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靈信息
神、神人、畜類人
有一次、主耶穌向猶太人說：「 我與父

原為一」，猶太人就拿起石頭來要打
他。耶穌對他們說：「 我從父顯出許多

善事給你們看、你們是為那一件拿石
頭打我呢？ 」猶太人回答說：「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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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善事拿石頭打你、是為你說僭
妄的話，又為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
作神。 」耶穌就為此辯護說：「 你們的
律法上豈不是寫著：『我曾說你們是
神』麼？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那
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神，父所
分別為聖、又差到世間來的，他自稱
是神的兒子，你們還向他說『你說僭
妄的話』麼？」
主回答得好。但是、這是不是表示，人真
的可以稱為「神」呢？為要尋求這問題的
答案，我們必須看看主所引用的「詩篇第
八十二篇」。經文說：
「 神站在有權力者的會中，在諸神中

行審判……，說：你們審判不秉公
義，徇惡人的情面，要到幾時呢？你
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
你們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
走來走去；地的根基都搖動了。我曾

歡迎各教會來電免費索取「整全報」。若有聖靈

說：你們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兒子。

感動奉獻支持本院者，支票請寫「整全訓練神學

然而，你們要死，與世人一樣，要仆

院」，或直接存入本院恆生銀行戶口278-7-152400

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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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有權力者的會中」，原文的意思是「

樣式都與父親相似（參創5:3）。所以，人有

在神的大會中」，中文聖經之所以譯作「有

了神所賜部份屬性，人就有資格稱為「神的

權力者的會中」，是因為「神」“'el”這個

兒子」了。研究亞當被造，與禽獸不同，因

字是單數的「神」，但因為它也含有“mig

為：

ht”,“strong”,“power”的意思，所以有
時也譯作「大能者」、或「有權力者」。經

第一、神照著自己的形像和樣式創造他們，
使人有了神高貴的「外形」；

文又形容這些「神」沒有按「公義」施行審
判，所以真神要審判他們，叫他們「死亡與
世人一樣」，經文的意思是，他們都是「低

的「靈」，與神寶貴的「內涵」相似；

級神」；審判他們的才是「真神」。他們稱

第三、神又賜給人「管理的權柄」，代替

為「至高者的兒子」，而真神卻稱為「至高

神去「 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

者」。他們之所以稱為「神」，完全是因為

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

「至高的真神」立他們為審判官、將「審判

蟲。」（創1:26）這樣，人更在「權柄」上

的權力」，和神自已「公義的性情」賜給他

與神相似。

們，叫他們可以代替「至高者」去審判百
2

第二、神向人鼻孔裡吹了一口氣，使人有神

姓。所以嚴格來說，他們其實都是「人」。
按主耶穌的領會，主稱他們為「承受神道的
人」。神指摘他們沒有按「公義」施行審
判，以致「全地的根基也搖動」，意思是、
因他們失去神公義的性情、全地充滿「貪贓

雖然這些外形、內涵、和權柄，都只不過是
一小部份而已，但人已經可以稱為「神的兒
子」。所有動物都不能稱為「神的兒子」，
因為牠們連一點神的屬性也沒有，牠們不能
明白神的旨意，也不能代替神去做管理的工
作。

枉法」，司法的根基也被破壞，「地」快要
發生大地震而搖動，面臨世界末日的大災

大衛就是領會了這個道理，所以他在詩篇第

難。（啟16:18）

八篇這樣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
這樣、我們看見「人」因為「承受神的
道」、有「神公義的性情」、有「神所賜的
權力」去代替神施行審判……，人就可以稱
為「神」。這使我們明白許多寶貴的屬靈道
理：

人有神部份的屬性：
眾所週知，《路加福音》稱亞當為「神的兒

子」（路3:38），因為亞當的形像和樣式與
神相似；而人類也發現，所有兒子的形像與

使 （或譯：神） 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
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
都服在他的腳下。」（詩8:6）請注意「比
天使微小一點」原文是「比神微小一點」，
所以人稱為「低級神」是沒有錯的，因為神
並沒有將自己的全部屬性賜給人。再者、這
裡所說「管理萬物」的權柄，也等於上文詩

篇所說「按公義審判百姓」的權柄，因為是

面……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

「審判百姓」就是「管理百姓」。因此，人

全因為他們「不知道，也不明白」自己有

可以稱為「神」。

這樣的責任，所以神對他們極度失望，他

主耶穌臨死前向神交賬、也說：「 父啊，

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
也榮耀你；正如你曾賜給他權柄管理
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
給他的人。 」（約17:1-2）主所說、「 管
理凡有血氣 」的權柄，就是神賜給亞當、
「 管理萬物 」的權柄。只是人的管理權柄
較小，只能「 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

們在黑暗中行審判，「連地的根基也動搖
了」。正如保羅所說：「 沒有義人、連一

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
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
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羅
3:10-12）這些人「不明白」神的事情，所
以他們「沒有尋求神」，並且因而「變為無
用」。這裡所說「變為無用」與詩篇第八十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二篇所說那些稱為「神」的，不明白按公義

物。……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

審判，失去做「神」的資格，結局與世人一

走獸……起名」而已（創1:28,2:15, 20）；

同死亡無異，兩者的意義是相同的。因他們

但主「管理凡有血氣的」，卻能「將永生

的惡行，「地的根基也動搖」，意思是借用

賜給人」，因為主的權柄最大。

「地的根基」來形容「全地司法的根基」；
借用「地搖動」來形容神的忿怒、快要使全

保羅也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

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
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羅13:1-4）保
羅這段話，是指一切地方官都是「神的用
人」；他們所擁有的權柄，都是來自神，都
是神派來管理國家社會的、都是「神的代
表」、按照詩篇第八十二篇的原則，都可以
稱為「神」，和「神的兒子」。

地發生大地震，像神倒下大怒的第七碗之
時，地發生歷史上最大的大地震一樣。
其實神照自己的「形像和樣式」造人，又將
自己的「靈」賜給他們，目的就是要他們明
白神公義的性情，按神的心意來管理審判百
姓。主耶穌來了，他救贖我們的方法，也是
叫我們藉著信心與他「聯合」──他死，等
於我們死；他復活，我們將來也復活；他
是神的兒子，我們因他也得著神兒子的名

