裡作工，就想要殺他，因為猶太

人將「安息日」變成死守的規條，不再是神賞

賜給人的「休息」。猶太人認為安息日甚麼工

都不可作，連行善、救命，都不可作，結果

社會上一切的活動都要停止了。兩約中間時

代，敵人常常在「安息日」攻打他們，他們連

拿刀來保護國家也不敢。

新舊約的轉變

規條化、儀式化、律法化，是以色列人敗壞

舊約的主因。瑪拉基書詳細講解舊約因何結

束，指出祭司藐視主的名、藐視神的祭壇、

藐視神的桌子、藐視祭物、藐視律法、藐視

神所立的約、藐視神的性情……、嗤之以

鼻。所以神說：「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

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

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

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

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那些日子以

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

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

的子民。……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認識我。」（耶31:31-33）希伯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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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說:「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

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

了。」（來8:8-13）

所以，主耶穌向那個撒瑪利亞婦人傳道，

說：「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

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

冷。……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

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

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

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 4 :

21-24）所謂「用心靈和誠實」（spirit and

truth），其實是不用耶路撒冷聖殿裡一切屬

「影兒」性質的祭禮，只用這些祭禮所含的

「靈意」和「真理」。這些「靈意」和「真理」

都是預表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

贖恩典。主耶穌提出一個很強的理由，就是

因為神是個「靈」，所以不用屬物質的祭禮來

拜他，乃要用其中所含的「靈意」和「真理」

來拜他。這就是「新約」和「舊約」的分水嶺。

這一點真理，比任何其他解釋更重要；比十

誡更重要；比舊約聖經任何經文的教訓更重

要。有了這個解釋，其實我們不再需要其他

解釋，單單是這一個解釋就已經足夠了。事

實上，自從主耶穌講了這句話之後，不久就

看見聖殿被毀，猶太教和一切禮儀，全都被

廢。新約教會開始一個全新的方式敬拜神。

如果神的旨意，連聖殿、約櫃、所有祭物和

供物、所有律法禮儀，都廢掉（其實是由主

耶穌成全），請問，為甚麼要保留「第四誡：

守安息日」不廢棄呢？

律法都由主耶穌成全了

其實「當守安息日」這問題，主耶穌將其「靈

意」和「真理」解釋出來，說：「凡勞苦擔

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

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

必得享安息。」（太11:28-29）主耶穌這話

很清楚，安息不是「守」的，而是「享」的；

真正享安息不單單是放下重擔，還要與主一

同負軛、擔主的重擔，意思是，與主一同作

聖工才是「心裡享安息」的秘訣。「心裡享安

息」的說法，分明是針對猶太人「守肉體的安

息」，因為他們雖然守安息日，卻沒有享受

到真正的安息。

安息日的改變，很清楚是因為「舊約」改為

「新約」；「影兒」性質的祭禮改為「實體」性

質的靈意；「預表」性質的律法改為「成全」

在主的救贖工作上。這一點是主耶穌在世

時，花了許多工夫去糾正猶太人的觀念。就

如主說：「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

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

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

全。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

一條、又教訓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

為最小的，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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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我

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

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太

5:17-20）

主明明說不是要「廢掉律法」，乃是要「成

全」。我們明白聖殿、祭壇、洗濯盆、陳設

餅、金燈台、金香壇、幔子、約櫃、施恩

座、五祭、節期、潔淨的條例……全部都由

主的救贖工作來「成全」；請問、「第四誡：

守安息日」又怎樣成全在主身上呢？請注

意，「安息日」原文沒有「日」的含意，只是

「安息」而已。主指出：「凡勞苦擔重擔的

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主是藉他自己來使我們得安息，不是

要我們「守」安息日來得安息，這就是主「成

全」的辦法了。死守安息日，就是「法利賽人

的義」；靠主得安息，就是「勝過法利賽人的

義」，這是何等清楚的真理？

主向猶太人解釋安息日

主耶穌明白「安息日」的原意，所以主一直在

安息日裡作聖工，完全不懼怕猶太人反對

他、為安息日的緣故想要殺他。他知道，如

果不糾正猶太人對「安息日」的錯誤觀念，就

無法叫他們明白「新約的救恩」。研究四福

音，我們看見主多次為自己在「安息日」裡作

工，作出非常精彩的解釋。就如：

１ 大衛吃了不可吃的陳設餅，為甚麼不指控

大衛呢？──門徒在安息日裡掐起麥穗來

吃，法利賽人看見，就對耶穌說：「看

哪！你的門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

了。」耶穌對他們說：「經上記著，大

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做的

事，你們沒有念過麼﹖他怎麼進了

神的殿，吃了陳設餅，這餅不是他

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獨祭司

才可以吃……。」（太12:3-4）

２ 為甚麼祭司在殿裡可以犯安息日呢？──

「……律法上所記的，當安息日，祭

司在殿裡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

你們沒有念過麼﹖但我告訴你們，

在這裡有一人比殿更大」（太12:5-6）

３ 你們在安息日裡救一隻羊，我為甚麼不可

以在安息日裡救人呢？──「那裡有一

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說: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

是要控告他。耶穌說:『你們中間誰

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裏、不

把他抓住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

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

的。』」（太12:10-12，參路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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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安息日為人設立，你們竟為安息日對付享

安息的人麼？──「（主）又對他們說: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

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

的主。』」（可2:27-28）

５ 你們在安息日解驢去飲，我為何不可以在

安息日裡釋放這被捆綁十八年的女人呢？

──「假冒為善的人哪！難道你們各

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驢、牽

去飲麼？況且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

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

不當在安息日解開他的綁麼？」（路

13:15-16）

６ 父神從未停過作事，我為甚麼不可以作

呢？──「猶太人逼迫耶穌、因為他

在安息日作了這事。耶穌就對他們

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

事。』」（約5:16-17）

７ 你們在安息日裡行割禮，我為甚麼不可以

在安息日裡醫治人呢？──「耶穌說：

『……摩西傳割禮給你們，因此你們

也在安息日給人行割禮。人若在安

息日受割禮……、我在安息日叫一

個人全然好了，你們就向我生氣

麼？』」（約 7:21-23）

以上七點，很清楚解釋安息日的原意，是為

叫人得安息、得釋放、得恩典；不是為牢籠

人，叫人按規矩死守這日。

節期中的安息日是「另外一日」

其實以色列人不明白安息日的真正意義，以

致破壞了安息日，神就藉著基督耶穌，另外

設立一個「心裡享」」的屬靈安息。這一點，

其實在舊約的七節期中，早已隱藏著這個奧

秘。原來猶太人有兩種安息日，第一種是

「七日的第七日」，是常規性的安息日；第二

種是「節日中的安息日」，是非常規性的。我

們知道，神吩咐以色列人守七節期，不是為

「記念」甚麼往事；而是為「預言」將來主耶

穌救贖工作的七個程序。就如「逾越節」預表

主被釘十字架；「初熟節」預表主復活；「除

酵節」預表主除去我們的罪；「五旬節」預言

聖靈降臨，傳音傳給猶太人；由三月至七月

這段時間以色列人沒有節期，因為要撒第二

次種，收割第二造禾，這是預表福音傳遍天

下，因此，七月一日的「吹角節」預表教會復

活被提，因為收割禾稼入倉；七月十日的

「贖罪節」預表以色列在大災難中全家悔改得

救；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的「住棚節」預表

以色列人在千禧年得復興，那時他們守住棚

節，記念自己在各國中飄 流二千多年。

請讀者留意，利未記記載這些節期的時候，

每一個節期都特別註明，那一日要定為「聖

日」，而且「甚麼工都不可作」，意思當然是

以那一天為「安息日」（參利23:39, 23:5-7,

23:34, 23:39, 23:16, 23:24, 23:27）。這

些特殊的「安息日」並不是七日的第七日，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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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隨節期的日子，不論是第幾日也好，都變

