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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靈 信 息
畜 類 人

當「二元論」的神學思想在這個時代越

來越流行的時候，「屬靈」的事就越來

越被人遺忘了。「二元論」的學者認

為，人與禽獸都是由一個「非物質的元

素」（指靈魂）和「屬物質的元素」（指

肉體）合成的；而「靈」與「魂」因為

常在聖經中有「互換」的現象，所以

「靈」與「魂」其實是相同的，沒有分

別。所以，創世記第一章記載神造了許

多「活物」，原文的寫法是“liv i n g

s o u l s”；第二章記載神創造亞當之

時，在他鼻孔裡吹一口氣，亞當就成了

「有靈的活人」，但原文的寫法還是

“living soul”，與其他動物一樣，所

以人類與動物的結構相同，只不過人類

是按照神的形像被造而已。（關於「二

元論」與「三元論」的爭論，請參閱零

五年第 26 期《整全報》）

我們要指出，這樣講法非常錯謬，因為

忽略了神「吹的一口氣」，是其他動物

所沒有的。試想，難道神所吹的「氣」

是空氣，或二氧化炭嗎？主耶穌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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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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向門徒吹一口氣，然後說：「你們受

聖靈。」（約20:22）其實，叫門徒受聖靈，

是否一定需要向他們吹一口氣呢？這問題會

引導我們思想，其實主耶穌是借用神向亞當

吹一口氣的事例來向門徒吹氣，目的是要告

訴門徒，他就是創造亞當那位神；神怎樣賜

給亞當「靈」，主耶穌也怎樣有權柄賜給門徒

「聖靈」。

其實，動物與人類不同，因為動物沒有

「靈」，這是非常明顯的。請看，神完全沒有

為動物預備救恩；我們在啟示錄的記載中，

也看不見將來新天新地、新耶路撒冷裡有任

何動物。彼得豈不是指著惡人說：「這些人

好像沒有靈性、生來就是畜類」嗎？又形

容這些人「……以備捉拿宰殺的（像畜類

一樣），他們毀謗所不曉得的事（屬靈的

事）、正在敗壞人的時候、自己必遭遇

敗壞。」（彼後 2:12）。主的親弟猶大也這樣

說：「但這些人毀謗他們所不知道的（屬

靈的事），他們本性所知道的事與那沒

有靈性的畜類一樣、在這事上竟敗壞

了自己。」（猶 10）耶利米先知也說：「各

人都成了畜類、毫無知識。」所說的「知

識」，是指「屬靈的事」，因為這些人「因他

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鑄的偶像、本是

虛假的、其中並無氣息。」（耶10:14）詩

篇第九十二篇的作者也說：「畜類人不曉

得、愚頑人也不明白。」（詩 92:6）；第

九十四篇又說：「你們民間的畜類人當

思想。你們愚頑人、到幾時纔有智

慧呢？」（詩 94:8）聖經還有極多經文形容

人如果不明白「屬靈的事」，就如「沒有靈性

的畜類」，或「畜類人」一樣。

尼布甲尼撒王

最能解釋「畜類人」是甚麼，就是尼布甲尼撒

王被神懲罰他變成一隻「牛」，在曠野裡吃草

的事例了。但以理書第四章指出，尼布甲尼

撒王驕傲自大，神就使他作了一個夢，夢中

他看見「地當中有一棵樹、極其高大、

那樹漸長、而且堅固、高得頂天，從地

極都能看見、葉子華美、果子甚多……

田野的走獸……天空的飛鳥……都從這

樹得食。」在異象中，他忽然「見有一位

守望的聖者、從天而降，大聲呼叫說：

『伐倒這樹、砍下枝子、搖掉葉子、拋

散果子，使走獸離開樹下，飛鳥躲開樹

枝、樹不卻要留在地內、用鐵圈和銅圈

箍住，……使他與地上的獸一同吃

草、使他的心改變、不如人心、給

他一個獸心，使他經過七期。』」

但以理被王召來，替他解夢。但以理說：

「你所見的樹漸長，……這漸長又堅固

的樹就是你、你的威勢漸長及天、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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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柄管到地極。王既看見一位守望的聖

者從天而降、說：『將這樹砍伐毀

壞……使他與地上的獸一同吃草、直到

經過七期。』王阿、講解就是這

樣……，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

地的獸同居、吃草如牛……。等你知

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

與誰、就賜與誰……。」但以理又勸諫王

說：「求你悅納我的諫言，以施行公義

斷絕罪過、以憐憫窮人除掉罪孽、或者

你的平安可以延長。」

可是，王不肯聽從。一年後，他遊行在巴比

倫王宮裏，驕傲地自言自語說：「這大巴比

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

威嚴的榮耀麼？」這話還未說完，有聲音

從天降下、說：「尼布甲尼撒王阿！……

你的國位離開你了，你必被趕出離開

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喫草如

牛、且要經過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

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

就賜與誰。」尼布甲尼撒王果然患上一種

精神病，失去理性，如同畜類一樣。

然而，神有憐憫，七年後，神使他的理性恢

復，他就大聲讚美神說：「讚美尊敬活到

永遠的神、他的權柄是永有的、他的國

存到萬代。……聰明復歸於我……，國

的榮耀威嚴和光耀、也都復歸於

我……，現在我尼布甲尼撒讚美尊崇恭

敬天上的王、因為他所作的全都誠實、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尼布甲尼撒王現在明白多少「屬靈的事」

了，所以後來，神啟示但以理「四個獸的異

象」之時，神以尼布甲尼撒王為頭一個「像獅

子」的獸，這獸「從地上得立起來、用

兩腳站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

心。」（但7:4）意思是，他不再像其他獸一

樣，不明白屬靈的事，乃是「像人一樣站

立」又得了「人心」，能以明白「至高者在人

的國中掌權」。

詩篇第七十三篇

另一個很寶貴的事例，就是詩篇第七十三篇

的作者了。作者一開始就說：「神實在恩待

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於我、我的腳

幾乎失閃；我的腳險些滑跌。我見惡人

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意思

是，作者因為看見惡人享平安，就心懷不

平，因為他的心「不夠清」。因此、他險些跌

倒，變成不信。

他形容惡人「死的時候、沒有疼痛」、活著也

沒有受苦遭災，他們反而「驕傲」和「強暴」，

因為他們體肥到「眼睛凸出」，他們甚至心想

事成、常常譏笑人、說話自高、褻瀆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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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神的民「喝盡了滿杯的苦水」。因此作者感