神願意人多明白神的事：

份；他永生，我們也永生；約翰說：「 親

神這樣稱人為「神」或「神的兒子」，原

愛的弟兄阿、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

是祈望人能明白神的旨意，按公義審判

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

（管理）神所創造的一切。所以、我們身為

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

「神」或「神的兒子」，應該多明白神的心

體。 」（約一3:2）意思是更像他；所以主

意和屬靈的事情才對。神責備以色列那些官

勸勉我們「 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

長失職，說：「審判不秉公義，徇惡人的情

一樣。」（太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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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最終目的是與人合一：

又稱一些深入認識神，知道神的奧秘的人為

或問，神為甚麼要稱我們為「神」，為甚

「先知」；又稱一些更深入認識神，滿有神

麼要我們更像他呢？答案可以追溯到魔鬼

能力的人為「神人」，例如摩西、撒母耳、

撒但怎樣犯罪。撒但原是「 遮掩約櫃的基

示瑪雅、大衛、以利亞、以利沙……等；主

路伯」，被造之時，已經「無所不備、智

又勸我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

慧充足、全然美麗。 」並且非常尊貴，

主又為我們禱告求神，說：「 你所賜給我

曾「 佩戴各樣寶石 」（結28:11-16）。但

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

他高傲，想要「 昇到天上 」，高舉他的寶

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裏面、

座「 在神眾星以上 」；甚至要「 與至上

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

者同等。 」（賽14:13-14）意思是想要做

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

「神」。但神將牠摔到地上來。要叫撒但知

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17:22-23）

道，只有神自己才配稱為真神，神有全權將

由此可見，父神的心意是何等願意我們能明

這人升高，將那人降卑。神故意提拔用塵土

白他，更多更深地知道他，好叫我們能完全

造的人，將「管理萬物」的權柄賜給他們，

像他與他合而為一。

又稱他們為「神」和「神的兒子」，等撒但
4

知道，若不是出於神的喜悅，撒但就是有天
大的本事，也不能做「神」。

認識神多少就像神多少：
如果我們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們更像他與
他合而為一，我們就可以領悟一個極大的奧

其實神的計劃不但要提拔「人」、又將

秘，就是：「信多少，就得多少；認識神多

「人」升為「神」或「神的兒子」，更計劃

少，就像神多少」。請看神對亞伯拉罕說：

要叫人藉著更深入認識神，而更像他，直到

「 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

最後、人與神「合而為一」為止，這是何等

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

奇妙，又何等大的恩典。正如彼得說：「神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創

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

13:14-15）主又對尼哥底母說：「 人若不

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

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又說：「 人

美德召我們的主，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

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

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

國。 」（約3:3-5）主的意思是，「能見」

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

就「能進」天國。約翰也說：「 ……道主

分。」（彼後1:3-4）

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

讀者可以看到，《聖經》稱一個信主得救的

的真體。 」（約3:2）意思也是「見到主的

人為「神的兒子」；又進一步稱一個更渴

真體，我們就立即像主的真體」。返回來看

慕追求明白屬靈奧秘、願意照神心意而行

看彼得所說，我們「得與神的性情有份」，

的人為「屬靈人」；舊約時代、《聖經》

這是極大的應許，但我們是在「認識那用自

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之時，我們就漸

神兒子與神獨生子不同：

漸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得與神的性情

我們有神吹進去我們裡面的「靈」，又「照

有分，這證明，越認識主的性情，就越有份

神形像」被造，因此我們可以稱為「神」和

於主的性情。

「神的兒子」，然而、我們稱為「神的兒

因此，各人對神認識的深度怎樣，各人的屬

子」，與耶穌基督稱為「神的獨生子」不

靈地位也就怎樣。也許可以說，有人在性情

同，因為主耶穌有神全部的神性和屬性；我

上更像神，有人只能在形像樣式上像神。如

們各人只能擁有一小部份神的屬性而已。

果有神少許屬性已經可以稱為「神」（其實

所謂「 神的獨生子 」，意思是只有一個，

是「低級神」），有神更多屬性的人，更可

沒有第二個。因此，我們稱為「神的兒

以稱為「高級一點的神」。但人無論怎樣更

子」，是與主耶穌為「神的獨生子」不

像神、或稱為「高級一點的神」，人絕對不

同類。正如保羅說：「 神喜歡叫自己一

是能與神同等，也能憑自己行神蹟奇事、更

切的豐盛，都住在基督裡面。 」又說：

不可以受人敬拜。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識，都在他

人應該聽從主的勸勉，要追求「 完全像天

（基督） 裡面藏著。 」意思是說，神裡頭

父」，但人是永遠也不可能「完全像天

有多少「豐盛」和「智慧、知識」，使他可

父 」，主耶穌之所以勸我們要「 完全像天

以稱為神，主耶穌全部有齊，所以主耶穌能

父 」，目的是叫我們發現自己永遠仍有不

與父同等、同榮、同尊、同永、同質……，

足，於是就更多仰望神的憐憫，直到永生

主耶穌是百份之百的真神（約10:30）。至

（猶21）。人永遠不能完全像天父，因為人

於我們稱為「 神的兒子 」，我們只不過是

永遠都不能認識透天父。正如主說：「除了

「照神的形像被造」（主耶穌卻是「神本體

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

的真像」〔來1:3〕）；我們犯罪之後，漸

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 」（太11:27）

漸失去神的形像，降低了人格，與禽獸相

啟示錄又說，主有「新名，除了那領受的

同。但我們感謝主，因著主的救贖，我們再

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2:17）；主

得回神的形像（弗4:24）。並且假於我們肯

騎白馬降臨之時，《聖經》指出，他頭上又

殷勤追求，我們還可以漸漸「 於神的性情

戴著「 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

有分 」（彼後1:14-15）。這是說，我們雖

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 」（啟19:12）這

然稱為「神」，我們只能做個「低級神」；

些經文的意思，當然是從來沒有一個人能認

我們雖然稱為「神的兒子」，我們只不過是

識透了主。既然沒有一個人能認識透了主，

「眾子裡的一個」，不能與主相比。

試問有誰能完全像神呢？

然而，主耶穌要「領許多的兒子進入榮耀

裡。」（來2:10）這是甚麼意思呢？我們想
起主臨被釘之前，禱告父神說：「 父阿、

5

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

「 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

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約

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

17:5）這豈不是說，主要領我們進入創世之

開能觀看那書卷的。」意思是，除了坐寶

前，主與父神所共享的榮耀裡嗎？主又說：

座的全能者之外，普天之下，沒有一個人

「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

『配』完成神的救贖計劃。及至後來看見曾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

被殺羔羊耶穌基督『配』，天上所有天使，

（約17:22）這句話使我們明白，主分給我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敬拜，

們的榮耀，就是可以與三一神合而為一的榮

並且大聲唱新歌，說：「你『配』拿書

耀，換言之，主盼望我們將來在天上，被

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

升為僅次於「三一真神」的地位，因為主

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

說：「 父阿、我在那裏、願你所賜給我

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

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

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

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

權。」（啟5:9-10）

已經愛我了。」（約17:24）意思是，我們
可以看見主的榮耀，我們也可以進入主的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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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我們還可以進入天父愛主那個最寶貴的
「關係」裡，我們要與主永遠不分開。