成「安息日」。其中我們要特別注意「初熟

節」，經文說：「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

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這月十五日、

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喫無酵

餅七日。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

工都不可作。……、你們到了我賜給你

們的地、收割莊稼的時候、要將初熟的

莊稼一捆、帶給祭司，……祭司要在安

息日的次日、把這捆搖一搖。」親愛的

讀者，這在「安息日的次日」獻上初熟莊稼的

是「初熟節」，這日也是「不可作工的聖日」

──節期的「安息日」。這些特殊的「安息日」

是要告訴我們，真正的安息，並不是「那一

日」問題，而是「在基督的救贖工作裡」的問

題。

在七日的第一日聚會的證據

不錯，初期教會在安息日聚會，因為他們要

向猶太人傳道，他們自己也是剛剛從猶太教

中出來。但是，主耶穌復活的那一天（初熟

節），經文說：「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

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

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

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約 20:19）這

是主復活後門徒第一次聚會，所以後來這日

稱為「主日」（啟1:10）。主張守安息日的人

認為，「主日」就是「安息日」，因為主說：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12:8）。這種說

法明顯不對，因為如果「主日」就是「安息

日」，就無須稱為「主日」，照猶太人和門徒

的舊習慣，稱之為「安息日」已經夠了；如果

改稱為「主日」，反而會混淆。但主復活的日

子稱為「主日」就很有意義了，因為這日是

「初熟節」，是為預言主復活而有的。再者、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這句話不是為強調「安

息日」而說，乃是為解釋，主有權在安息日

裡治病而說，因為安息日的真正意義由他來

定。

此外，使徒行傳又清楚告訴我們，教會通常

都改到「主日」聚會，就如保羅臨離開特羅亞

之前，為教會講道，講到天亮那一次，經文

說：「七日的第一日、我們聚會擘餅的

時候、保羅因為要次日起行、就與他們

講論、直講到半夜。」（徒 20:7）我們又

看見保羅勸勉哥林多教會，應該在聚會時收

集捐項，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

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

的時候現湊。」（林前 16:2）值得注意「每

逢」這兩個字，表示他們是經常在七日的第

一日聚會的。

教會改在「主日」，或七日的第一日聚會，可

能因為猶太人將信主的基督徒趕出會堂；基

督徒被趕出會堂之後，就組織自己的會堂。

可是，往往一個地方的基督徒不夠人數，他

們就跑到另個城去，與那裡的基督徒聯合組

織會堂。這樣，他們必須走遠過一公里──



7

安息日可走的路，這是猶太人嚴嚴禁止的，

為了避免激怒猶太人，基督徒漸漸改在七日

的第一日聚會，並且稱之為「主日」。這是可

以理解的。

保羅對安息日的解釋

任何細心讀聖經的人都知道，保羅一生為

「因信稱義」的真理，與守律法的猶太人厲害

地爭辯。保羅建立加拉太四間教會，猶太人

就加以破壞，告訴這教會的信徒，不受割禮

不能得救。保羅對加拉太教會說：「我保羅

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

益了。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的

說，他是欠著行全律法的債。你們這要

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

中墜落了。我們靠著聖靈，憑著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義。原來在基督耶穌裡，

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

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加5:2-6）保

羅認為，若強調割禮，就「欠著行全律法的

債」；同理，人若強調守安息日，也是「欠著

行全律法的債」，因為人要靠律法稱義，就

是靠行為稱義，這樣，除非他的行為百分之

百沒有犯過任何律法，他才不被定罪。

再想一想保羅這句話：「全律法都包在愛

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加5:14）保

羅的意思是，摩西五經共有六百多條律法，

但這些律法的「總意」只不過是「愛人如己」

而已。請問，這六百多條律法，是否也包括

第四誡「當守安息日」呢？若然，是不是表

示，「守日」其實不重要，「愛人愛神」才是

守安息日的總意呢？

我們知道，按聖經的用詞，「律法」一詞已經

包括舊約三十九卷書、和五經裡的一切祭禮

規條，當然也包括守安息日這第四誡。保羅

指出：「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

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

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

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

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

是，或以為非。」（羅2:14-15）然則，如

果安息日是不能不守的話，外邦人怎樣按自

己「是非之心」來守律法呢？

保羅又說：「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

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

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

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羅3:20-21）這樣說來，神的義在律法以外

顯明出來，是不是表示，也在「守安息日」這

第四誡以外顯出來，表示人稱義與守安息日

無關呢？

保羅給「律法」界定得很清楚，他說：「律

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羅 5 :

2 0）「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

的都得著義。」（羅10:4）「愛是不加害與

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羅 13:

1 0）「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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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義。」（加2:16）……這些經文一致地指

出，「律法」、包括十誡和一切祭禮，都與人

稱義無關；只要人按愛心行事，他就等於行

全律法了。這是說，守那日為「安息日」與稱

義無關，只要人愛神，常常親近神，就等於

守了安息日了。如果第四誡「守安息日」是那

麼重要，為甚麼耶穌說：「你要盡心、盡

性、盡意愛主- 你的神。這是『誡命中

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呢？為甚麼主

認為加上「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就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呢（太

22:35-39）

保羅清脆地，以一句話就將舊約和新約劃分

開，他問加拉太教會那些被猶太教分子迷惑

的信徒說：「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

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

福音呢？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

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

（加3:1-2）「守安息日」就是靠肉身成全，因

為不明白靈裡靠基督得享安息才是神真正的

旨意。如果我們承認「信福音就得救」，若加

上必須「守安息日」，就像加拉太人一樣「無

知」了。保羅要勸勉這樣無知的人說：「從

前你們不認識神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

不是神的作奴僕；現在你們既然認識

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怎麼還要

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

奴僕呢？你們謹守日子、月分、節期、

年分。我為你們害怕、惟恐我在你們身

上是枉費了工夫。」（加4:8-11）

希伯來書的解釋

解釋「安息日」最清楚的經文，莫過於希伯來

書第四章二至十一節。讓筆者在這段經文以

括號來加上註釋，好讓讀者一面讀，一面容

易明白。作者說：

「因為有（得安息的）福音傳給我們，像

傳給他們（以色列人）一樣；只是所聽見

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沒有信心

（就是相信屬靈層面的「安息」的信心）與所

聽見的道調和。但我們已經相信（屬靈

安息）的人、得以進入那（屬靈的）安

息，正如神所說：『我在怒中起誓說：

他們（在曠野不信的以色列人）斷不可進入

我的安息（以地上的迦南來比喻屬靈的安

息）！』其實（論到第七日安息，原出於創

世記。）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

全了（完成了，因此、從創世至今，神都在

享安息）。（因為）論到第七日（這個安息

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

一切的工（神安息了，所以人隨時都可以到

神面前來、與神同享安息）。又有一處

說：他們（不信的以色列人）斷不可進入

我的安息（不得進入神歇工之後所享受的安

息）！（這句話暗示有一個可以進入安息的應

許。這樣、）既有（定規）必進安息的人，

那先前聽見（享安息的）福音的（以色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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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不信從，不得進去（不能進入