到「實在徒然潔淨」自己的心，因為自己卻

「終日遭災受懲治」。

作者想來想去，很不明白。但是，他後來

「進了神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他就想

通了，原來從「永恆的角度」來看，就知道

「他們轉眼之間、成了何等的荒涼」；將來主

睡醒了、必看他們如「夢」一樣，主要「輕看

他們的影像」。

想到這裡，作者就「心裏發酸、肺腑被刺」，

非常自責，認為自己「這樣愚昧無知、在你

面前如畜類一般。」因為自己只看今生屬

物質的層面，沒有看來生屬靈的層面。所以

他在聖殿裡思想到永恆的時候，深信自己若

堅信到低，將來自己必「常與神同在」，神也

必「攙著我的右手」；並且以後、神「必接我

到榮耀裏」。

想到進入天上的榮耀，作者很有感觸地說：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

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我的肉

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裏的

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讀者有沒有注意，作者形容自己只看惡人今

生發達，而不明白屬靈的結果之時，作者認

為自己在神面前「如畜類一樣」。這篇詩與

第四十九篇非常相似，第四十九篇的作者看

見「那些倚仗財貨自誇錢財多的人、一

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將贖價給

神、叫他長遠活著……，因為贖他生命

的價值極貴、只可永遠罷休。」作者認

為這些富人將來也死、他們的財貨只能留給

別人，因此、他們雖享盡榮華富貴，但他們

「居尊貴中不能長久、如同死亡的畜

類一樣。……因為他死的時候、甚麼

也不能帶去，……他活的時候、雖然自

誇為有福、……仍必歸到他歷代的祖宗

那裏、永不見光。」最後，作者感嘆、

「人在尊貴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

的畜類一樣。」因為不明白永恆、也不明

白永生是屬靈和屬天的，是無價寶，人就是

用盡他的財富，也不能作為生命的贖價，叫

自己享永生。

神創造的目的

話說回來，到底神在創造人的時候，賜人靈

魂有甚麼目的呢？任何人一想，就立即明白

了：

第一、神要告訴人，人肉身的生命價值並不

寶貴，因為只不過是「坭土」而已；但人的靈

魂非常寶貴，因為是神的「氣」──生命的根

源。所以靈魂遠遠重要過肉體，正如主說：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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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

的（神）、正要怕他。」（太 10:28）魔鬼

迷惑人的工作，最主要是叫人愛上與人肉體

有關的物質世界，不要愛與自己靈魂有關的

神，這樣就可以叫人失去生存價值了。

第二、神要告訴魔鬼，他被造的時候，雖然

是一個「無所不備、智慧充足、全然美

麗」的天使長，又「佩戴各樣寶石」，非常

尊貴（結28:12-14），但因為他驕傲，想要升

到天上、與至上者同等，所以神將他摔倒在

地（賽14:12-15），成了魔鬼，永遠不給他悔

改的機會；但是人雖然用最低賤的坭土所

造，神卻賜他「靈魂」，將萬物交給他管理、

治理、修理、享受（創1:28,2:15-16），他若

犯了罪，也為他預備救恩，稱他為「兒子」，

將自己的全豐盛賜給他，又將萬有放在他的

腳下（弗1:22-23），為要叫魔鬼知道，神有

最高的決定權，要憐憫誰，就憐憫誰；要向

誰施恩，就向誰施恩。所以，神最憎恨是驕

傲的罪，因為人驕傲，就奪取了神的榮耀，

像魔鬼一樣，想要升為至高的神。正如人們

常說：「人定勝天」，這是極大的狂妄。

第三、神要讓人了解他，讓人與他溝通，所

以神賜人靈魂，又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目

的就是要與人溝通。當人了解到神的榮耀和

偉大之時，人就會對神讚美和敬拜，神認為

「諸天述說神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都不及有靈魂的人對他敬拜，因為諸天和穹

蒼都沒有靈魂，都不能深入了解神的永能和

神性。所以主耶穌說：「神是個靈，所以

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4:24）意思是，只有靈才能與靈溝通，一

切屬物質界的，都不能與神溝通。保羅也

說：「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

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林前 2:

14）

我們可以從各種動物來明白這一點。要知

道，生物有高低等之分，所謂高等生物，是

指它的智慧和功能比其他生物更高。我們稱

一個只有呼吸、心跳、而沒有任何其他功能

和反應的病人為「植物人」，意思是、用低級

生命來形容一個人失去高級生命應有功能的

狀態。不過也有一些動物，具有特殊的功

能，是其他動物所沒有的。例如蜜蜂，牠能

看見紫外光，是人類所沒有的，所以牠們尋

找花朵較為容易，因為看見花朵如同電燈一

樣，是點著的；蝙蝠雖然瞎了眼，聽覺卻發

展得異於其他動物，因為牠們能在夜間發出

音波，耳朵就像雷達一樣，收到在空中飛翔

的昆蟲反射回來的聲波，從而捕捉到牠們。

不久之前的印尼海潚，人們發現，海潚來臨

之前，大象和大蟒蛇都能預知，牠們就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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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山上。人人都非常驚歎，人類卻沒有這

樣的功能。

其實神賜人靈魂，叫人能明白屬靈的事物，

從而尋求神，比任何動物都更有福氣，更高

級。只是，當亞當和夏娃犯了罪，突然發現

自己「赤身露體」，不敢見神的面，其實是因

為他們失去了遮體的「榮光」，不再像神發光

的形像。失去這「榮光」、就是失去領悟屬靈

事物的功能，於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人類

漸漸遠離神、不信有神、也不關心自己靈魂

的事、和自己死後到那裡去的事，漸漸與禽

獸相同，只懂得「吃食物」與「性生活」這些

屬肉體的功能。聖經稱這一類的人為「畜類

人」，就是這個意思了。

舉例來說，那個貪財的巴蘭先知，本有美好

的靈性，能祝福、能咒詛，都很靈驗。只

是，當巴勒王派人去召他來咒詛以色列人的

時候，神對他說：「你不可同他們去、也

不可咒詛那民、因為那民是蒙福的。」

巴蘭就推辭了巴勒王派來的人。但巴勒王再

派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貴的使臣到他那裡，對

他說：「求你不容甚麼事攔阻你不到我

這裏來、因為我必使你得極大的尊榮，

你向我要甚麼，我就給你甚麼，只求你

來為我咒詛這民。」於是巴蘭就動心了，

他再去求問神，認為神或許會「改變主意」。

神果然准他去（其實不是改變主意，而是要

利用他祝福以色列民，帶出重要的啟示），他

那貪財的心以為神准許他藉咒詛來發財，誰

知耶和華的使者站在路上敵擋他。他所騎的

驢能看見耶和華的使者、手裏有拔出來的

刀，所以這隻驢就從路上跨進田間，巴蘭打

驢，要叫他回轉到路上去。驢卻靠牆行走、

將巴蘭的腳擠傷，巴蘭又打驢，這樣一連三

次，最後驢就開口對巴蘭說：「我向你行了

甚麼。你竟打我這三次呢？我不是你從

小時直到今日所騎的驢麼？我素常向你

這樣行過麼？」然後神使巴蘭的眼睛得

開，他才看見耶和華的使者手裡拿著刀，要

殺他。（民22章）或問，神為何叫驢開口，以

人的言語對巴蘭說話呢？答案是，神要警告

巴蘭，雖然他是先知，但他貪財的心叫他眼

睛瞎了，看不見神的心意、也看不見屬靈層

面的事物，那沒有靈性的驢比他還要本

事。

人裡頭的功能壞了

人犯了罪，他裡頭的靈就失去功能，漸漸與

禽獸相同。所以我們中國人稱一個愛犯罪的

人為「壞人」，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他裡頭屬

靈的功能「壞」了，領悟不到屬靈層面的實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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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保羅在以弗所書有很清楚的形容，指