所以，神雖然立人為「神」，並不代表人可
以稱為「真神」，人還是永不可以接受敬
拜，或行神蹟、或能知過去未來……。神在
詩篇裡稱人為「神」，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噢！這「關係」太寶貴了，寶貴到難以想

指摘人沒有按神賜給人公義的性情來代替神

像，我們靠主簡直升為「第四位至高的神」

施行審判，所以人就失去這些權力，和稱為

呢！

「神」的地位，被貶為更不像神的世人，結

人不能成為可受敬拜的神：

局與世人一樣。天主教主張「拜」馬利亞，
又將馬利亞抬舉為「神母」、「天后」、

「人」雖然稱為「神」，又因著深入認識

「中保」、「輔助救贖主」……，認為她能

神，而升為「較高級的神」，但「人」

聽人禱告、能保護人、賜福給人、神一切恩

仍然不能接受敬拜，也不能因此有創造

典由她分配……，這是極大的褻瀆。但天主

的能力，使他可以行神蹟奇事，能知過

教辯稱，他們沒有拜馬利亞為神，又認為

去未來，和洞悉許多靈界的奧秘……，

「敬拜」分為五級：最高級只能敬拜神、馬

因為「拜」（worship）這詞的原意

利亞其次、天上的天使和聖人又其次、聖物

是“worth”+“ship”，即表示對方「配」

再其次……。其實，《聖經》並沒有這樣的

得一切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

分別；如果他們不是拜馬利亞為神，何故他

榮耀、頌讚（啟5:12）。所以啟示錄第五

們向她禱告，又認為馬利亞可以保護人、賜

章指出，那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

福與人……等等？

近代靈恩派人士也常常引用這段話來強調，

們，叫他們「與世人同死無異」，意思是失

人人都是神，因此、人人都可以行神蹟奇

去「神」和「神的兒子」的身份。正如挪亞

事。這些思想和做法、都違背了聖經的真理

時代、那些「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

教訓。其實靈恩派人士認為人人都可以做

貌，就隨意娶來為妻，神說：「 人既屬乎

「神」，這思想是源於印度教所傳到西方的

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然

「新紀元運動」。「新紀元運動」結合「進

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 」（創

化論」和印度教的「輪迴說」，認為眾生不

6:3）意思是，神要從那些「神的兒子們」漸

斷「輪迴」、由低等動物「進化」變成高等

漸收回他的靈，他們就被洪水沖去，不能得

動物，如今成了人，如果人肯常常吃素、又

救了。

學會以「積極思想」（Positive Thinking），
藉以行神蹟奇事，這樣人類就會再「輪迴」
變成「神類」，那時就是人類的「新紀元」
了。靈恩派還引用詩篇第八十二篇來支持他
們、說：「神既然說『你們是神』，那麼我
們豈不是可以像神一樣行神蹟嗎？」這是非

人犯罪，失去神的形像和樣式，漸漸墮落、
淪為與禽獸同等，因為漸漸失去明白屬靈奧
秘的功能，也對屬靈的事物失去興趣，像禽
獸無法明白屬靈的道理一樣。人會淪落成為
「畜類人」，這是《聖經》常常講論的信
息。就如詩篇說：「耶和華阿、你的工作

常錯謬的論調──如果人是神，人人都可以

何其大、你的心思極其深。畜類人不曉

行神蹟，為甚麼神沒有裝備亞當和人類能行

得、愚頑人也不明白。 」（詩92:5）主

神蹟呢？為甚麼我們要學習印度教的「積極

耶穌也說：「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

思想」才能行神蹟呢？但《聖經》顯示，神

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

從來沒有裝備人能行神蹟；並且，連主耶

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太7:6）因為

穌也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

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
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
作。 」（約5:19）關於靈恩派接納了「積

「狗」不曉得分別聖與俗；「豬」也不明白
美感和價值觀。同樣、一個人不明白屬靈的
事，不曉得神的旨意，就與禽獸相同，因為
他的靈已經失去全部功能。

極思想」來行神蹟的詳細資料，請參看拙作
《靈恩運動全面研究》一書，種籽出版社出

人會失去神兒子的名份：

版。

神說：「 我曾說：你們是神，都是至高

神兒子會墮落為畜類人：
我們靠主可以升為「僅次於三一神」的
「神」，但是、讀者要確實地知道，詩篇第
八十二篇指出、那些稱為「神」和「神的兒
子」的人，若不按公義審判，神就要審判他

者的兒子 」，請注意「曾」字，表示神從
前雖然立他們為「神」，但現在神對他們
說：「你們要死、與世人一樣，」意思是
取消他們稱為「神」和「神兒子」的身份，
與未得救的人一樣死亡。主耶穌也曾對迦百
農城的以色列人說：「迦百農阿、你已經

7

升到天上，將來必墜落陰間，因為在你

不要以為，自己真心信主，就一定得救，以

那裏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所多瑪、他還

至放心去犯罪；若是這樣，就證明自己還是

可以存到今日。 」（太11:23）主的意思

未真心信主。我們說、「 一次得救，永遠

是，他們明明蒙恩快要「升到天上」了，後

得救」，其實這是隱藏在神無所不知的心裡

來還是墮落「陰間」，從恩典中失落，因為

的一個大秘密，只要我們憑信心接受，就是

他們不肯真心信。

了；我們的責任是按照聖經的教訓，保守自

或問，這是不是與「 一次得救、永遠得

救」的真理相抵觸呢？不是的。只是許多人

己常在神的愛中，不應以「永遠得救」為放
縱情慾的機會。
吳主光

誤解這真理，以為只要一次表示信主，以後
一生就保證得救。不知道真心信主，是要信
到底才能得救。《聖經》說：「 這義是本

於信，以致於信。 」（羅1:17）意思是以
信心開始，又以信心來維持。又說：「 義

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裏就不
喜歡他。」（來10:38）意思是，甚麼時候
8

信，甚麼時候就得生；人一旦退後不信，神

報導世界各地異端及潮流動向新消息

就不喜歡他，他就不能得救了，因為他先前

世界之窗

的信心，現在顯出原來是假的。但那些真心
信的人，神會「保守」他們「不失腳」、叫
他們「 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神榮耀