神自己的安息）。所以（以色列人雖然入了

迦南，）過了多年（，以色列人仍未進入屬

靈的安息），（所以神後來）就在大衛的書

上，又限定一日（讓相信的人可以進入安

息。就是神藉節期所預表的安息；也是在基

督裡、享受心裡的安息），如以上所引的

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像

不信的以色列人那樣）硬著心。若是約書

亞（希腊原文是「耶穌」，但因為這裡指著

那些不信的以色列人說，所以應該譯作「約

書亞」，因為「約書亞」是希伯來文的譯音；

「耶穌」和「約書亞」兩者在意義上是相同的）

已叫他們（以色列人）享了安息（他們雖

然入了迦南，但仍未享受到靈裡的安息），

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另一個安

息）了。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這句話原文只是「必另一個安息」）為神的

子民存留。因為那進入（真正屬靈）安息

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若未歇工，就未

進入安息，參啟14:13），正如神歇了他的

工一樣。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

（天上屬靈的）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

信從的（以色列人的）樣子跌倒了。  」

（來4:2-11）

從以上的經文來看，作者將兩種「安息」比

對：七日的第七日「安息日」比對靈裡享的安

息；迦南的安息比對天上屬靈的安息；約書

亞叫以色列人享的安息比對大衛所提另一個

安息。換言之，作者認為一切屬地的安息，

不是真安息，因為未「歇自己的工」；真安息

是屬靈的、心裡享受的、在主裡的、天上

的，因為「歇了所有的工」。

按常理來解

我們大致上已經將「安息日」的真理說明了。

其實，只要我們從常理來想，也一樣會明

白。請問，神怎會叫我們只守一天安息日，

而不是要我們守七天安息日呢？這樣一問，

答案就出來了，因為如果要守七天安息日，

我們就沒有時間作工賺錢糊口，我們就會餓

死。這是說，守安息日只是針對地上的工作

而設；而且這誡命的重點是在「守」，不是在

「享」。但是，神的計劃原是要我們享七天安

息。在伊甸園裡，亞當是天天享安息的；只

是後來亞當犯了罪，被神趕出伊甸園，人類

才須要耕種，汗流滿面而得糊口。但神開

恩，賜人七天有一天安息。我們在基督裡已

蒙赦罪，這樣我們在靈裡天天享安息，是應

該的；將來我們復活，被提到天上，連我們

的肉體也歇了一切的工而安息了，所以在天

上我們也是天天享安息。啟示錄十四章說得

好，經文說：「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

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

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

己的勞苦，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啟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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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享不到安息，全因為他們靠自己的努

力去「守」，不是「享」，因此，他們破壞了

舊約的安息，神另外立一個安息，就是在基

督裡享受屬靈的，屬天的安息。如果有人還

是鼓勵我們必須「守安息日」，他就是把我們

捆綁在猶太人已經敗壞了的舊約裡，這人就

是異端，神的兒女們，千萬不要與這樣的人

交往。

吳主光

獻 上 身 體 作 活 祭

「所以弟兄們，我以神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神所喜悅

的；不可效法這個世界，祗要心意更新……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羅十二１－２）。

在英文欽定譯本(KJV)，及新美國標準譯本

裏，羅馬書十二章一節的「活祭」是單數的，

為living sacrifice，但是在最近二十年才

譯出的新國際譯本裏（NIV），這「活祭」卻

繙成是眾數，living sacrifices，筆者四年

前研讀這段經文時，發現這個有趣的地方，

究竟是那一個譯本的譯者，連單雙數都弄不

清楚，還是裏面有乾坤？

仔細研讀之下，得出如下結論；眾所週知，

英皇欽定本及新美國標譯本，是以文字繙文

字的方式(word to word)來繙譯，所以若原

文以單數寫出，在這類譯本中就會以單數出

現，這種繙譯方式，叫做Literal Method，

可是因為不同語言的結構問題，有時這種繙

譯方式，導至讀者容易誤解該段的意思；而

新國際譯本因為在這些特別的地方處理時，

會採用Dynamic Equivalence方式來繙譯，這

方法的譯者會注意到，該語言群體讀這經文

會讀到甚麼意思，是否與原文的意思吻合？

所以在繙譯上就會有一點不同，那一個譯本

比較好，就要看所繙的是那一節經文，不能

一概而論，定規了那一個譯本最好。

有些傳道人，解釋單數的意思，認為是表示

基督與我們作為一整體（單數）獻上給神作為

一個活祭，所以為單數，這是對英譯本的文

字意思有誤會，其實連欽定本的意思，都是

說每一個人為「一個祭」，並非全部人合起來

為一個祭的意思，所以筆者相信，當八十年

代，新國際譯本繙譯的時候，就是要避免有

人這樣解錯這段經文，所以用文字的方式，

限制了解錯經的可能，當他們將經文中的原

文單數繙成英文的眾數時，解釋便祗剩下一

個，那就是「我們眾人獻上為多個活祭（眾

數）」，意即我們自己每個人本身獻上，是一

個獨特的「活祭」，與他人的奉獻沒有關連，

那末，就產生如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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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奉獻不是神學及理論的問題，不是我