出不信主的外邦人「存虛妄的心行事

（vanity of mind，意思是思想的都是空

虛，無屬靈意義的事），他們心地昏昧

（understanding darkened，意思是明白

屬靈的功能黑暗了，沒有屬靈的亮光）、

與神所賜的生命隔絕了（意思是與神的關係

斷了，無法領悟屬神的事）、都因自己無

知 （ 對 神 的 事 情 無 知 ）、 心 裏 剛 硬

（blindness of heart，意思是看不見

自己屬靈的可憐景況），良心既然喪盡

（being past feeling，意思是靈裡頭

的知覺失去了）、就放縱私慾（g i v e n

over unto lasciviousness，意思是對

私慾不再約束，完全自我放棄）、貪行種

種的污穢（to work all uncleanness

with greediness，意思是，對於各樣的

污穢行為，不但不約束自己，反而貪行、

或搶著去行）。」

保羅在羅馬書第一章有更詳細的形容，說：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

人心裡（靈裡），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

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

（屬靈層面的事）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

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

得、叫人無可推諉（例如詩篇第八篇指

出：觀看天可以見到神的「指頭」；觀看

月亮星宿可以見到「神的設計」），因為他

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

不感謝他（故意對屬靈的事物不回應，於

是就漸漸失去了神創造他的功能，變壞

了），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

就昏暗了（第一樣功能變壞、是思念變

壞），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第二樣

功能變壞，是智慧變壞），將不能朽壞

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

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第三樣功

能變壞，是對屬靈事物的分辨能力變壞，

將不朽的，變為能朽的；將榮耀的神，變

為低級的禽獸昆蟲）。所以神任憑他

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

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第四樣功能變

壞，是心裡的情慾不受控制，任意放

縱）。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

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第

五樣功能變壞，是「是非之心」倒轉了，

將造物主看為受造之物）。因此神任憑

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

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

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

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

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第六樣功能變壞，是身體的性取向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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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順性變逆性）。他們既然故意不認

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

些不合理的事（第七樣功能變壞，是理

性敗壞，做許多不合理的事），裝滿了各

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或作陰毒〕

（第八樣功能變壞，是個人良心敗壞，被

各樣惡毒的念頭充滿），滿心是嫉妒、

兇殺、爭競、詭詐、毒恨（第九樣功能

變壞，是人際關係敗壞，一味地想陷害別

人）；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

神的、〔或作神所憎被惡的〕侮慢人

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

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

的、不憐憫人的（第十樣功能變壞，是

切斷一切人倫關係），他們雖知道神判

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

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最後

是連「死亡的恐懼」也攔阻不了他犯罪的

行為）。」（羅1:19）

神的審判很公平

讀者有沒有注意到，保羅在上文羅馬書第一

章那段話中，用了三個「任憑」來形容神對

罪人變壞的反應？這說明神並沒有「預定」他

們變壞、也沒有強逼他們一定要「榮耀神，

感謝神」，神既然將自由意志賜了給人，就尊

重人的自由決定，不去影響人的取向。當

然，正如彼得說：「（神）不願有一人沉

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但神

不會用他的大能來控制人悔改，若用他的全

能來控制人，人就不可能會犯罪，同時人也

失去自由意志，活像一個傀儡。這樣，人犯

罪和人悔改，都沒有真正意義，因為都由神

控制了。神是很公平的，他讓人憑自己的自

由去選擇──人若明白屬靈，人的靈就可以

得到天上屬靈永恆的好處；人若只明白肉體

和物質界暫時的事物，就只能叫自己的肉體

得地上的好處，像只有肉體、沒有靈魂的禽

獸一樣活著和死亡。這就是為甚麼「信主的

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著永生」的

原因了。

我們知道，動物分高低等，人與人之間應該

是平等的。但只能說，人類在基本的人權上

平等，倘若人不肯爭扎向上，不肯努力讀

書，增加自己的學識、就會在時代上、科學

上、智慧上、成就上、權利上、文化

上……，淪為低等人。同樣，在神看來，人

的靈魂若漸漸失去功能，就淪為「壞人」、或

「畜類人」，神看這一類人的靈魂為「靈界垃

圾」，結局是丟在「地獄」──靈界的垃圾池

裡被焚燒，因為他們失去了受造時應有的功

能。（註：「地獄」一詞、原文是「欣嫩子

谷」，是耶路撒冷城外倒垃圾的地方，主耶穌

借用這個地方來形容「硫磺火湖」，意思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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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人和天使，就像垃圾一樣被神棄絕。）

所以、福音傳給世人的目的之一，是要提醒

世人應當關心屬靈的事，就是自己靈魂與神

之間的事，告訴世人，人的肉體生命和這個

物質世界必要過去，所以不要愛世界；但神

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賜給

世人，叫一切相信這位耶穌基督的，都不至

滅亡，反而在榮耀的天家那裡，得享永生，

做神的兒女。這也是詩篇第二十三篇所說

的：「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的意思，原來

「清草地、溪水旁」不是永久的；耶和華要

按自己的名，引導我們走「對的路」，就是離

開「清草地、溪水旁」這個屬物質的豐盛，

然後「經過死蔭的幽谷」（勝過死權）、和

「敵人面前」（勝過那惡者的勢力），最後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與

神全面恢復父子關係，不再分開。

我們要明白，肯信福音、靈魂肯甦醒過來、

肯跟隨耶和華牧者、肯以住在耶和華殿中為

最大的幸福……，都是屬靈追求，人若有這

些追求，就能將自己漸漸地，從「畜類人」的

地位，提升為「神的兒女」；相反、人若一面

倒地只追求物質界的事物，以致人「屬肉

體」而不「屬靈」，人就從「畜類人」的地位，

漸漸下沉，最後歸回最卑賤的「坭土」。

吳主光

腓 力 斯 的 恐 懼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

判，腓力斯甚覺恐懼，就說，你暫且去

罷，等我得便再叫你來。腓力斯又指望

保羅送他銀錢，所以屢次叫他來，和他

談論」（徒廿四 25-26）

腓力斯是新約聖經中，使徒時代羅馬皇帝派

駐猶大地的巡撫，因為賜給他的權柄，他手

操生殺之權，位高權重，在猶大及該撒利亞

地區中，他的位置極高、權力最大，可是，

神的僕人保羅並沒有因為他的地位之故，對

他講道時有所保留，他向這位羅馬官長傳福

音，與他談論的題目都是與他有關的，與一

位官長講「公義」，是最切身不過的了，因為

一位官員所要執行的就是公義的審判。筆者

雖然無法肯定知道保羅與他談話的詳細內

容，不過筆者就著經文所記的這段說話，推

想、猜測一下。

腓力斯接收保羅的原因，是因為千夫長「革

老丟呂西亞」在猶太人快要生亂的時候，在

耶路撒冷從安東尼亞堡（按當時的耶路撒冷

的地圖作考古推斷）帶兵跑下去，救出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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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裏被群眾毆打的保羅，後來因為保羅的外