之前。 」（猶24）凡失腳，以至最後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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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都因為他們原先的信，證實不是真心
的信。

■ 科學證道：生命的奇妙
誰說宇宙是沒有設計，是由一大堆亂七八糟

只是，讀者要明白，不是人人都真知道自己
信主出於真心；各人自己的心如何，各人不
一定明白。（路9:55）保羅不敢論斷自己，
因為未能確實知道自己有沒有錯。（林前
4:4）詩人因為信不過自己的觀察，所以才禱
告說：「 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

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
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
的道路。」（詩139:23-24）所以我們千萬

的原子，亂撞亂碰，湊巧地組成？如果你擁
有一座電子顯微鏡，看看一個「細胞」裡頭
的「原子排序」，你就會驚嘆，萬物的設計
是何等複雜、奇妙、美麗……，顯出造物主
的智慧和藝術。首先我們要明白，甚麼是
「份子」（molecule）？原來「份子」是由
幾個不同元素的「原子」（atom）所組成。
在組成的過程中、這些原子是按其物理現象
（其實是神的設計）而結合，絕對不是凌亂

無章的。例如H 2O、是一個無生命的「水」

機會只有10 29345份之一。讀者可能不明白這

份子，由兩個「氫」和一個「氧」組合而

個數字有多大──原來整個宇宙所有星球

成。

的原子加起來，亦只不過有5X1078粒原子而

無生命的「水份子」組合，已經叫人驚嘆不
已了；科學家告訴我們，一個由數十億無生
命「份子」結合而成的有生命「細胞」，它

已，因此，10 29345份之一這數字清楚地告訴
我們，靠「機遇巧合」來組成一個有生命的
細胞，是「絕不可能」的。

的奇妙程度，更是叫人驚嘆不止。但讀者要

如果「細胞」由無生命分子「機遇巧合」地

明白，我們這樣描述，其實只是說出「細

組成，其機會只有10 29345份之一，試想，人

胞」的物質部份而已；至於它的「生命」，

體估計有七十五至一百億個細胞，分成千多

卻來自它裡面「份子的特殊設計」。這種設

種類，其「機遇巧合」的可能性又有多少

計，使得「細胞」能夠維護自己裡頭的功能

呢？任何一個頭惱清醒的人都會同意，只有

毫無差誤、能量不缺……等等。

神才能創造出這樣奇妙複雜的「細胞」來。

這是極其重要的「生物程序」，有了這種

再者，「細胞」又活像一個小袋袋，裡頭裝

「生物程序」，「細胞」內部的「化學程

載著許多種不同設計功用的物質，其中一種

序」才能發揮出有意義的功能來。例如，當

物質名叫「細胞核」，裡頭含有46個染色

一個人死亡之時，他裡面「細胞」的「生物

體，我們稱之為「去氧核醣核酸」或「基

程序」立即停止，不會再有生命活動，但它

因」（DNA）；每一個「基因」又含有多達

裡面的「化學程序」卻沒有停止，細胞的物

三十億對「礆基對」，每對「礆基對」又貯

質部份開始漸漸腐化。

藏著複製細胞的全部資訊，使「細胞」在複

死了的人、雖然擁有斷氣之前的每一個細
胞，其中一切的成份和構造也毫無改變；但
「生命功能」就停止了，因「細胞」裡頭
的「化學程序」開始取代了它的「生物程
序」，漸漸腐化。「化學程序」只能叫死人
腐化，不能叫死人進化；只能叫「細胞」中
複雜的組織解體，漸漸變回無生命的份子，
不能再叫「細胞」長大，和發揮生命功能或
現象。只有「生物程序」才能叫份子組織起
來，變成「細胞」，從而變成一個人。
摩洛維茲教授曾經計算過，無生命份子只靠
「機遇巧合」來組成一個有生命的細胞，其

製、分裂、和成長時，按著這些資訊的指
示，長成一個人，具有父母兩個人的特性。
你說奇妙不奇妙？然而、我們一直談的，只
是一個動物「細胞」裡頭的奇妙，如果將整
個宇宙所有億億萬萬、萬萬億億的星球和萬
物拿來分析，你會有甚麼感受呢？你會說：
怪不得主的名稱為「奇妙」了！
作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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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imothy》雜誌九五年十二月報導：

從回教世界中，從佛教世界中，從基督教世

教皇本尼廸十六這樣說：不論誰，只要他

界，或非基督教世界中，將他們呼召出來，

「按著清潔的良心，又一直維持這種卓越

組成『基督的身體』。他們可能不認識耶穌

的動機，去尋求社會的和平和好處」，他

的名，但為了尋求他們內心所缺乏的，他們

就可以得救，並不一定需要有聖經所要求

只能轉向內心唯一的光，因此我相信他們是

的信心。教皇引據古教父奧古斯丁的話，

得救的，將來他們會與我們一同上天堂。」

指出，甚至信奉異教的巴比倫人也可以得

Schuller聽了，立即追問他說：「甚麼？我

救，只要他們內心存著「一點點心願，想

聽見你說，耶穌基督有可能進入那些生在黑

要得著那不知名的、最偉大的、卓越的、

暗中生活的人的心靈裡，而他們無需要明白

真誠的救恩」，就可以了。筆者認為這是

聖經？我有沒有領會錯你的意思？」葛培理

荒天下之大謬，如果真是這樣，為何主耶

回答說：「沒有錯，確實如此，我相信是如

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此。我曾在世界各地遇見過各式各樣類似土

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著部落的人，他們從未接觸過聖經，也從未

（約14:6）又說：「信子的人有永生，不

聽過耶穌的名字，但他們心裡確實相信有一

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

位神存在，他們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去過一

身上。 」（約3:36）彼得為何說：「 除他

個與週圍環境不同的生活。」

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
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
（徒4:12）但是，教皇這種思想，已經在一
九六三年的「第二次梵蒂崗會議」通過；
那個熱愛天主教，帶領基督教與天主教合
一的葛培理博士，也接受了，所以他在接
受 Robert Schuller 訪問時，也表示、說：
「……作為一個真信徒，我想世上有一個
『基督的身體』存在。她的成員是來自全世
界所有基督徒團體，甚至是基督教以外的團
體。我認為凡愛基督又認識基督的人，不論
他們本身知道或不知道也好，他們都屬於這
個『基督的身體』。我看不出這個世界有一
個全面性大復興的需要，也無須努力去將全

