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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謹慎、忍受苦難、
作傳道的工夫，盡從主所受的職分。

院長的話
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亞西亞講道，後是他們想要往庇推尼
去，耶穌的靈卻不許；再後就是在夜

整

間有異象現與保羅，讓他們看見馬其

全

頓的需要。至此，他們對於主的旨意
就非常的清楚了：為何在這之前，聖
靈要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想

第

要往庇推尼去事奉主，耶穌的靈卻仍

七

然不許？原來主要領他們到腓立比這
林澤揚

報

個城市去。那裡雖然是羅馬的駐防
城，同時也是一個自由城，又稱為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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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羅馬城，並且每年出產一千他連得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

的黃金。表面看來，這個城市無論在

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

政治，經濟，治安，環境，聲譽等各

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

方面，都擁有很優越的條件。可是，

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

他們卻與別的地方毫無分別，仍是那

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夜間

樣的需要福音；因此神出乎意料地差

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

遣保羅到那裡傳揚這救人的福音。結

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

果，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呂底亞和她一

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

家很快就信了主。雖然，沒有想到：

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

主所引領到那裡的，祂的僕人們隨後

福音給那裏的人聽。於是從特羅亞開

卻被囚禁起來；不過，因著主的大能

船，一直行到撒摩特喇，第二天到了

和美意，竟然叫禁卒和他的全家都因

尼亞波利。從那裏來到腓立比，就是

此而信了主，證明了神的僕人可以被

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

捆綁，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的駐防城。（徒16：6-12）

主的引導常常是遠超過我們所能想

當我們來看保羅是如何把福音帶到

像的，正如以賽亞書55：9所說的：

腓立比這個城市去的時候，就可以

「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

知道，每一個蒙主所召，事奉祂的

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所以我們

人，主總要顯明祂的旨意，引導他

無論在事奉上，或是在生活上，都不

們所行的路。先是聖靈禁止他們在

可倚靠自己的聰明，正如箴言3：5-6



所 說 的 ：「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實際上也是一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

個不自由的人。因為我們已經不再是

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

自己的人，乃是主用重價買來的；

的路。」筆 者 曾 經 在 新 加 坡 機 場 購

所 以 要 在 我 們 的 身 子 上 榮 耀 神 （林前

買過一塊磁性的小牌子，上面寫著：

6：19-20）。我們就好像一個奴僕一

「When God closes a door, He always

樣，整個人的主權都操在主的手上。

opens a window.」是的，當祂把門關

因此，當保羅和他的同工按照正常而

上了，也常會為我們開一扇窗。這顯

合理的計劃來事奉主，沒有想到主卻

示了：一個專心事奉及跟隨主的人，

阻止他們前進，改變他們的道路，他

總會有出路，而且是祂所指引美善的

們卻柔軟地在主的手中，絕對順從，

路，就像詩歌所述說的：「祂的路是

這樣就彰顯了主是配得榮耀的，也讓

正路，我雖不明瞭；祂的路是善路，

他們在主手中成為更寶貴的器皿。又

我願常倚靠，惟神知最好。」

正 如 先 知 耶 利 米 的 禱 告 ：「耶和華

同時，我們也認識到，每一個蒙主所
召，事奉祂的人，雖然一方面已經得
了真自由，因為基督釋放了我們，叫


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
要 再 被 奴 僕 的 軛 挾 制 （加5：1）。主
耶 穌 也 曾 宣 告 說 ： 「 你們必曉得真

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所
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
就真自由了。 」（約8：32,36）我們
可以不再被那惡者、罪惡、世界、偶
像和肉體所捆綁；我們能夠專一的事
奉主，從此不再事奉瑪門了，何等喜
樂，何等有福！好一個自由的人！