甥，告訴這位千夫長，有四十多名猶大人

「同謀起誓」要先殺保羅，不然就不喫不喝甚

麼，千夫長知道後，用馬兵、步兵和長槍

手，星夜將保羅送到在該撒利亞的巡撫腓力

斯那裏，所以保羅就在他的託管之下。在千

夫長所交付的文書裏，說「我得知他是羅馬

人，就帶兵下去救他出來」，其實千夫長救保

羅之前，完全不知他是羅馬人（徒廿二25），

卻說成是主動要救一個羅馬公民，這樣說，

分明是要翹功，這是在官場裏的人，常有的

習慣罷，無功都要說成有功，小功說成大

功，現今的世界不也如此嗎？

又看看告保羅的猶太人，他們起先是法利賽

人及撒都該人聯手控告保羅，可是在使徒行

傳廿三章那裏，就因為保羅說「我是法利賽

人，也是法利賽人的子孫，我現在受審

問，是為盼望死人復活」（徒廿三 6），兩

党人就不再聯合了，因為法利賽人與撒都該

人的信仰不同，撒都該人當代的不信派，不

信靈界、也不信死人復活，讓保羅一說他們

的利害關係，法利賽人立刻想到，羅馬法庭

有可能判沒有復活？若果真會發生那樣的事

情，那麼他們會不會吃虧？為了自身的利

益，於是他們從原告，突然的變為「我們看

不出這人有甚麼惡處」（徒廿三 9），為著

自己利益，在審判的台前也可以轉 ，利害

當頭，很多人就不再講原則了，現今的世界

不也如此嗎？

再看猶太人用錢請來的律師（辯士）帖土羅，

他對腓力斯的恭維，完全是假的，他說「腓

力斯大人，我們因你得以大享太平，並

且這一國的弊病，因著你的先見，得以

更正了，我們隨時隨地滿心感謝不盡，

惟恐多說，你鎌煩絮」（徒廿四 4），他這

些恭維，完全是一種討人歡心，希望博得腓

力斯對他有「好印象」的行為，猶太人其實是

從來不會喜歡羅馬巡撫的，因為羅馬是統治

他們的「外邦」，他們巴不得快點將羅馬人趕

出去；再看他控告保羅的案子，這個辯士帖

土羅說，「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是

鼓動普天下眾猶太人生亂的，你自己究問

他，就可以知道我們告他的一切事了，眾猶

太人也隨著告他說，事情誠然是這樣」，保羅

那裏有鼓動普天下猶太人生亂？帖土羅這樣

說，是明明的冤屈保羅，為要達到致保羅於

死地的目的。

那些「眾猶太人」，也是說謊言，他們為了要

殺保羅，講甚麼謊言也可以，還假充作真見

証說「事情誠然是這樣」，誠然是這樣嗎？看

聖經的描述，我們就可以知道，那誠然是謊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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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長是如此、律師如此、眾猶太人如此，

腓力斯也不例外。這腓力斯也不是甚麼好東

西，在扣留保羅的兩年裏，沒有看到他在甚

麼地方作過對的事，他無故的一直拘留保

羅，以致保羅一待就是兩年在監裏。對一個

當權者說來，最重要的就是執行公義，這是

人民對他的期望，若他不明白甚麼是公義，

那被他所管治的人民可糟透了！聖經說：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惡是人民的羞辱」，作

為一個羅馬帝國官員，腓力斯應當知道，甚

麼是公義。可是他本身明顯是一個貪官，他

「指望保羅送他銀錢」，所以在這拘留保羅期

間，保羅以神的能力去講論「公義」時，腓力

斯感受到內心的責備，可能因為他「枉法」多

了，所以他覺得恐懼，不過這不等於腓力斯

有自責，他祗是怕審判罷了。筆者想，當保

羅一面講時，腓力斯心裏會想起他從前的行

徑怎樣抵觸公義，以致他心裏不安。保羅不

但講論「公義」，他也講「審判」，想腓力斯更

加的恐懼了，若真有審判，那怎麼辦呢？

「甚覺恐懼」實在教我們看到保羅從主那裏得

到的力量。

我們相信世上有公義嗎？最近從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得悉，亞蓋達

頭號殺手、伊拉克亞蓋達組織的首領扎卡維

(Abu Musab al-Zarqawi)伏法了，報章報道，

美國特務得到情報，知道扎卡維藏身在甚麼

地方，於是一架F-16戰機投下兩杸約五百磅

的炸彈，當場炸死這位被縣紅二千五百萬通

緝的恐怖份子，後來又有報導說，美軍在他

臨死前施以毒打；這位頭號恐怖份子，曾經

於2004年5月11日在電視觀眾眼前砍下一個

名叫尼古拉斯（Nicholas Berg）的美國商人

的頭臚，也最少八次親身或策劃恐怖炸彈襲

擊。現在果然公義來到了，他伏法了！這位

約但出身，曾在約但坐牢的恐怖份子，無論

他怎樣機靈、狡滑，如何懂得避得過通緝、

追捕，結果還是要送命，事後約但政府也不

容許他歸葬約但，顯見公義冥冥中因為神是

存在，筆者相信，有一天，拉登本人也會被

隸捕到的。

在此之前，腓力斯做過甚麼壞事？及大不公

的事？我們沒有資料，但是我們知道，他無

故扣留了保羅兩年，這也是不公義的，保羅

沒有做過甚麼該死該綁的事，卻坐了兩年

監，腓力斯實在不應該，他為的祗是要討好

猶太人（徒廿四27），這事情的發生，令筆者

有理由相信，這類不公義、不合法的事，腓

力斯不是頭一次作的，他所作過的不公之

事，不知多少次了，保羅就是在他手裏無故

被扣押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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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過程中，筆者覺得最奇妙的，莫過於腓

力斯聽了保羅「驚心動魄」的講道後，不但沒

有悔改，竟然還多次與保羅談論，「指望保羅

送他銀錢」！保羅這麼厲害的講論公義、節

制及審判，祗能使他「甚覺恐懼」，還未能教

他悔改，可見腓力斯的內心，是多麼的剛

硬。照理看，被保羅的講道弄至心裏恐懼，

那裏還會有動機在這時候想到「錢」？能在這

種情況下，還想到「要」錢的人，可謂喪心病

狂，也可說，已經是「百毒不侵」的了，沒有

甚麼再能動搖他凡事想到錢的心了！腓力斯

之所以不能悔改，亦源於此這種心態；甚至

我們可以說，他之所以不能悔改，不是傳道

者保羅沒有從神而來的說話，而是聽者迴避

去想、去面對自己的罪，硬著心不肯回頭罷

了。

能夠令腓力斯心中有感覺，自然厲害，可

是，今天有很多人，甚至是基督徒，教會領

袖，都需要這種的「扎心」，「甚覺恐懼」的經

歷，恐怕很多人已經不懂得去懼怕了，「敬畏

耶和華」，本來就是「怕神」的意思，今天很

多人所作的，是太「不怕神」的了。

這個世代所需要的，是像保羅這種有力量的

傳道人，當他講道的時候，不是靠大聲，不

是靠誇張、謊言，而是有力量令人感到扎

心，連這樣的腓力斯也感到扎心，「甚覺恐

懼」一樣！可惜今天的事奉神的人，很多都

是裏頭沒有「火」，既然裏頭沒有火，當然就

燒不到人的心靈，結果道是講了，主日學、

查經班是教了，人卻心裏沒有甚麼感覺，問

題之一，當然就是事奉者在神面前的光景。

太多事奉者自己在神面前沒有異象，結果神

的能力去到他那裏時就被他的生命堵塞了。

腓力斯有能力扣押保羅外體，但是保羅卻有

神的能力使腓力斯的內心覺得扎心，你說，

那一個更有能力呢？恐怕我們都心裏都有數

了，這種生命發出來的能力，必須從一顆在

神面前無虧的心靈深處發出來的。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太多不冷不熱、

不生不死、口是心非的人了，結果我們的光

因為罪惡阻擋，照不出去，願主叫我們快點

起來，心口如一的光照這個不公義、充滿罪

惡的世界。

劉智明



24

世 界 之 窗

以下資料來自 Gsjebz!Divsdi!Ofxt!Opuft-! )Ebwje
X/!Dmpve-!Gvoebnfoubm!Cbqujtu!Jogpsnbujpo!Tfswjdf-!Q/