200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加拿大最高法
院判決，只要大家同意，十四歲或以上的
人，在非牟利的公共場所、進行集體性行
為、交換性伴侶、或性伴侶公開化、都是
合法的，因為只要某方面同意，而不是為
收錢的，就表示有某一個程度的「私隱」
了。（參“Canada

Legalizes

Sex

Club”

LifeSiteNews, Dec, 21）神的子民要留意，
「世界末日」的意思，就是全世界都「敗
壞」了，神就要結束這個世界；正如挪亞時
代，「創 6:11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

滿了強暴。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
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

球所有人類轉向基督。……神的旨意就是要

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

為自己的名呼召出一群屬自己的人，正如

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

今天神所作的一樣。今天神為自己的名，

（創6:11-13）如今連司法系統也敗壞了，
這就應驗了聖經的預言，說：「 只因不法

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

神學院院訊
文章分享

淡了。」（太24:12）試問，「不法的事增
多」，還有甚麼比「罪惡合法化」更貼切地
應驗聖經呢？

神

的

應

許

去年一月九日，一個稱為Richard Dawkins的
無神論和進化論主義者，在一系列稱

經文：哥林多後書 1:18-20

Evils”的英國廣播節目

我指著信實的神說，我們向你們所傳的

中，公開褻瀆基督教福音派為「美國的塔利

道，並沒有是而又非的。因為我和西拉

班」，和「基督教法西斯主義者」，他認

並提摩太，在你們中間所傳神的兒子耶

為，教導兒童認識基督教信仰，是一種「虐

穌基督，總沒有是而又非的，在祂只有

待兒童」的行為。他指摘舊約的神為：「幻

一是。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

想小說中，最叫人感到討厭的角色」，又稱

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也都是實在的，

神為「瑣碎的、懷有報復心理的、不公平

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為“Root

of

All

的、不肯饒恕人的種族主義者。」他將摩西
比作希特拉、並說，新約的救贖主義是「令
人討厭的、虐待狂的」。讀者可以見到，世
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人稍微褻瀆回教的
先知模罕默德，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回教徒都
會叫囂，要殺死這樣的人；現今在基督教國

曾經有一位主的僕人要寫一本關於「聖經中
所有的應許」的書，經過一番搜尋之後，發 11
現這類書籍為數不多，大失所望。乃請教倫
敦福音圖書館的秘書，所得到的答覆是：
「應許確實是聖經中幾個最重要的題目之
一，但是很遺憾，它一直被人忽略。」

家裡，一個這樣瘋狂的人咒罵神，卻讓他可
以在電台上，公開廣播他的褻瀆話，這是甚
麼世界呢？怪不得最近越來越多消息報導，
回教在西方各國增長得非常之快，基督教和
天主教卻流失大量信徒，以致有人預言，多
少年之後，不少西方國家的回教徒會多過基
督教或天主教徒，這不是末世時代是甚麼
呢？

「應許」這詞，在聖經上只是出現過一百多
次，但是我們都清楚知道，在聖經上有無數
地方，雖然看不見「應許」這個詞句，但
其中所記載的內容，實際上就是「神的應
許」。例如：
約翰福音3:16【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

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6: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

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
的，永遠不渴。」】

馬太福音7:7【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

間斷的每天支取一次「神的應許」，就

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是一生一世也支取不完；況且，往往神

希伯來書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

的應許並非只可以用一天，乃是足夠用

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

一生。敢問：我們為何還要在屬靈上貧

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窮軟弱、灰心失望、怨天尤人呢？正如

羅馬書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慕迪先生曾經這樣說：「要領受神的應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許，只要叫一個人好好的研讀神的應許

的人。】

一個月，他就再不會說自己是多麼的貧

以賽亞書40: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

窮了！」

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
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約翰福音1: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

雖然神的應許有這麼多，但祂是全能
的、慈愛的、智慧的、信實的！祂必要
實現每一次的應許，讚美祂！

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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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著祂（基督）也都是實在的

約翰一書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

「神的應許」雖然極為豐盛、寶貴及屬

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天，但是人的情況卻是可憐得很，毫無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條件去接受這寶貴的福份。神若是把珍
寶放在人的面前，人卻完全不認識；

1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
「是的」
有人曾經仔細的統計過，聖經中帶著應
許性質的經文約有三萬次。我們可以這
樣的來思想一下，全本聖經共有1189章
或31173節，這樣算起來，豈非差不多
每一節都可以碰到「神的應許」？也就
是說，除非我們不讀聖經，否則一定
會碰到「神的應許」，只要我們讀一章
聖經（平均一章聖經約有二十六節），
就要接觸到二十多次「神的應許」了。
又除非我們把二十多次都丟失了，否
則，只要抓住其中一次，必然得益無
窮。此外，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25550天）、強壯的可到八十歲
（29200天），設若由出生至離世，不

就是認識，也無法享用得到，因為沒
有路。正如中國人所說的：「虛不受
補。」又正如羅馬書8章所提及的：律法
是好的，因為出於神。但律法因人的肉
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成了定人罪
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故此，神就
差遣祂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
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
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
靈的人身上。必須藉著基督，神的應許
對我們才能成為實在。這就像必須有視
覺，美景才能變成真實；必須有聽覺，
美音才有意義一樣。所以，惟有神的兒
子，才能把神的一切應許實現在我們身
上，為此祂就把基督賜給我們。所以，

我們要藉著基督，也是在基督裏，才能
經歷到這一切屬天的恩惠。
3 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不少神的兒女在了解到「神的應許」的
寶貴之後，都愛慕更多的得著它們，因
為「神的應許」給我們帶來無數的恩
典、浩大的能力、和天上各樣屬靈的福