阿！我曉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
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腳步。」（耶
10：23）這顯示出先知確實體認到耶
和華是掌管著屬祂的人的腳步；保羅和
他的同工也有這樣的體認，我們也該如
此。雖然按照人天然的傾向，實在無法
接受這種不自由的待遇，也無法理解其
中所包含的喜樂和意義。不過，由於更
多的認識祂榮耀的旨意和經歷祂的愛，
我們乃受激勵而甘心樂意的放棄自己的
自由，定意一生只求祂的喜悅，成為一
個愛的奴僕來事奉祂，榮耀祂。若是這
樣，將可更多經歷這愛的奴僕的尊貴和
福樂！好一個不自由的人！

最後由天使傳的
「永遠的福音」

以寫在書卷外面的文字是「七印」，
代表書卷的「目錄」。羔羊揭開「七
印」時，書卷就展開，可以看見書卷裡

整
全

面的文字，就是書卷的「內容」。書卷
的「內容」是要詳細解釋書卷的「目
錄」，所以是重複的。這一點很重要，
讀者如果忽略這一點，對《啟示錄》的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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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就全盤錯了。
十

吳主光

這書卷的「內容」分為兩部分，就是
「七號」和「七碗」。「七號」是前三

筆者在一九九六年研究《啟示錄研經亮

年半，而「七碗」是後三年半，合起來

光》的時候，看到第十四章提到：「有

就等於《但以理書》第九章那「七十個

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

七」的「末後一七」。所以「七號」和

傳給住在地上的人。」那時，我不太

「七碗」完了，就來到天使長加百列

明白是甚麼意思，只知道 ── 第一次

所說的，以色列人要「 止住罪過，除

傳福音，是由伯利恆野地的天使傳給牧

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或譯：彰

羊人的；最後一次傳福音，是由天使傳

顯）永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

給世人的，因為那時教會正復活被提，

聖者。」（但9：24）換言之，那時以

地上再沒有人傳福音。至於為甚麼稱為
「永遠的福音」，世人相信，或不相
信，有何結果，就不得而知了。

色列全家認罪悔改得救，然後主耶穌降
臨，以色列人迎接主進入聖殿，膏祂為
「至聖者」－承認主為「神」。主就要
作以色列的王，統治全世界；而以色列

感謝主，因為這本書已經售罄，需要重

就得著大復興，成為世上最強大的國。

印，我就有機會將這本書重寫。在校對
以往的觀點的時候，神就開我的眼睛，
使我明白「永遠的福音」是甚麼，可以
與讀者分享。

至於「七號」和「七碗」的解釋，我們
先要明白，「吹號」是通知群眾「預
備」聚集，因為快要爭戰，或迎見大君
王。所以「七號」吹響之後，就等於

書卷的結構

保羅所說：「 號筒末次吹響 」，那時

首先我們要明白《啟示錄》神右手「書

「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

卷」的結構。「書卷」是捲起的，所

也要改變。……變成不朽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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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5：52-53）保羅又詳細一點

第十四章的結構

解 釋 說 ， 那 時 ──「 主必親自從天

或問，「七碗倒下來之前」發生甚麼事

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

呢？這就是《啟示錄》第十四章所詳細

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

交待的了。讓筆者先將第十四章的「結

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

構」分析出來：

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
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
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帖前4：
16-17）所以，在「七號」吹完了，也
就是「一切都預備好了」，歷史上所有
聖徒，無論是死了的，或是活著的，都
要一同復活被提，「聚集」到空中，
「迎見大君王」主耶穌，而地上就要開
始「大爭戰」── 末世大災難。



第十四章一開始，先記載「十四萬四千
人」來到鍚安山，在這裡彈琴唱歌，讚
美神和羔羊。經文說：「 他們是從人

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
羊。」（啟14：4）這是說，這些人已
經復活被提了。讀者必會問，他們是怎
樣復活被提的呢？於是下文第6節至20
節所講論的，就是為要解答這問題 ──
教會在七碗之前 ── 大災難之前復活