們的奉獻是否在神學上與其他人相連，成為

一個「總」活祭獻給神；實際上，基督也不能

與我們成為一個「活祭」，因為基督是「死在

十字架上」，是一個完全死去的祭，去完成

了舊約聖經的預言；今天「活祭」明顯是指

出，我們每一個人是一個祭，其他人奉獻與

否，與我們自己是否獻上為活祭，除了鼓勵

性及榜樣性之外，不應有任何關係，就算其

他人不奉獻，不為主而活，我們也可以將自

己獻上，為主而活；這個道理對現今的世代

很有用，因為現今的世代中，很多人說奉

獻，都是「叫別人奉獻」，自己卻拼命去追求

世界上的名利，甚至是「教會界」中的名利，

很多信徒或傳道人，看見一些名牧這樣的行

徑，於是就產生沮喪及「跌倒」了，就回去追

求世界了；羅馬書這節經文中，保羅這樣

寫，是教我們知道，奉獻是我們自己的事，

你不要去看別人，看別人你就會有被絆倒的

可能，實際上，在世界上，天天有人因為別

人而被絆倒，看見太多人，一面講人的不

是，自己「所行的」卻和別人一樣，所以很多

人的奉獻因此被冷卻，甚至從此不再願付代

價跟從主，不過，若你明白，不理會別人是

否真誠奉獻，你就是持守學習真誠奉獻，那

末你就知道甚麼是獻上自己作活祭了，那是

你對基督的愛，對「神的慈悲」的回應，與別

人的行動無關，你也不會看別人是否真誠奉

獻，你才作出奉獻自己作活祭的決定，這樣

你的人生就會不容易被人絆倒了。

第二，奉獻是事奉的基礎，事奉是否有實

際，就要看我們是否有真實的奉獻，沒有奉

獻自己的心，就談不上事奉，在十二章１節

那裏，將「獻上為活祭」說成是「如此事奉」，

換句話來說，要有「如此事奉」就必須「獻上

自己，當作活祭」，事奉是外表的行動，獻

上是裏面的實際，有事奉不一定是奉獻，反

過來說，一個個人將自己獻上，那不論事工

是否多少，他已經在事奉的實際裏；假若一

個人在教會中，在基督教界有很多「事工」，

但他是為著自己的，並不是獻上為著主的，

那末他的所謂「事奉」，實際上是工作，是表

面的活動而已，而那並不是事奉，因為他並

沒有奉獻的實際，我們的神的眼睛是「遍察

全地的」，我們的主，聖經上說「眼睛如同火

焰」，是甚麼都看得到的，希伯來書四章說

「原來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面前，萬

物都是赤露敞開的」，祂甚麼都看見，祂不

僅看見我們工作的外表，更看到我們事奉的

實際，所以我們每一個說事奉主的人，都必

須留意我們是否有事奉的「生命」，在主耶穌

的教導裏，他說「當那日，必有許多人說，

主啊主啊，我們不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

名趕鬼？奉你的名行許多異能？」主要說「你

們這些作惡的人，離開我去罷」，弟兄姊

妹，你看到了嗎？主認為祗有外面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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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不足夠的，你今天說有事奉，但你

生命的光景是怎樣？你能說你的生命是「良

善」，你的工作是「忠心」嗎？

第三，事奉是「理所當然的」，雖然主從來都

沒有強迫人去跟從祂，可是，在道理上，獻

上自己、事奉主是「理所當然的」，這理所當

然，在繙譯上有一點巧妙，在很多英譯本，

都繙作this is your spiritual service of

worship，意即「這是你們說敬拜神的人的屬

靈事奉」，又可意繙成「你們說你敬拜神，那

你就當這樣事奉」，與和合本最相似的，就

是英皇欽定本，which is your reasonable

service，「合理的事奉」，每一個譯本，若

解釋小心，都會得到相似的意思，就是「若

我們說我們是敬拜神的，獻上自己服事神就

是應該的」，因為主為我們的緣故，釘死在

十字架上，所以，獻上自己是「理所當然

的」；這裏經文說，「我以神的慈悲勸你

們」，那語氣實在是太溫柔，太客氣的了，

保羅對著提摩太的吩咐可沒有那末的溫柔，

他說這個他的「真兒子」說：「我在神面前，

並在將來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

著祂的顯現和祂的國度囑咐你，務要傳道，

無論得時不得時，總要專心，並用……」（提

後四１－２），這就是理所然的意義了，保

羅憑著主的權柄吩咐提摩太要傳道，那是沒

有得選擇的，其實做基督徒就是要事奉主、

要傳道，這應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沒有權利

可以選擇的了，我們每一個神的兒女都要順

服的，所以保羅在羅馬書十二章１節處，其

實可以說「我以神的權能命令你們，將身體

獻上」，那沒有甚麼不對；如此說來，那末

為甚麼保羅在羅馬書十二章１節卻是「勸」的

那麼的溫柔？理由當然很簡單，提摩太是

「已經奉獻的傳道人」，他應當是明白事奉主

是理所當然的了，可是對於羅馬的基督徒，

保羅就希望他們從「初階」學起，為甚麼要獻

給主，事奉主？因為主對我們確實是「慈

悲」，祂將自己掛在十架上，那能不使我們

感激？當我們對主的愛感激時，奉獻及事奉

就來得「理所當然」了，所以當我們事奉神

時，我們不應期望，有人對我們說「謝謝」，

因為那是理所當然的，若有人對我們說謝

謝，那是「客氣」，「欣賞」，並不是應有的

回報，因為當主耶穌在世的時候，也很少人

對他說謝謝。

第四，保羅說事奉主，獻己給主必須是「聖

潔的」，這是用比方的方式說到事奉，在舊

約的時候，祭牲是要被殺死的，但獻祭的人

要帶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牛或公羊，這就是舊

約連到新約「聖潔」的意思了，事奉主的人，

要過聖潔的生活；奉獻的人，也要過聖潔的

生活；今天很多教會聘請傳道人，主要看他

的恩賜，才幹與學位，很少詳細察看他的生

活，慢慢的，也漸漸越來越少的教會的領

袖，生活及個人品德也夠得上神的心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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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謂領袖，一口兩舌，像提摩太前書所說

的“Double-tongued”，對一個人講這樣，

對著別人又講反面的別樣，像廣東人說「對

著人講人話，對著鬼講鬼話」，那樣的生

活，能被神所驗中及接納嗎？傳道還會有能

力嗎？難怪很多人地位是提高了，能力卻減

低了，甚至像倪析聲弟兄那樣說，「漏的一

乾二淨」，因為我們的生活，一直讓能力從

我們身上流出去，從前有教會中的一些長

者，說「你一開口，能力就從你口中流出去

了」，這句說話聽下去可以有兩個解讀，一

個是你講道，就有能力從你口中流出來，那

是可喜可賀的情況；另外一個解讀，就是你

平日的說話，成為你的缺口，神給你的能

力，全由你的口流去了，以致到你傳講神的

說話時，再沒有能力了，那就可悲了。所

以，無論是全時間，是帶職事奉的弟兄姊

妹，都應當追求過聖潔的生活，雖要知道，

有一天主審判我們，要按我們是否「良善及

忠心」，忠心是指我們的工作，良善是指我

們的生活，若我們生活不「良善」，請問「忠

心」是否真的，筆者傾向反面的看法，有些

人有良善但沒有忠心，可是反過來說，沒有

良善，忠心就是假的，願望主憐憫今天教會

中事奉神的傳道人及信徒。

第五，保羅又說，事奉的人要學習，「不要

效法這個世界」那又是甚麼原因？若從結構

及上下文看，我們會不知道保羅為甚麼在這

裏插入了「不要效法這個世界」這句話，究竟

事奉及獻為活祭與「這個世界」有甚麼關係？

當我們讀經的時候，有時發現有些地方提到

的事情，好像風馬牛不相及似的，可是，既

然出於神的默示，那會有無關之理？所以這

些地方好像不合理，那就是有一個與人的意

見不同的真理，人的意見，是獻上身體服事

神就可以，但神的要求，不是到這裏為止，

神要求我們照祂的方式去事奉，而不是照我

們自己的方式去事奉，更不是照「這個世界」

的方式去事奉祂，所以保羅說「不要效法這

個世界」就是這意思。在今天的教會裏，我

們發現事工已經很多了，不缺甚麼「運動」及

「節目」，缺的是人照著神的心意去服事祂；

人所希望的，是工作發大、人數增加、教堂

更輝煌，但神所要的，是我們與這個世界有

些地方需要分別出來，可是縱觀今日這個世

界，很多工作都已經滲入了世界的元素，人

不再重視「分別」，筆者還記得以賽亞書五十

二章１１節處，說「你們離開罷，從巴比倫

出來，不要沾不潔淨的物，要從其中出來，

你們扛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哪，務要自潔」，

當猶太人蒙恩，從巴比倫可以歸回耶路撒冷

的時候，神吩咐他們的，第一是「不要留戀」

巴比倫，要「出來」，可惜祗有幾萬人回歸，

其他的都願意留在巴比倫做生意，猶太人也

是被擄到巴比倫之後才學回做生意的；對於

願意離開巴比倫回歸的人，神的要求不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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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神要求他們不沾染巴比倫的惡習，