P / ! Cp y ! 721479 - ! Qp s u ! I v s p o - ! N J ! 59172 -

gcotAxbzpgmjgf/psh-!977.3:6.5254*

n （Friday Church News Notes, August 18,

2006）報導──葛培理在接受Newsweek雜誌

八月十四日訪問時，確認他曾經發表過的觀

念──人不需要信靠耶穌基督，也可以得

救。當訪問員問他：「天堂是否不會向猶太

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印度教徒、或世俗

無信仰的人開放」，葛培理回答說：「這些事

情，只有主自己才能決定。我認為，由我來

介定誰可以，誰不可以上天堂，是一種愚蠢

的行為，我不會這樣做。我相信神的愛是絕

對的，他說，他將他的獨生子賜給全世

界，我就認為他愛每一個人，不論這人是

屬於何種水平也好。」（參“P i l g r i m

Progress”2006 年八月十四日Newsweek 雜

誌，http://www.msnbc.msn.com/id/

14204483/site/newsweek/page/6/)

n 網上收到陳鴿於2006六月十九日寫了一篇

章，題為：「一個妥協的標本：葛培理」。該

文報導1988年葛培理到北京會見中南海的高

官和三自會的領導之後，到上海拜訪王明

道，王明道拒絕接待他，並用啟2：10勸戒

他說：「你務要至死忠心……。」因為知道他

不忠心，走的不是十架窄路，而是妥協的寬

路：討好官方教會，又拉攏地下教會。在西

方成功撮合了「現代派」和「福音派」，又撮

合了「基督教」和「天主教」，如今又想撮合

「三自會」和「家庭教會」。

《今日基督教》1992 年十月五日有一篇文章

謂：「葛培理在過去50年對福音派的供獻不

可忽視，……他不強調教義、不高舉宗派、

不喜歡紛爭。」其實他從 50 年代就開變節

了。1963 年，葛培理讓 Gerald B. Kennedy

主教作洛杉磯佈道會的主席，而 Kennedy 在

他所寫的《神的福音》第125頁中說：「我相

信新約的見證、整體而言，是反對耶穌的神

性的。」1966 年，葛培理在「國際基督教聯

會」中發言時，稱讚 Norman Vincent 夫婦

說：「他們在我的生命中意義重大。他們對

我是莫大的鼓勵，對神的國度更是功德無

量。」然而，這對夫婦不相信童女生子，還

說：「人沒必要重生，各人有各人的通天之

路，我藉著日本神道的壇（Shintoism）已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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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永恆的平安。」此外，Norman Vincent

的高徒「水晶宮大教堂」的 R o b e r t

Schuller，葛培理這樣稱讚他說：「他是一

個偉大的神人，我蹲下為他解鞋帶也不

配。」但這個 Robert Schuller 所傳的是另

一個福音。（參《生命季刊》第37期，2006年

3 月，張逸萍著的「有一條路，人以為

正」。）

葛培理對天主教的態度，從警戒轉為誇讚。

1948 年，葛培理說羅馬天主教是正統基督教

所面對的三大威脅之一。1957 年，他還稱天

主教的福音為「神鼻孔中的惡臭」( 參 A

Prophet With Honor, p. 223) 但到了1966

年，他改口說：「我發覺自己與天主教徒比

與極端的基督徒更親近……。」1963 年，當

天主教宗Pope John XXIII 去世時，葛培理

說：「我極欣賞教宗約翰，他將世界帶進了

一個新的紀元，但願主教團選出一個繼承約

翰遺願的新教皇。如果他們選一個反對約

翰、重建隔牆的接班人，將是一大遺憾。」

1979年，在大主教Fulton Sheen去世時，葛

培理又說：「他除去了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間

歧視的牆……我悼念他，並等候在天上重

逢。」

葛培理對「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

cil of Churches）的態度，從反對轉為參

與。從1960年代到如今，他宣稱他參與「教

會大合一運動」的用意是傳福音。但是為了

贏得傳道的機會，葛培理在真道上有六方面

妥協：

1 他是浸信會的牧師，卻接納「嬰孩洗禮得

救論」，說：「我確信嬰兒在受洗時，發

生了一件神秘的事……一個神蹟發生在這

些嬰孩身上，以至於他們重生了。」（The

L u t h e r a n  S t a n d a r d 雜誌，19 6 1

October）

2 他接納否認神蹟的「現代派」，不堅持相

信童女生子的必要性（太1：18-23；路

1：26-35）。記者問他說：「你認為相信

『基督確實在歷史上從童女所生』的信

條……對個人得救有必要嗎？」葛培理回

答說：「我自己當然相信耶穌基督是童女

生的，但我在新約聖經中找不到任何依據

來證明：人必須相信這個才能得救。」

（United Church Observer,July 1,1966）

3 他接納「現代派」對聖經的質疑，不堅持

聖經絕對無誤（提後3：16-17；彼後1：

20-21）。他說：「我不用『聖經無誤』這

個詞，因為它是個一觸即發、製造紛爭的

字眼。」（Newsweek magazine, April 26,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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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接納現代派的假師傅，不定他們為異端