擘餅聚會的預備

氣。不錯！這些都是神莫大的憐憫。但

在很多福音堂及獨立教會體系的教會中，最

是，我們要知道，領受「神的應許」之

特別的聚會要算是「擘餅聚會」了，這聚會

最大、最有價值和最終極的目的，卻

也等於其他宗派教會的「聖餐」，參加聖餐

是：「叫神因我們得榮耀！」這真是不

聚會及擘餅聚會的意義，其實基本上是同一

可思議！也十分希奇！若說：「叫我們

的，不同的祗是做法而已。

因神得榮耀！」這還可以理解。因為神

福音堂及弟兄會體系的擘餅聚會，與其他宗

本身就是榮耀，祂要憐憫我們，就把祂

派的聖餐不同之處，是會眾能夠參與的程

的榮耀加在我們身上，我們每逢靠近

度。一般宗派教會的聖餐，會眾沒有太多機

祂，就叨了祂的光！這已經足以令我們

會有回應，最多是能參與唱詩；主理聖餐的

感恩不盡了。何況，祂竟然定意讓我們
藉著享用「神的應許」，叫我們成為使

牧師，全部管理整個過程，如選唱甚麼詩 13
歌、讀甚麼經文、以及禱告回應等，會眾皆

神得榮耀的器皿！這榮耀的恩典，簡直

沒有參與決定的機會，這樣一來，聖餐絕對

令我們敬拜不息了！這讓我們想起以弗

不會造成混亂的了，因為都是傳道人帶領，

所書3:20-21的話：「 神能照著運行在

唱的詩、讀的聖經都會選對的，可是，卻很

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容易做成會眾反應遲純，甚或有口無心，習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祂在教

慣化的領餅領杯罷了。

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若說：「神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
這是必然的。但是，祂竟然要在教會中
得著榮耀，這就希奇了！但這卻是祂的
旨意，是必要成就的事，讚美祂！
但願我們以信心多多支取「神的應許」，叫

不過，以福音堂的模式舉辦擘餅聚會，不等
於一定會優於其他宗派的聖餐聚會模式，假
若會眾不投入，又沒有預備，到時隨便講話
分享，甚或不守規則，甚至可弄至擘餅聚會
比聖餐聚會更糟。
在參加擘餅聚會之前，筆者建議，弟兄姊妹
應當事先找一個安靜的時候，或一點鐘，或

神在基督裏因我們得著榮耀。

半點鐘，預備一下參與聚會，好好思想是次
林澤揚

聚會當怎樣記念主，或預備一首詩歌、一點

分享、一點經文，或預備在某一點上禱告讚

聚會，是何等需要小心及注意的，不參與不

美主等，這些都是重要的，最好不要在擘餅

對，參與的不對也不對！

聚會的時候，臨時在選詩歌、經文（除非到
時聖靈有特別的感動），最好是事先預備一
下。

很多時候，筆者注意到，一些擘餅聚會參與
的弟兄姊妹，祗是叫唱詩，沒有禱告，也沒
有分享，那也是不大理想，因為當連續唱詩

不過，不是每次都可以有分享的，若在預備

四首，甚或五首，而仍然沒有一個禱告或分

的時候，沒有甚麼感動，則不要分享，因為

享的時候，可以看出，那是對詩歌沒有回

沒有感動的分享，是浪費弟兄姊妹的時間，

應。當然，有一些肢體，因為本身性格內向

也破壞聚會的氣氛，因為主沒有感動你，你

之故，不大敢當眾說話及禱告；可是若四首

為何分享，在這種情況下，你預備心靈赴

或五首詩歌己過，不但那四、五位選詩歌的

會，學習與分享的弟兄姊妹同心就可以了。

肢體沒有回應，其他肢體也沒有回應，聚會

在預備的時候，可以讀一點主受苦、復活及
主再來的應許的經文，聖經裏這樣的經文不
少，如四福音中，每卷的最後幾章就是主受
苦、復活的經文，默想一下，若主給你有強
14 烈的感動，可以預備分享，不過要記著，一

般在聚會中請弟兄姊妹讀的經文，最好不要
超過十節（當然不是絕對的），讀完後也不
要超過三分鐘的分享，否則在該聚會中，其
他肢體分享的機會就大大減少了，若加上禱
告，每位分享的總時間最好不要超過五分
鐘，那就是最適當的時間安排了。

氣氛就不大理想的了。所以筆者奉勸弟兄姊
妹，當我們選詩歌、唱詩歌後，也應當同時
考慮，自己應當選擇作一個禱告來回應，有
多禱告來回應的擘餅聚會，才是理想的，因
為詩歌的效用，是唱出詩歌作者的心意，當
我們唱時，總會有人心被詩歌的詞語感動
吧！當我們心被詩歌的詞語感動後，最明顯
的反應是禱告了，禱告是直接對主發出感謝
及讚美，可以說是心靈的反應，是不可少
的，所以下次你選詩歌叫唱時，可以考慮一
下以禱告回應，又或是當我們唱弟兄姊妹所
揀選的詩歌時，可以考慮以禱告來加入回

擘餅聚會，是教會聚會中最重要的，因為在

應，這樣擘餅聚會的敬拜氣氛就濃厚了。

這個聚會裏，我們將所有的思想，集中在那
救贖我們的主身上，記念祂為我們降生、受
苦、受死、復活、再來，及一切祂對我們的

不過，當我們選詩歌時，要注意幾件事：
1

愛。

多節數，我們在事先就應當選定唱那幾
節，不然，有一些詩歌甚至有十多節，

神的僕人保羅，說到若有人不按理「 喫主

其他人參與的機會就相應減少了。

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
主的血了 」（林前十一27），甚至保羅說
這樣的人會「被主懲治」，所以參加擘餅