不要「沾不潔淨的物」，這就是「從世界分別

出來」之意，今天教會界最大的問題之一，

可能是「學習世界的模式」，很多教會負責

人，從來不與貧窮的肢體相交，祗與中產或

富有的相交，很多教會所重視的，就是那些

富有的人，至於貧窮的人，越來越少人注意

他們了，這是「世界」的方式，屬主的團體決

不可那樣。

第六，保羅還告訴弟兄們，事奉神不但有消

極的層面（不要效法這個世界），還要有積極

的層面，那層面就是要時常注意神的旨意，

注意神在教會中的帶領，像我所服事的神學

院，每天都不知道有多少新人報讀神學，不

過神每年都供應我們有讀神學的人，若有一

天，神認為神學院已「無用」，神不再呼召人

來我們神學院報讀了，那末我們就應認定，

我們的價值在神的面前已經完了，這就是神

「善良，純全可喜悅的旨意」，若神的旨意是

要我們繼續的服事這個世代，則我們就不必

擔心有沒有人來讀，因為神自己會負責，祂

的旨意是「善良」的，「完全的」，「可喜悅」

的，我們要時常在神面留意，神有沒有新的

帶領，讓我們去領會？我們所事奉的神是活

的，我們的心思卻有時是死的，我們必須時

常去禱告，與主相交，去體會神在我們中間

的旨意，那我們就有「經驗神」（察驗）的機

會了，何等美好。

願這些事奉的再思，再次激勵我們，更好的

事奉主，討祂的喜悅，在一切「善事上」結果

子，使榮耀歸與神。

劉智明

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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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Timothy》雜誌今年四月刊（第23期）

有如下的報導： 眾所週知，「世界基督教協

進會」（WCC以下簡稱「世協」）乃基督教新神

學派的「大本營」，轄下有全世界眾多主流教

會，成為世上除了天主教之外，最龐大的組

織。「世協」每隔七年即舉行一次世界大會，

最近在巴西舉行的是第九屆。每一屆「世協」

都顯露他的異端色彩。還記得第七屆於澳洲

舉行，大會的講員竟然稱「聖靈」為「由歷史

上許多冤魂組織而成的靈」，理由是「聖靈其

實是一種正義感」，所以人若未能聽到「歷史

冤魂的呼聲」，就聽不到聖靈的聲音云，這

是何等褻瀆聖靈的說法。今屆「世協」亦不例

外，他們講論「宣教」，並不是傳揚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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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福音，而是爭取世界和平、經濟公義等

等。大會的中央委員之一 Aram I 這樣說：

「神呼召教會的目的，是要教會將隱藏於其他

宗教中的基督和聖靈分辨出來。」循道會一

位主教Adriel de Souza Maia（巴西「世協」

的主席）又說：「『世協』要對抗各宗教內的

『基要主義』」。今次「世協」大會有一個「專

題講座」是特別為專門教人「通靈術」的

Umbanda精靈教而設的，由一位名叫Mother

Aguida Guiomar Pires的女祭司主持。「世

協」未必完全同意這些講座的內容，但也沒

有糾正，只有協助。講座中，其中一次分享

到「人類的性行為」，菲律濱的 Er l i n d a

Senturias說、如果性行為是在愛和尊重中進

行，在道德上應該是合法的，與婚禮有沒有

舉行無關。……性經驗就是屬靈的經驗，因

為是在相愛和互相尊重的靈裡進行的。這是

非常美麗的經驗，不論你有沒有結婚，也無

傷大雅。來自印度斯里蘭卡東正教的祭司

George Mathews Nalunakkal竟然起來警告，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違聖經教訓，又認為「人