（約二 7-11 ；多 3： 10-11）。1966 年，

極左自由派的「加拿大聯合教會」訪問葛

培理時，說：「你認為像我們這樣教

導……聖經是充滿了神話故事的書、而且

違背歷史事實，我們是假師傅嗎？」葛培

理拒絕回答。又問：「……你認為田立克

（Paul Tillich，丁光訓最賞識的現代派

神學家）是個假先知嗎？」葛培理回答：

「我一向不論斷別人，（盡管）我不同意他

許多的解經……。」（United Church

Observer, July 1,1966）

5 他接納同性戀者，不定同性戀為罪（羅

1：26-27；林前5：11-13；6：9-11；

提前1：10）。1992年，在波特蘭的佈道

會上，被問及對同性戀的立場，他回答

說：「贊同與反對、雙方都情緒激昂。我

決定不參與這……國家的政治問題。不論

他們的民族、政治、社會背景如何，神都

愛他們……基督徒在很多事上都持相反意

見。不同看法的人必須彼此相愛……我從

不反對與我觀點不同的人。」（9/22/92,

The Statesman Journal）1994 年 12 月

22 日，葛培理更在電視上說、他相信同

性戀的傾向是天生的，是與生俱來的。

1993年，面對44,000名聽眾，他說：「愛

滋病是神的審判嗎？我不肯定，但我想是

的。」兩個星期後，他又反悔，說：「說

愛滋病是神的審判是很錯誤、很殘酷的。

我為我說過的話，深表歉意。」（10/10/

93, Bloomington Herald-Times）

6 他接納「普世救恩論」，不堅持耶穌基督

是獨一的救主（約翰14：6；徒4：12；

提前 2 ： 5）。1978 年，葛培理說：「我

從前以為，在遠方沒有聽過耶穌基督福音

的人都會失落、沉淪。但如今我改觀了：

我相信還有別的途徑可以認識神，譬如藉

著大自然。所以，還有許多其他機會可以

決志信主的。」（McCall’s Magazine）1998

年 Robert Shuller 在電視上訪問葛培理

時，問他說：「請告訴我們，你認為基督

教的前景如何？」葛培理回答說：「……

我想、基督有一個身體，是來自世上所有

基督教團體、和基督教以外的團體。我想

每個愛基督、認識基督的人，不論他自覺

與否，都是基督身上的肢體……神正在呼

召世人歸在他的名下，不論他們來自回教

世界、佛教世界、基督教世界、或不信的

世界，他們都是基督身上的肢體……。他

們可能還不知道耶穌的名，但他們心中知

道缺少一些東西，只要他們轉向內心的

光，我想他們是得救的，他們會跟我們一



起在天堂會面。」Shuller追問他說：「我

有沒有聽錯，你是說：即使一個在黑暗中

的人、從來沒有機會接觸聖經，基督也有

可能進入他的心中、和他的生命中，對

嗎？我有沒有理解錯你的話呢？」葛培理

回答說：「對了，我就是這麼相信的。我

到過世界各處、又住過蠻荒土人之地，他

們從未看過或聽過聖經，也沒聽過耶穌，

但他們心裏信有神，也努力去過一個出淤

泥而不染的生活……。」Shuller滿臉微

笑，說：「太好了！我真高興聽你說這樣

的話！神的憐憫真廣大啊！」葛培理回答

說：「是的，神的確心胸寬廣。」

難怪今天美國教會如此荒涼：據統計，今天

美國「福音派教會」的離婚率和不信的人不相

上下（Barna Research Group 2004）。「福音

派」只有 5% 信徒仍然相信聖經無誤。1970

年，我到加拿大讀中學時信主，之後受了些

神學裝備，移民美國。1985 年我第一次回中

國，直到2002年7月，因特殊情況，被迫離

境，重返美國，直到如今。離開美國這麼多

年，回來突然發現美國教會（包括華人教會

在內）已經變了質，神的道不再被看重，傳

講正道的教會也不多了。相反，傳講成功神

學、提倡靈恩運動的教會，吸引很多人。中

國信徒認定「重生派」為異端；美國（包括華

人）信徒卻以為他只是極端而已。中國信徒

認定徐永澤是異端頭頭；美國卻一度宣傳他

是「中國的葛培理」。中國信徒大聲疾呼「天

上人是大騙子」；美國卻有人竭力「為他平

反」。中國信徒視「三自會」為最迷惑人的異

端；美國卻以為這是內部宗派之爭。中國信

徒視天主教皇為敵基督；美國卻視他為一個

偉大的宗教領袖。中國信徒視「李常受」為假

先知；美國卻接納他的「召會」為宗派之一。

中國信徒對靈恩派的錯誤深惡痛絕；美國卻

深受其害，還不知不覺。中國信徒提到「江

秀琴、陳仲輝」就提高警覺；美國（華人信

徒）卻趨之若鶩。中國信徒看「葛培理」是個

親三自的、妥協的傳道人；美國卻認為他是

當今最偉大的神僕。中國信徒視「丁光訓」為

假主教；美國卻對他非常看重。中國信徒相

信聖經是絕對的真理；美國信徒卻認為各有

各的理解，要彼此尊重。中國信徒看事情是

非分明、黑白明確；美國信徒卻黑白混淆、

模棱兩可……。同樣是信耶穌，為什麼中國

人和美國人（包括海外華人）有那麼大的差異

呢？

n 《CCIMNEWS》 2006,七月27綜合報導：「天

主教、路德宗、與衛理公會，走向『可目睹

的聯合』」。據《基督新報》的消息，今年7月

23日於韓國舉行的「世界衛理公會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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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信義會聯合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世界衛理公會協進會」（World

Methodist Council）和「羅馬天主教」共同

簽署了有關『因信稱義／成義聯合聲明』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JDDJ）。確認在「因信稱義

／成義」的聖經教導上彼此獲得共識。此簽

署被認為是具歷史性的「合一新標誌」。「世

界信義會聯合會」總幹事 Dr. George H.

Freeman表示：「這為日後合一關係打開了大

門。」他又表示，此聯合聲明十分重要，因

為這不單是與羅馬天主教的合一事件，更顯

示了『因信稱義／成義』的教義是教會聯合的

源頭。羅馬天主教代表樞機主教 W a l t e r

Kasper稱此行動為「合一對話的重要成就」，

並引用教宗本篤十六世的話說，是「信仰裏

完全可目睹的聯合」 （full visible unity

in faith）。早在1962年、「第二次梵蒂崗會

議」之前，「世界信義會聯合會」與「天主教」

已開始就「因信稱義／成義教義」作非官方對

話。最近一次是在99年10月31日，「世界信

義會聯合會」與羅「馬天主教」在德國奧格斯

堡達成共識，否決雙方教會在16世紀時、對

關係「因信稱義／成義教義」的互相非議。當

時的會議聲明，第四十一條如此表示：「41.

Thus the doctrinal condemnations of the

16th century, in so far as they relate

to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p-

pear in a new light: The teaching of the

Lutheran churches presented in this Dec-

laration does not fall under the condem-

nations from the Council of Trent. The

condemnations in the Lutheran Confes-

sions do not apply to the teaching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presented in

this Declaration，」（因此由十六世紀以

來，兩教教會就稱義的部分而彼此作出教義

上的譴責，有了新的亮光。在這聲明中，信

義宗教會的教導，不再受天特會議的譴責；

同樣，天主教的教導，在這聲明裏不再受信

義宗信條的譴責。──戴浩輝牧師譯）。讀者

要明白，如果天主教真的接受了馬丁路得所

堅持的「因信稱義」教義，他就不需要與天主

教打了一場三十年的「宗教爭戰」，叫歐洲各

國數以千萬計的人死亡。今天的信義會有沒

有改變馬丁路德的「因信稱義」呢？如果沒

有，天主教的「天特會議」所發出的一百多條

咒詛，就必定仍然生效；如果是天主教變

了，越來越遷就馬丁路德的「因信稱義」，天

主教就必定宣佈教皇不是無誤，並且立即取

消「天特會議」的所有咒詛。但兩者都聲稱他

們沒有改變，卻非常熱切地「聯合」起來，怎

有可能呢？到底他們認為，歷史上天主教與

基督教的長期鬥爭，誰才是真正的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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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分　享