詩歌不宜太長或太多節數，若詩歌有太

2

詩歌定必以主及救贖等為中心，不宜加
入其他詩歌在擘餅聚會當中。

3

4

最好選自己懂唱的詩歌，若自己不懂

聚會前，我們在家讀聖經預備聚會的時侯(假

唱，或不曾唱過的詩歌，最好在會前先

若弟兄姊妹那樣做)，不一定每次預備都有

問問當日負責的弟兄，是否有人懂唱那

領受，可能預備三兩次，才有一次感動比較

首詩歌，不然，到時就很難唱得理想

強烈，若那一次的感動比較強烈，我們才應

了，我們的教會，從前也有弟兄，及姊

當考慮分享，若那一次感動不太強烈，筆者

妹叫唱一些詩歌是全會眾都未唱過的，

認為最好在聚會中與分享的肢體同心就足夠

所以會構成到時唱詩的氣氛大打折扣。

了，若我們硬要每次都分享，那是不對的，

若一些肢體自己是走音的（要自己知道
才算），要讓其他肢體先唱，否則自己
會帶來反面的影嚮。

很有可能，那是要「突顯自己」的老我出現
也不定，這一點我們要小心，因為在擘餅聚
會中，每個人都可以有權分享自己的感受，
若這些分享變為「出頭」的機會，則更是得

5

有一些詩歌，肢體可以考慮請會眾站起

罪主了。

來唱，以示尊敬主，如「快來擁戴為
王」、「聖哉！聖哉！聖哉！」等詩
歌。

我的意思，是認為我們每次擘餅之前一天的
下午，或前一天、或早晨，可以讀一點與此
聚會有關的經文，唱一點有關的詩歌，也可

又或許有人問，來到聚會不是可以了嗎？幹
嗎還要預備？要預備不是沒有了享受嗎？到
時按感動分享不是夠了？

以以禱告私下「記念主」的受死、受苦、復
活及再來等，若那一次特別的有感受，或看
到一些重要的「點」，可以在那次擘餅聚會

假若你實在沒有時間，又或你不願意抽出時

中將這默想或感受提出來與肢體分享，若那

間預備，我對你實在沒有要求，不過，若有

一次的預備，沒有特別的感受或看見，則最

弟兄姊妹願意在敬拜主的事情上「更」深入

好在那一次的擘餅聚會保持緘默，與別人同

的參予、希望「更」投入記念主的聚會，那

心，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功課。

末說法就大有不同了，因為擘餅敬拜實在是
「主觀性」強的聚會，而不是「客觀性、理
性」方面強的聚會，所以個人投入的程度是
能否享受這聚會「成功」的關鍵。

另外要注意，分享不要離開記念主的課題，
不要分享自己最近的生活見証，擘餅是說到
記念主，不是注意自己，作與主受死、受
苦、復活及再來等無關的見証也是不合適

教會很難要求每一個弟兄姊妹，每一次聚會

的，主席及主持擘餅聚會的弟兄可能會終止

中都分享，那也是沒有可能的，因為有那麼

不合適的分享，弟兄姊妹也不要介意。

多的弟兄姊妹，試問又怎能每次每人都可以
分享，筆者想，每個人每個月分享一次已經
很足夠了，不過每個月分享一次，是否就等
於每個月預備一次？其實不然！因為在擘餅

禱告的分享是最好不過的了，若多禱告讀
經，擘餅聚會的敬拜氣氛也會強烈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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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你在預備的時候，對一些經文或詩
歌特別的有感動，則你不分享也是不對，因
為主給你的造就，絕不是讓你獨善其身的，