的本性是墮落的，性行為是一種罪行」，他

就大錯特錯。南非的Desmond Tutu 又說：

「神是全人類的神，人不應驅逐認為犯了罪的

人，神歡迎每一個人，為甚麼我們要驅逐他

呢？為甚麼我們認為，凡不是基督徒，就是

異教徒，而加以驅逐呢？我們在神的『巿場』

上，為何趕盡殺絕呢？」晚上，這個講座的

成員為著世界和平，一同向「宇宙之靈」禱

告，由一位佛教僧侶、一位回教祭司、一位

聖公會主教，聯合在台上帶領會眾一同開

聲，向「宇宙之靈」禱告。詳細資料，請參看

如下網頁：http://www.irdrenew.org/site/

pp.asp?c=fvKVfMVIsG&b=1424961

《O’Timothy》的編輯David Cloud表示，他

之所以拒絕靈恩運動，因為他認為，聖經清

楚地教導，聖靈是「真理的靈」。（約16:13,

14:17, 15:27）可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靈

恩運動，我們發現他們處處都不合真理。例

如：從二十世紀初開始，靈恩運動之父

Charles Parham所提倡的「火洗」、「無罪

的完全主義」、「信徒身體得醫治的基本權

利」、「晚雨主義」、「新婦的印記」等，都

是不合真理的。當靈恩運動發展到60年代之

時，似乎完全抹煞真理地接納新神學主義的

聖公會主教、東正教祭司、和天主教主教，

以他們為主內弟兄，只因為他們都說方言，

和一些很脆弱的神學理念。例如1987年舉行

的New Orleans靈恩大會，有四萬多人參加，

包括浸信會、福音派、羅馬天主教。羅馬天

主教早在1967年已經開始說方言，由於一位

神召會執事為他們按手所致。天主教接受了

靈恩之後，並沒有放棄靠聖禮重生的觀念，

還是一樣以教皇為無誤，一樣向馬利亞和聖

人禱告，一樣注重守彌撒。這使我們看見，

靈恩運動竟然更確認天主教的錯謬。



n 美南浸信會最近通過一項守則，禁止新差

派的宣教士「私下用『方言』禱告」，可是，

該宗派的「海外差傳部」Jerry Rankin卻公

開承認，他私下用「方言」禱告了三十年。一

位宣教士David Rogers更表示，他在工場上

常與許多用「方言」禱告的宣教士同工。可

見，這問題在美南浸信會內，是一件非同小

可的事。這些宣教士一直強調、「私下說方

言」與「公開說方言」有別，但是根據林前十

四章，兩種方言根本上就沒有分別。聖經中

的方言，原是為向不信的猶太人作見證，指

出福音開始向外邦人傳開了，但他們還是不

信。（參林前14:20-22, 引自賽28:11-13）

使徒行傳顯示，每一次出現「方言」，都是為

在場的猶太人之故。到第四世紀，教父John

Chrysostom 在書中解釋林前十二至十四章

說：「這幾章的意思相當含糊，但含糊的原

因，其實是我們沒有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

方言已經停止了。寫聖經時，方言還是流行

的，但今天卻再沒有人說方言了。」而且，

聖經時代的真方言是可以翻譯的；今天靈恩

派的方言是一種舌音，無從翻譯，是假方

言。主耶穌一生從未說過方言。靈恩派領袖

在 90 年舉行的印第桑尼亞大會中這樣說方

言：“Bubblyida bubblyida hallelujah

bubblyida hallabubbly shallabubblyida

kolabubblyida glooooory hallelujah

bubblyida ]我照錄音帶記錄下來）。這種

不斷重覆的方言，已經違反了主耶穌的教

訓，何況他們說之時，腦子是一片空白的，

更容被邪靈入侵。

n 今年四月25-29日，全世界各地靈恩派教會

都有代表出席，在「美國羅省阿蘇撒街 312

號」舉行的「阿蘇撒街使命一百週年記念大

會」。例如神召會、四方福音會、在基督裡

神的教會、和靈恩派絕大部份的各宗派教

會。他們認為，他們的靈恩恩賜根源，可以

追溯至1906年在阿蘇撒街爆發的靈恩方言現

象。查靈恩運動原是1901 年，由 Charles

Parham發起的，所以Parham被歷史稱為「靈

恩之父」。當時Parham在美國南部收了一個

黑人學生，名叫 William Seymour ，這個

Se ym o u r 學不會說方言，但非常有興趣。

Seymour後來被羅省一間浸信會聘請為牧師，

但才上任就被教會革職，因為他鼓吹說方

言。Seymour被革職之後，招聚該區許多黑人

來到阿蘇撒街312 號的空置教堂內，練習說

方言，結果Seymour學會了，他所帶動的眾多

黑人也學會了，大家非常興奮，吸引各地的

人都來學。連三藩巿不少靈媒、降神師、巫

師都來參加，聚會極度混亂，群眾大叫、倒

地、尖叫、跳舞、抽筋、說方言、表演雜

技、表演魔術……，混亂到連Seymour也受不

住，他就寫信請他的老師Charles Parham前

來教他控制場面，Parham來了，他講了三天

道，要群眾靜下來。但群眾表示請他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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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極度生氣，在街角租了另一個地方，開

一間教會，一直指摘阿蘇撒街教會，指摘到

死那一天為止。但是，阿蘇撒街的「復興」長

達五年之久，漫延至全世界各地。今天各地

靈恩派教會派代表來慶祝一百週年記念，直

印證他們的靈，就是來自極度混亂的阿蘇撒

街教會了。這次大會有來自 74 個國家的代

表，大會講員也有 1 5 0 位，包括 J a c k

Hayford, T.D. Jakes, Kenneth Copeland,

Benny Hinn, David Yonggi Cho, Jerry

Savelle等。叫大家驚奇的，連Saddleback

浸信會的Rick Warren也被邀為大會的講員。

Warren所屬的美南浸信會是不接納靈恩派人

士為宣教士的，Warren這一次出席這大會做

講員，好像反對母會的決定一樣。讀者可以

想像，美南浸信會裡頭那些保守份子將會如

何嚴厲地責備他了。更何況他所出席的這個

大會，有許多非常錯謬的靈恩派領袖也做講

員？例如：Kenneth Copeland，他認為主耶

穌曾經在地獄裡再出生，又認為所有信徒都

是「小神」，因為每一個人都可以用自己的話

語進行創造。此外還有Jack Hayford，他認

為只要學小孩子說話，就可以說起方言來，

又表示神曾經直接對他說話，吩咐他不要論

斷天主教。Jerry Savelle認為人可以用自己

口中說的話、為自己創造一個世界來居住。

T.D. Jakes則反對三位一體。David Yonggi

Cho（韓國趙鏞基）當主耶穌向他顯現，呼召

他去傳道之時，主耶穌穿上消防員的服裝，

又教導他，禱告必須在內心「看到」將所求的

事物，然後在心中「孕育」它，直到得到為

止。Benny Hinn認為亞當會像鳥一樣飛、又

會像魚一樣游水；又認為他得到這樣的「膏

抹」、是因為曾經看望過Kathryn Kuhlman 和

Aimee Semple McPherson這兩個人的墳墓，

1989年十二月，Hinn又預言同性戀運動將會

在1993或1994年間，被一場烈火所滅，但是

結果甚麼也沒有。這些人都是一派胡言的，

Rick Warren竟然會與他們相交，讀者可以明

白，他的教會增長得如此神速，必定是不合

神的旨意。

n 今年三月二十三日，著名的靈恩派領袖

Oral Roberts因為在家中跌傷了股骨而被送

入院。Roberts是「信心治療運動」的發起人

之一。早在50年代，他主領過多次一萬二千

五百人以上的神醫大會，另外還有數以千萬

計的電視觀眾。他告訴會眾，耶穌以八百尺

高的形像向他顯現，並命令他，如果他在某

月某日之前，不能籌得預期的奉獻，主耶穌

就要取去他的性命。因此，他求會眾救救

他，從速奉獻支持他建造一間醫院。結果到

了日期，奉獻還未足數，但一個開賭場的老

闆奉獻一大筆錢，才「救」了他云。後來他更

吸引人奉獻支持他於1965年建立可容納五千

學生的Oral Roberts University。他所寫

的書銷售數百萬本，影響當時整個世代的靈

恩派教會，葛培理更表示非常讚賞他，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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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他。但是，諷刺的是，他一向認為疾

病不是出於神的旨意。他在 1 9 7 6 年一份

《Abundant Life雜誌》中說：「我知道神至

高的旨意，是要你們有健康……疾病並不是

神所計劃的，也不是出於神的旨意。」（參

《Abundant Life雜誌》1976年九月號“Why I

know God wants to heal you.”文章）當他

風行一時之際，他甚至表示，自己的右手能

摸到「各種病的鬼」，神的能力流過他的手像

電流，甚至像「液體火焰」一樣。但是，他的

神醫已經被許多神的僕人證實是虛假的。例

如 Atlanta 鎮 Pryor 街一間長老會的牧師

Carroll Stegall曾經參加過多次Oral Rob-

erts主持的神醫大會，又花許多時間跟進所

醫好的病人，他作出一個這樣的結論，說：

「我並沒有發現任何絲毫的改變……。Oral

Roberts所到城，並沒有祝福，只有咒詛，因

為許多被醫治的人顯得更痛苦、大會只不過

是喧嘩、大大拆毀頭腦簡單的人的信心。」

（參Stegall 所著，《Modern Tongues and

Healing Movement》一書）。1950年，他在

德撒斯州的Amarillo舉行神醫大會，因為營

幕倒塌之故，有五十多人被送醫院治療。

1951年在Atlanta神醫大會中醫死了一個商

人。1955年他在拿加大的Calgary當場醫死

了Jonas Rider。1956年，Mary Vondersher

在他的神醫電視節目中宣稱自己被醫好了，

但十二小時後，她突然暴斃。1959年，在加

州Oakland他的神醫大會中，一個男士又當場

暴斃；在北卡羅連納州的Fayetteville，又

有兩個人在神醫大會中暴斃。1984年，Oral

Roberts 自己第十個孫女，出世後兩天就死

了，當時有成千上萬的人用他所教導的「信

心話語」來代禱，仍然無效。1992年十月和

1999年二月，Oral Roberts兩次因為心臟心

被送入院治療。這許多證據，都一致地證

明，靈恩派的神醫都是虛假的；那些說是醫

好的人，都在作假見證。靈恩派最壞的是不

誠實，或只報喜，不報憂。正如聖經說：

「聖靈明說，在後來的時候，必有人離棄真

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靈和鬼魔的道理。這

是因為說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良心如同

被熱鐵烙慣了一般。」（提前4:1-2）

神 學 院 院 訊
文　　章　　分　　享

愛 惜 光 陰 的 再 思

詩篇 90：10，12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

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

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求

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

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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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19:98     　
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