付 不 起 的 代 價

耶穌說：「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

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

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年人聽見

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了，因為他的產業很

多。（太十九 21/22）

「跟從我」是主對人發出呼召時常用的語句，

但有別於一般例子，這經文記述的事件中主

的呼召，是源於少年人主動屬靈理想的尋

求，是主在回應少年人的話。對於神的召

喚，每個期望委身的人都必會面對，但這個

少年人在主的呼召下卻憂憂愁愁的走了，因

為他無法付得起這麼的一個委身代價。這是

一個失敗，是一個鑑戒，也是一個值得每個

委身者反思的問題。

1.物質的代價

按經文直接的敘述，少年人憂愁地走了，是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不能放棄產業，不甘變

賣所有分給窮人，就是不能面對在委身道路

上物質的代價。

29

人活在物質世界中，或多或少都對物質有著

一種「戀情」，因為她給予安逸、賜予保障、

又帶來享受，一旦要離別，總有依依不捨之

感。然而，一個委身事主的人，在物質道途

中就難免有所放棄，這從主論到「一個人不

能事奉兩個主（瑪門和神）」的講論可以明

白，一個追求主、追求天上的事的人，在他

裏頭就不能再存有屬地物質的目標。難怪主

曾說道：「狐狸有洞、天空的飛鳥有窩，人

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一個跟從主的人，

就連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也可以喪失，又何

能帶著更高的物質生活理想呢？計較物質的

人無法走在主的路上，不甘放棄物質的人，

也不配作主的門徒，這是物質的代價，是立

志跟從主者的第一步。

2.捨己的代價

少年人憂憂愁愁的走了，因為他的產業很

多。我們不知道他產業的多是他白手興家的

成果還是承繼而得的財富，但不管怎樣，這

實在都是他名下所擁有的。變賣所有的，分

給窮人，就是把己的富足轉換成窮人們的恩

惠，而使得自己也成了貧窮，己的財富在此

也變作為別人的財富。若然這些財富皆為承

繼而得，則這代價只局限於「擁有」的喪失，

但若財富為勞碌的成果，則這代價更屬長久

勞苦的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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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用語暗示少年人的不能捨，原因在一

個「很多」，似指若非擁有的多，捨也就變得

容易，這也似乎是人所能明白的。有一個道

理不難理解，就是人可以擁有許多，但實際

上能用的卻相對的少，然而，希奇的是人仍

不斷追求擁有更多，以致把自己推至難以捨

去的地步；這「很多」已不再是人的需用，乃

是人的裝飾，是人榮耀的保障。「很多」的捨

去，已不再是物質而已，更是已的放下，難

怪少年人無奈地離去，這也是一個委身的人

必須面對的挑戰，只有一個能視人的榮耀為

無物者，才能真正進至跟隨主委身的道途

中。

3.生命的代價

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這麼一來，少年人

就反成了一無所有的窮人，他的「分」可能為

一群人解決了眼前的需要，但自己卻即時丟

進生活的徬徨中。主曾勸人不要為生命憂慮

吃甚麼、喝甚麼，這正因為人視吃喝為生命

的必需，沒有吃喝就生命難保，當人變得一

無所有時，這再不是生命虛榮的喪失而已，

更是生命喪失的表徵。

撇下所有，跟隨主耶穌，正是一種願把生命

擱之一旁的心志，表明為主之故，已甘於生

命的失喪。主曾說：「凡要救自己生命

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得著生命。」（太十六25）這話對許多信

徒而言雖不難理解，我們又豈不知道一個為

生命拼搏的人仍必會眼見自己生命的喪掉，

反過來一個能為主置生命於不顧者，卻才是

真正找著生命，成為生命的擁有者。然而，

在我們當中又有多少人真能對這必死的生命

滿不在乎，只把主的道路作為人生的焦點？

這是沉重的代價，也是能保守人不致退去的

心志。

4.信仰的代價

論到生命的不顧與任由其喪失的代價，其實

主也不是沒有予人出路。在主吩咐少年人把

所有的都變賣分予窮人的同時，也以「就必

有財寶在天上」並「你還要來跟從我」緊接其

後。

原來把所有的分出去並不是真正的喪失，只

是藉此換作天上的財寶；而「你還要來跟從

我」也不是加倍的代價，反是一個一無所有

的人之出路。一個從擁有很多財富瞬間變成

一無所有的人，前路與生活當然全然逆改，

無從掌握，何去何從，有誰知曉？但主以

「跟從他」作為這指示的終結，這本不是另一

個要求，乃是同一個指引的另一面，讓少年

人可以走上一條全新的路。

但少年人退去了，這指引下的退去，不但展

示少年人對財物與己的不捨，更是他信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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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虛。之前的回答曾一度讓主喜愛，但在

這指引的試驗下，其信仰的虛空即時顯露無

遺，無從掩飾。

變賣所有而改得天上財寶，少年人不能接

受；財富下的人生改作跟隨主的生活，少年

人無力踏上。這表明了在少年人的心中，天

上的財寶又怎及地上眼前財富的真實？跟隨

主的生活又怎能及財富下的人生有保障？這

是信仰實際的流露，是人信仰測試的良方。

誰能真正按主心意踏上委身之路？誰是真正

名副其實的門徒？只有具備這超凡信仰的

人，地上財富在他們眼中既不是這麼的真實

與必需，擁抱財富的人生也不是如人所看得

的如此可靠，反之，只有走在主的腳蹤上，

遙望著屬天寶貴的應許，才是他們最感穩妥

的道路；也唯有這樣的人，才能確保到底的

委身，一生不離主的道路。

黃永祥

學 院 消 息

1 轉瞬間，一個學期已經完結。感謝神！又

帶領學院踏入第二個學期。十二月一日為

新學期的開學培靈日，深信主必如以往一

般，讓我們多多經歷祂的同在和信實！

2 感謝神！維持了好幾年的「信徒委身研經

會」，曾經讓許多弟兄姊妹在屬靈上多蒙

祝福！由現在起，我們在安排上要作一些

改變，預算每一年度將舉行兩次【於十月

份及三月份】公開的培靈聚會。第一次聚

會定於二零零七年三月二十三日「星期

五」至三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一連三晚：

每晚由八時至九時三十分，假尖沙嘴平安

福音堂舉行，講員為本學院兩位院長及吳

主光先生。誠邀各位弟兄姊妹預留時間，

按時出席！有關詳情請參閱二月份的整全

報。

3 畢業典禮預告：主若願意！本學院第六屆

畢業典禮將於二零零七年六月十四日「星

期四」晚上舉行。誠邀各位弟兄姊妹預留

時間，按時出席！有關詳情請參閱四月份

的整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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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學院共有八位一年級同學，其中四位在