學院消息

乃是讓你分享出來去幫助其他人的，是相善
其則的，所以不要吝嗇，要分享出來，好讓
其他肢體都可以獲得同一樣屬靈的感動。
不過，有一點要記著，無論擘餅聚會中，有

1. 感謝神！本學院預算每年舉行兩次【於

甚麼分享，無論是讀經、禱告、分享及詩歌

十月份及三月份】公開的培靈聚會。第

等，皆小心不要讓自己變成在「表現」自

一次聚會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

己，突顯自己，因為那樣做是會妨礙記念

「星期五」至四月一日「星期日」一連

主，將人的心帶到別的地方，所以講自己的

三晚，假「尖沙嘴平安福音堂」舉行。

見証也不適宜，除非該見証與記念主有關；

每晚由八時至九時三十分。

一切防礙記念主的行動，負責弟兄皆可以中

講員為：

止該分享，分享的人也不能「不高興」，否

黃永祥先生【3月30日「星期五」】

則是「不順服」，那也是嚴重的；不要在擘

林澤揚先生【3月31日「星期六」】

16 餅的聚會「更正」其他弟兄姊妹的分享，那

是負責人的事奉範圍，我們去「更正」別人

吳主光先生【4月1日「星期日」】
※ 誠懇邀請本院延伸課程的各位學員及

的分享時，我們自己也未必有足夠的分量去

眾教會各位弟兄姊妹參加！

辨別，很容易別人就會「再更正」我們的

一同追求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的長闊

「更正」，於是變成「罵戰」；更不應當

高深！

的，是在分享的時候，別有用心，以達致任

2. 本學院全體同學已經成立了「學生佈道

何個人的目的，甚至在罵人，那樣做是得罪

團」。將按需要接受各教會或學校的邀

主的，弟兄姊妹要當心，因為神的僕人保

請主領佈道聚會。若有需要，請與本院

羅，沒有說在其他聚會時遭到懲治的情況，

聯絡！在2007年3月17日「星期六」下

祗有擘餅聚會的勸勉中提到該情況，教我們

午，本院「學生佈道團」將於青山道培

應當小心。

敦基督教會主領佈道會，請代禱記念！

盼望這篇文章，能幫助更多弟兄姊妹預備好
心靈，參加擘餅聚會，也願更多教會，有享
受主的同在的聚會，及使主有享受的聚會。
劉智明

3. 本學院本年度收生共八位，其中四位在
這裡簡單分享一點他們的感受。

吳芷雯姊妹
於香港科技大學畢業，主修土木工程。零三
年末，當主耶穌以祂的大愛和權柄折服這個

鮑耀發弟兄

驕傲的人的同時，把呼召和應許放在我心

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曾任職數行政職位。

裡，引導我決志時奉獻自己為祂所用。半年

太太年幼信主。全家於一九九一年移民加拿

後的夏令會中，主喚醒我這個奉獻的心，幫

大。蒙主帶領、九九年在加拿大列治文平安

助我認真尋求祂的帶領。在往後一年多，主

褔音堂受浸。二個兒子也在二零零零年蒙恩

不但讓我看到自己的敗壞和不配，也慢慢改

信主。同年全職在中信書室事奉。在零二年

變了我的價值觀，把愛人靈魂的心加給我，

教會夏令會中全人奉獻，數年間在教會及機

多次感動我為人的靈魂著急。零四年在旺角

構事奉，然而神的呼召不斷，在零六年六月

平安福音堂受浸，直到零五年末，一直等候

蒙神清楚引領要踏上神學院預備事奉之路，

的清晰的呼召臨到，再在主的恩領下，到了

九月便進入整全訓練神學院接受裝備。我深

整全訓練神學院接受祂的造就。願感謝頌讚

深經歷神的恩典，願盡心獻上地上所餘的日

歸給愛我的主。

子，專心事奉神。
鍾詩葆姊妹
陳翼弟兄

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工作系，1995年

1988年在匯基書院決志信主，並於1997年

在培敦基督教會受浸。回應神的呼召，全因 17

在基督中心堂九龍塘堂受浸。1996年於城市

衪的大愛。信主十三年，我的軟弱雖多，但

大學應用物理學系畢業後，曾在匡智會、雨

神並未放棄我，反倒多次把我在患難中救出

川小學及基督教互愛中心任職。2006年5月

來，又多次鼓勵我，免我沮喪。我立志要完

14日，在一個奉獻團契的聚會後，心中想

全委身這位必牧養我一生的神。一天，神全

起神的話──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當晚在

時間事奉的呼召臨到我，衪給了我應許：

禱告及神話語的印證下清楚蒙召。入讀學院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

後，生活變得十分規律，要學習謹慎自守。

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

最寶貴的是宿舍的生活，弟兄們能和睦同

倍，並且承受永生。」(太19:29)，這使我不

居，這是何等的又美，何等的善。

得不擱置了本已定下的生養兒女的計劃，因
神使我明白屬靈的兒女更有永恆價值。願我
一生合主使用！

3. 《詩篇研經亮光》之卷一
講員：吳主光先生
舊約各卷之中，以詩篇被新約作者引用

晚 間 延 伸 課 程

最多．因為詩篇裡藏著最豐富的啟示、
主第一次來世及第二次來世預言、千禧
年、各種教訓、靈修秘訣、祈禱秘訣、
神的性情、人生哲理、屬靈奧秘……。

延伸課程之學費和講義費，乃仰望父神感動

如果說，所羅門王的智慧是前無古人，

信徒自由奉獻供應。報名手續及查詢請致電

後無來者，那只是局限於「日光之下」

學院27661189（詳情請閱報名表）

的範圍．對於「日光之上」的奧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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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簽名的表格。所有延伸課程不接受新
生即場報名

羅門知道的極少。但是大衛卻是「合神
心意的僕人」、是先知、是神人、是
主耶穌基督的預表。神將大福的應許
（以迦南和以色列人為主）賜給亞伯拉
罕的後裔；卻將更大福的應許賜給大衛
（以救恩和主再來作王為主）。所
以，明白詩篇的奧秘，差不多相等
於明白神整套計劃。吳主光弟兄研
究《詩篇》，最獨特之處，是將各

1. 屬靈性格(三)
講員：林澤揚先生
本課乃延續「屬靈性格(二)」
日期：2月27及3月6,13,20日
（四個星期二）
地點：九龍深水埗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
中心12樓信望愛福音堂

卷所有詩篇串起來，對準一個主題
來研究，發現編者文士以斯拉，藉
著編輯各卷詩篇，道出了末世預言
的程序，非常奇妙。歡迎任何有志
「進深研讀聖經人士」參加。（按：以
後續有卷二至卷五課程，詳情日後公
報）
日期：3月26及4月2,16,23日

2. 聖經考古重要發現（二）
講員：劉智明先生
本課乃延續「聖經考古重要發現(一)」
日期：3月22,27,29日及4月3日
（二個星期二及二個星期四）
地點：九龍深水埗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
中心12樓信望愛福音堂

（四個星期一，註：4月9日放假）
地點：九龍尖沙咀漆咸道87-10號5字樓

整

全

訓

練

神

晚間延伸課程報名表
請在下列方格✔所選科目

學

院

FTSA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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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課程地點：信望愛福音堂
□

屬靈性格(三)

(英文)

講員林澤揚先生

2月27日及3月6,13,20日(四個星期二)
□

聖經考古重要發現(二）講員劉智明先生
3月22,27,29日及4月3日(二個星期二及二個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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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課程地點：尖沙咀平安福音堂

職

□ 《詩篇研經亮光》之卷一 講員吳主光先生

聚會教會* :

3月26日及4月2,16,23日(四個星期一，4月9日放假)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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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報名者選擇以下項目並

□ 附上$200支票只作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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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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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格✔上選項（所有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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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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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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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152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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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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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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

培靈聚會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五）至四月一
日（星期日）一連三晚，每晚由八時至九時

經常費收支賬項		
承接2006年10月總結存

HK$67,339.99

2006年11月總收入		 HK$81,111.68

三十分，假「尖沙嘴平安福音堂」舉行。不

2006年11月總支出		 HK$123,026.80

用預先報名，誠懇邀請本院延伸課程的各位

2006年11月總結存		 HK$25,424.87

學員及眾教會各位弟兄姊妹參加！

2006年12月總收入		 HK$152,669.74
2006年12月總支出		 HK$123,400.96
2006年12月總結存		 HK$54,6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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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類別

2006年11月

2006年12月

個人奉獻

$29,720.00(37項)

$43,400.00(103項)

神學生奉獻

$24,470.00(18項)

$8,592.00(10項)

校友奉獻

$2,000.00(3項)

$4,800.00(5項)

各教會奉獻

$24,900.00(5項)

$89,456.14(8項)

收入

$81,090.00

$146,248.14

銀行利息

$21.68(1項)

$6,421.60(5項)

總收入

$81,111.68

$152,669.74

支出項目

2006年11月

2006年12月

車敬及薪津連強積金

$65,100.00

$70,500.00

購置院舍(供款)

$12,867.00

$12,867.00

膳費

$14,728.10

$14,255.00

神學生宿舍支出

$10,592.00

$6,588.00

課程支出

$6,901.66

$4,103.38

水電電話/維修保養

$2,253.54

$5,490.48

宣傳及印刷

/

$5,016.00

郵費

$250.00

$2,096.10

差餉地租/管理費

$1,430.00

$1,430.00

雜支

$2,266.20

$1,055.00

律師費

$5,060.00

/

保險費

$1,578.30

/

總支出

$123,026.80

$123,400.96

以上數據乃初步計算，暫未經核數師

講員：黃永祥先生【3月30日】
林澤揚先生【3月31日】
吳主光先生【4月1日】
聚會地址：九龍尖沙嘴漆咸87-105號
百利商業大廈五樓
【尖沙嘴平安福音堂】

代禱事項
1. 為本院於3月30日至4月1日舉行的公開培
靈聚會。
2. 為本院「學生佈道團」的事奉，求主使
用。
3. 為各位老師在繁重的事奉上蒙主加力及
使用；又特別幫助每一位同學在實習工
場上為主所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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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求主繼續使用「整全報」，讓各位讀者
得著屬靈的造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