智慧。

詩篇 119:130    　
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

達。

傳道書 12:1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

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

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

以弗所書 5:15-17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

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

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如何。

曾經在第 21 期的整全報上，與各位思想過

「要愛惜光陰」的題目。事實上，這題目對每

一個人都十分切身，值得經常談論，也需要

彼此勉勵。

在上一次，我們論及生命的短暫、愛惜光陰

的定義、世代邪惡的現象、主來的日子近了

等內容。在這一次，我們要嘗試來思想到如

何愛惜光陰？

1 要趁著年幼記念造你的主

請問，你有否思想過：神為何仍然給我們

一些年日？我們為何仍然活著？豈不是為

了記念祂嗎！所以，不要等到衰敗的日子

來到之時、也不要等到發現患上重病之

時、更不要等到生命開始倒數之時，才來

考慮記念祂。乃是要趁著年幼的日子，好

好的來記念祂，為祂而活，事奉祂，彰顯

祂的榮美！

曾經有一群歐洲的青年人前往非洲旅行，

一天在疲累休歇期間，有人發起以擲石為

樂。在轉眼間，他們把叢林湖畔的大堆石

塊擲光了，只留下幾塊作為紀念。在回到

歐洲之後，才偶然發現這些原來是鑽石，

大嘆可惜！

我們不少人恐怕也是這樣，親手把自己許

多寶貴的年日都丟光了，等到醒悟過來，

卻為時已晚。能不慎哉！

「愛惜光陰」又可以譯作「把握機會」。這

一個詞句是由「市場」一詞而來。叫我們

想到「愛惜光陰」好像「趁墟」【但並非趁

熱鬧】，乃是「把握機會」；

因為若不算準了，及時趕上墟市的話，當

墟期一過，就無法作買賣，只得望場興嘆

了！所以，我們若不是「趁著機會」作應

當作的事，就是浪費光陰了。

2 要活在光中

聞說在英國有一座太陽鐘，上面寫著：

「我只記錄沒有烏雲的日子。」換句話

說，那些烏雲黑暗的日子是不被記錄的。

這讓我們想到，在聖經上，有好些不被神

數算的年日，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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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以諾在65歲之前，由於與世人一樣（沒

有與神同行）。世人怎樣說話，他也怎樣

說話、世人怎樣思想，他也怎樣思想、世

人怎樣行事，他也怎樣行事、世人怎樣生

活，他也怎樣生活。故此，那些年日是不

被神數算的。相反，他與神同行的那300

年，卻是光輝無比：既得了神喜悅的明

證；又被神接去，不至於見死。他在地上

的日子，雖然較同世代的人短了許多，但

其價值卻是無可比擬的。

n 亞伯拉罕由於不信及順從肉體的要求，

接納撒萊的建議娶了夏甲為妾，生了以實

瑪利。故此，由86歲至99歲，共13年之

久，神沒有對他說話，那段日子只是一片

寂靜。直到他99 歲的時候，神才打破緘

默，提醒他說：神是全能的，並且勸告他

要在神面前作完全人。所以，相信那些年

日（13年之久）也是不被神數算的。

n 以色列人因為不信，在應當進入迦南地

之時，全會眾卻喧嚷、哭號、發怨言，不

肯進去，至終要在曠野飄流38 年多，直

至那一代的人全都在曠野倒斃。所以，相

信那些可悲的年日，也是不會被神數算

的。

n 還有，在士師時期及以色列王國時期，

他們因為常常事奉別神，總是不願意回

轉，以致屢次被敵人轄制及至終被擄，嘗

透了痛苦羞辱的滋味！那些年日也同樣是

不被神數算的。

在今天，恐怕我們的人生也是如此，總有

好些年日是不被神數算的。卻不是由於天

氣、環境或遭遇。乃是由於活在屬靈的黑

暗中（與世人一樣、順從肉體的要求、不

信、事奉別的等等），沒有在光中與神同

行。因此，這些日子也是不會被神數算，

乃是荒廢了的。 所以，我們該關上門，

來到主的面前，省察自己，直到祂光照我

們！

3 要贖回光陰

「愛惜光陰」可以譯作「贖回（救贖）光

陰」。我們往往是看守錢包、証明文件、

職位等的「成功者」；可惜，卻是看守時

間的「失敗者」。實在說來，我們許多人

的時間系統已經淪陷了（失守了），正等

待救贖。我們必須起來，收復失地！不能

再容讓時間的系統，一直被那些不良的習

慣、許多毫無價值的事物、和自殺（謀殺

時間就等於謀殺生命，因為時間就是生

命）一般的生活方式所佔據。否則，失地

將要越來越大，淪陷將要越來越深，直到

不可收拾！當然，要收復失地，就必須有

很大的決心，並且非要付出相當大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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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簡 報

經 常 費 收 支 賬 項

承接 2 0 0 6 年 6 月總結存 HK$124,064.29

2 0 0 6 年 7 月總收入 HK$81,000.00

2 0 0 6 年 7 月總支出 HK$61,766.79

2 0 0 6 年 7 月總結存 HK$143,297.50

2 0 0 6 年 8 月總收入 HK$53,700.00

2 0 0 6 年 8 月總支出 HK$60,500.31

2 0 0 6 年 8 月總結存 HK$136,497.19

奉 獻 類 別 2 0 0 6 年 7 月 2 0 0 6 年 8 月

個人奉獻 $31,680.00(53 項) $26,900.00(41 項)

神學生奉 獻 $8,500.00(3 項) $7,000.00(4 項)

校友奉獻 $2,000.00(2 項) /

各教會奉 獻 $38,820.00(7 項) $19,800.00(6 項)