這裡簡單分享一點他們的感受。

洪福特弟兄

一九九四年開始參加聚會，目前在旺角平

安福音堂聚會。於理工大學多媒體設計碩

士畢業，前為玩具設計師。雖然攻讀了碩

士學位，工作上也深受上司的重用，但當

自己把這一切跟屬靈的事物和永恆的國度

比較，這些就都算不得什麼。在因神的帶

領下，今年開始在神學院中受訓，為要作

主合用的器皿。這三個月中，在學院的學

習和裝備上都滿有主的恩典，叫我更明白

神的話語，學習在主面前謙卑事奉。

李昭寰弟兄

已婚。一九九四年信主，於基督教頌主堂

(香港分堂)聚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完成四年學士課程。入學前為藝術工作

者。二零零五年三月十二日被神呼召作全

時間服事。感謝神！按我本相，不應到這

地步。現在，祂不單在我身上作拯救的工

作，更把我從中呼召出來，讓我在祂面前

事奉祂，感謝神在我身上有這奇妙的計

劃！願這次的蒙召與神將來在我身上所作

的結語：「好！你這又良善又忠心的僕

人」相對應。

黎家焯弟兄

感謝父神的恩典憐憫，祂拯救我，引導我

清楚祂的心意。能為這位榮耀的主作工，

是榮美的職事，深感不配。

蒙主的深恩，在二零零二年信主，一直在

基督教恩福堂(九龍灣)聚會。直到二零零

四年受浸，表明一生跟隨主。

感謝主的引領，在二零零六年八月十日，

在讀經禱告中，清楚主的呼召，立志為主

撇下一切，一生作傳道人。於是，今年八

月離開了未完成的科技大學會計學位，按

主奇妙的引導，進入神學院受造就。這一

切都是主的恩典。

熊曼輝姊妹

我於94年信主，3年後便移民加拿大，在

烈治文平安福音堂聚會和事奉。在9年的

事奉裡，我認識到人靈魂的重要，福音的

寶貴，主耶穌更成為我生命裡惟一的渴

慕。經過幾年的爭扎，終於在 02 年奉獻

全時間事奉。在等候「神的時間」之際，

我修讀「基督學房」的裝備工人課程，剛

在 06 年夏天完成第一年的課程，就在此

時，得到屬靈長者的指導及鼓勵，乃積極

考慮進入神學院受造就；於是禱告等候，

又得主用「賽30:20-21」印證，於是便踏

上這蒙恩的路，盼能成為主所喜悅的僕

人，願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獨一的真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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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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課程地點：尖沙咀平安福音堂

九龍漆咸道87-105號百利商業大廈5樓

(1)釋經學-進深例解(一) 講員吳主光先生

日期：12月 11,18及 07年 1月 8,15日

(四個星期一)

(2)釋經學-進深例解(二) 講員吳主光先生

日期：07年 1月 22,29及 2月 12日

(暫定三個星期一)

因王國顯先生在2月5日上課，所以本課程

的第四堂，該日期將在課堂上與同學商討。

以下課程地點：信望愛福音堂

九龍深水埔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中心12樓

(3)屬靈性格(二) 講員林澤揚先生

本課乃延續「屬靈性格(一)」

日期：07年 1月 2,9,16,23日

(共四個星期二)

(4)聖經考古重要發現(一） 講員劉智明先生

近代考古學越發達，越發現聖經很多東西都

是「事實」，並不如很多不信神的學者，說

聖經中很多事情都是「神話」及「故事」，

這課程的目的，是要讓弟兄姊妹回到過去，

從這些近代發現的資料，看到相信聖經的故

事，並非迷信，而是確確實實的相信神在歷

史中的作為。

日期：07年 1月 25及 2月 1,8,15日

(四個星期四)

(5)以賽亞書 講員王國顯先生

在眼見灰暗的環境裡，神永遠的旨意還能成

全麼？以賽亞書給我們看見神明確的答案

——彌賽亞（基督）與國度的顯現。它是可

以給稱為舊約聖經中的啟示錄。

分題： 1. 以賽亞書屬靈歷史的背景。

2. 彌賽亞（基督）的啟示的宣告。

3. 彌賽亞（基督） 扭轉人的盡頭的

關鍵與確據。

4. 裂天而降的彌賽亞（基督）成全

神永遠的旨意。

日期：07年2月4,5,6,7日(連續四個晚上)

注意：本課程截止報名日期為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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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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SA0043

請在下列方格 所選科目

以下課程地點：尖沙咀平安福音堂

□ 釋經學-進深例解(一) 講員吳主光先生

12 月11,18 及 07 年1 月8,15 日(四個星期一)

□ 釋經學-進深例解(二) 講員吳主光先生

07 年1 月22,29 及 2 月12 日(暫定三個星期一)

以下課程地點：信望愛福音堂

□ 屬靈性格(二) 講員林澤揚先生

07 年1 月2,9,16,23 日(共四個星期二)

□ 聖經考古重要發現(一）講員劉智明先生

07 年 1 月25 及2 月1,8,15 日(四個星期四)

□ 以賽亞書 講員王國顯先生

07 年 2 月4 至7 日(連續四個晚上)2 月1 日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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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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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先寄上已有教會負責人簽名的表

格給本院，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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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出 項 目 2 0 0 6 年 9 月 2 0 0 6 年 1 0 月

車敬及薪津連強積金 $79,700.00 $66,500.00

購置院舍( 供款) $12,867.00 $12,867.00

膳 費 $18,886.80 $18,396.90

神學生宿舍支出 $22,900.70 $6,977.00

課程支出 $4,069.56 $7,828.86

水電電話 / 維修保養 $3,875.00 $2,507.00

宣傳及印 刷 / $5,250.00

郵 費 / $1,990.20

差餉地租 / 管理費 $1,430.00 $4,490.00

畢業典禮用款 / $3,500.00

雜 支 $6,760.60 $2,412.10

總支出 $150,489.66 $132,719.06

特 別 基 金 賬 項

2 0 0 6 年 4 月底前特別基金結存 $400,000.00

減 D 單位安裝帳篷 $5,300.00

減 D 單位露台鋪磚工程 $16,340.00

2 0 0 6 年 1 0 月 3 1 日基金結餘 $378,360.00

以上數據乃初步計算，暫未經核數師核數

財 政 簡 報

經 常 費 收 支 賬 項

承接 2 0 0 6 年 8 月總結存 HK$136,497.19

2 0 0 6 年 9 月總收入 HK$110,543.70

2 0 0 6 年 9 月總支出 HK$150,489.66

2 0 0 6 年 9 月總結存 HK$96,551.23

2 0 0 6 年 1 0 月總收入 HK$103,507.82

2 0 0 6 年 1 0 月總支出 HK$132,719.06

2 0 0 6 年 1 0 月總結存 HK$67,339.99

奉 獻 類 別 2 0 0 6 年 9 月 2 0 0 6 年 1 0 月

個人奉獻 $30,830.00(84 項) $65,000.00(112 項)

神學生奉 獻 $24,900.00(19 項) $6,500.00(6 項)

校友奉獻 $8,500.00(7 項) $3,000.00(5 項)

各教會奉 獻 $46,300.00(6 項) $19,227.00(6 項)

收 入 $110,530.00 $93,727.00

宿舍退按 金 / $9,200.00

退回電話 費 / $568.49

銀行利息 $13.70 $12.33

總收入 $110,543.70 $103,507.82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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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同在及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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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特別幫助每一位同學

在實習工場上為主所用。

3 求主繼續使用「晚間延伸課程」，讓各位

參加者得著屬靈的造就。

4 為將要畢業的同學們在等候主為他們預備

工場方面代禱！

5 與業主立案法團之間的矛盾仍未能有效地

解決，請繼續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