總收入 $81,000.00 $53,700.00

支 出 項 目 2 0 0 6 年 7 月 2 0 0 6 年 8 月

車敬及薪津連強積金 $21,000.00 $21,000.00

購置院舍( 供款) $12,867.00 $12,867.00

膳 費 / $2,870.00

神學生宿舍支出 $6,914.00 $15,706.70

課程支出 $3,710.01 $3,061.81

水電電話 / 維修保養 $3,269.48 $2,756.40

宣傳及印 刷 $5,250.00 /

郵 費 $1,952.60 /

差餉地租 / 管理費 $4,490.00 $1,430.00

畢業典禮用款 $143.20 /

雜 支 $2,170.00 $808.40

總支出 $61,766.79 $60,500.31

以上數據乃初步計算，暫未經核數師核數

不可！就正如球賽，當一方正處於下風，

若要平反敗局，自然艱苦非常，加倍努力

不可。又好比典當物品，要把已經典當了

的物品從別人手中贖回來，自然也要付出

更多的代價才能辦到。

4 要讓主的話來引導

相信藉著主話語的引導，最能叫我們得著

智慧的心，可以不從人的情慾，只從神的

旨意，在世度餘下的光陰。多年前，美國

有一位作者，寫了一本教導管理時間的智

慧的書，名為「如何每天多一小時」。銷

量超過 250 萬本，單在日本就再版了88

次；書的對象是介乎18-45歲之人士，就

是那些有志善用時間的人。【因為18歲以

下的少年，總認為時間多的是，完全沒有

必要多一小時；而45 歲以上的人，通常

思想固執，不願改變。】

如今，神為愛惜光陰的人也預備了一本寶

貴的書，就是「聖經」；對象年齡是沒有

任何的限制，但卻有心志上的要求。讀者

必須是有志要贖回光陰的人，這樣的人必

能從中得著智慧，曉得怎樣為主度餘下的

光陰。

是的，「現今的世代邪惡，當愛惜光

陰！」的呼聲再起，但聽見的人在那裡

呢？

林澤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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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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主內肢體報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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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沒有報名者，當天的筆記將未能即時提供

4. 所有課程時間為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半

注意：新生必須先遞交已有聚會教會負責人

簽名的表格。所有延伸課程不接受新

生即場報名

(1)釋經學(讀經法二) 講員吳主光先生

適合教會任何聖工人員參加。

日期：10月9,30,11月6,13日

(四個星期一)

地點：尖沙咀平安福音堂

漆咸道87-105號百利商業大廈5樓

(2)列王紀上 講員劉智明先生

所羅門晚年有沒有悔改？他與士巴女王的

後裔成為保護約櫃的非洲君王嗎？約櫃的

縱跡到那裏去了？以利亞是最偉大的先知

嗎？米該雅又是否比得上他？羅波安王說

自己的姆指那麼粗是愚拙嗎？還是另有別

情？那七千人為何沒有出來挺以利亞？挪

伯的死給我們學到甚麼功課？

對列王紀上這些故事的研究，保証令讀舊

約歷史的興趣大增，也會令你對跟從主的

意義來個厲害的再思？

日期：10月26,11月2,9,16日

(四個星期四)

地點：九龍深水埔青山道64 號名人商業

中心12樓「信望愛福音堂」

(3)列王紀下 講員劉智明先生

以利沙求雙倍的聖靈是否過份？他要大過

他的老師嗎？以利沙的門徒債渡日是否沒

有信心？為甚麼以利沙會那麼窮？祭司耶

何耶大是野心家嗎？還是一個值得尊敬的

大祭司？撒瑪利亞人的由來是怎樣？十個

失散的支派現今到那裏去了？瑪拿西王的

惡行惡到那一個地步？猶大是怎樣亡國

的？以西結、但以理是那一批被擄的人？

對列王紀下這些故事的研究，保証也會令

你讀舊約歷史興趣大增，也會令你對歷史

的看法來個厲害的再思？

日期：12月7,12,14,21日

（一個星期二及三個星期四）

地點：九龍深水埔青山道64 號名人商業

中心12樓「信望愛福音堂」

(4)屬靈性格(二) 講員林澤揚先生

本課乃延續「屬靈性格(一)」

日期：2007年1月2,9,16,23日

(共四個星期二)

地點：九龍深水埔青山道64 號名人商業

中心12樓「信望愛福音堂」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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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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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任何時候都須要保持安靜，如要說話應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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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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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全 訓 練 神 學 院
晚間延伸課程報名表 FTSA0042a

請在下列方格 所選科目

釋經學(讀經法二) 講員吳主光先生

10 月 9,30,11 月 6,13 日(四個星期一)

尖沙咀平安福音堂舉行

列王紀上 講員劉智明先生

10 月 26 日,11 月 2,9,16 日(四個星期四)

信望愛福音堂舉行

列王紀上下 講員劉智明先生

12 月 7,12,14,21 日(一個星期二及三個星期四)

信望愛福音堂舉行

屬靈性格(二) 講員林澤揚先生

2007 年 1 月 2,9,16,23 日(四個星期二)

信望愛福音堂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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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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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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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不用郵寄整全報

請郵寄整全報到以上電郵地址

附上$200支票只作按金

附上現金按金並作奉獻

附上按金支票並作奉獻

請發收據在課堂上領取

請寄上收據

不需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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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抬

頭整全訓練神學院，並請

於支票背面註明姓名和報

讀科目)



2024

學 院 消 息

1 轉眼間，暑假已經完結。感謝神！帶領學

院踏入新的年度。新學年的輔導週由8月

28日開始，而9月1日為開學禮，當天邀

請沈保羅牧師前來傳講主的信息。各位老

師、董事、同學及校友都存著喜樂感恩的

心聚在一起。正如當天詩歌所述說的：深

信主在新的年度，是要讓我們學習信靠和

等候、經歷祂同在的寶貴、在祂面光中歡

欣、為著祂的工作而訓練、因為多多蒙憐

憫而讚美、並且經歷祂的信實和恩典！這

是我們的盼望，也是我們所確信的。

2 感謝主！學院在新年度共有八位新同學，

以下是他們的簡單介紹：

鮑耀發弟兄 溫哥華列治文平安福音堂

陳翼弟兄 九龍塘基督中心堂

李昭寰弟兄 尖沙嘴頌主堂

洪福特弟兄 旺角平安福音堂

黎家焯弟兄 九龍灣恩福堂

吳芷雯姊妹 旺角平安福音堂

鍾詩葆姊妹 培敦基督教會

熊曼輝姊妹 溫哥華列治文平安福音堂

3 由於新年度加入了5位男同學，原有的宿

舍容納不下，主為我們在學院旁邊預備了

一個較大的單位（約有六百多平方呎）。

新宿舍要走4層樓梯，有助體能訓練。同

時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當10 位同學住在

一起，互相遷就是必須的，但這也是操練

捨己的好機會。感謝主！經過了幾週的生

活，看見他們把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善活出

來了，願榮耀歸給主！

4 本期的「信徒委身研經會」定於十月十五

日「星期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假培敦基

督教會舉行 (九龍深水埔青山道128號威

利商業大廈12樓)，講員為黃永祥先生，

題目是「保羅屬天職份中神用人的四重特

質(經文：林後六1/10)」。歡迎各位弟兄

姊妹出席，不用預先報名。

5 感謝神！在新學年為學院預備了多一位鋼

琴老師：林羨華小姐。願主使用！

代 禱 事 項

1 為著主親自引領了學院的每一步而感恩！

我們仍然需要祂的引導，讓我們多多經歷

主的扶持及同在。

2 為新學年有新的恩典代禱，求主成為師長

及同學們的力量；又特別幫助每一位新同

學。

3 求主使用晚間延伸課程，讓各參加者得著

屬靈的造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