「七號」吹完了，接續是「七碗」，也

被提。所以第6節至20節這段經文非常

就是末世大災難。讀者又要明白「碗」

重要，請先參看筆者詳細分析而寫成的

是甚麼意思。經文很清楚說明，這就

「結構」：

是「神大怒的七碗」（啟16：1），所

一)「地上」要發生三件大事

裝載的，是地上大爭戰，眾人所流的

（14：6-12）：

「血」，如同「葡萄」放在酒醡中，踹

1. 天使向地上的人傳「 永遠的福

出「六百里路」的「血」來。（參啟

音 」（14：6-7）── 給人最後

14：20）神吩咐天使，用「七碗」裝

悔改機會；

載這些「血」，從天上倒下來，意思是

2. 天使警告：「 巴比倫傾倒了 」

「報應」地上的惡人，他們曾經流眾聖

（14：8）── 預言天主教梵蒂

徒的血，現在叫他們喝自己的血。所以

崗被消滅；

真正的「大災難」就是「七碗」；「七

3. 天 使 警 告 ： 拜 獸 像 者 必 喝 「 神

號」只不過是「預備階段」，不是大災

大怒的酒 」，並「 在硫磺火湖

難。於是我們就明白了，教會是在「大

中受痛苦」── 警告相信敵基督

災難之前」復活被提，就是在「七碗倒

的世人，必要在大災難中滅亡。

下來之前」復活被提。

（14：9-12）

3. 天使收割地上的葡萄 ── 地上惡

二)「天上」同時有三個宣佈
（14：13-20）：

人在大爭戰中被殺，得到報應。

整

1. 神和聖靈宣佈：「 從今以後，

（14：17-20）

全

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
讀者要緊記，經文的意思是 ──「地

（14：13）
2. 坐白雲的人子收割莊稼 ── 教

上」發生三件大事之時，也是「天上」

會復活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作出三個宣佈之時，兩者是同時進行

（14：14-16）

的。請看如下圖解：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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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三件大事」與「天上三個宣佈」同時發生

我們這時代

二千年教會歷史

三天半

教會在天上得賞賜
天上第一個宣佈：
「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敵基督得勢，任意而行

末世大戰

天使倒下「神大怒的七碗」
地上第一件大事：天使傳永遠福音

 敵基督冷落「大淫婦」

地上第二件大事：
巴比倫傾倒

地上第三件大事：拜獸像者必喝神
大怒的酒，並在硫磺火湖中受痛苦
敵基督攻陷以色列，屠殺
以色列全國三分之二人，
其中一半信主的復活被提

主與教會一同駕雲降臨

假先知
迷惑普天下

以色
 列兩個見證人
與十四萬四千人被殺。

 假基督

期

後三年半 (一載二載半載)
千禧年主作王統治世界以色列大復興

吹響「七號」── 預備期

天上第二宣佈：人子收割地上莊稼：教會被提

前三年半 (1260天)

天上第三個宣佈：
天使收取地上葡萄
流血六百里

這個圖解已經將這段經文分析得很清

復活被提；所謂「 以後…有福 」，

楚。為了強調本文的主題 ──「永遠的

是指在大災難中還有以色列人為主被

福音」，筆者要再三指出，當天使在空

殺，他們都是「在主裡面而死」的

中宣傳「永遠的福音」之時，天上正在

人，都可以復活被提，只是稍遲一點

作出三個重大的宣佈：

點。容後解釋。

1）神和聖靈宣佈：「從今以後，在主

2）坐白雲的人子收割地上的莊稼 ──

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14：

這正是「教會復活被提」的意思。

13）所謂「從今…有福」，是指歷

（參太13：39，珥3：12-13，帖前

史上所有聖徒都要「在這個時間」

4：17）不過，摩西律法定規 ──



「 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

活，不至於「永遠滅亡」。因為這時，

不可拾取所遺落的。……要留給

敵基督和假先知迷惑普天下的人，叫他

窮人和寄居的。」（利19：9-10）

們同心合意起來，殺了神差來的那兩位

這是說，「大收割」是指歷史上所

先知，和以色列十四萬四千人。當然世

有聖徒復活被提，但是稍後由窮人

界各地同樣有許多聖徒被殺，所以地上

來收割「田角的」，和拾取「 遺落

再沒有聖徒傳福音，神才吩咐天使飛在

的 」，就代表教會復活被提之後，

空中傳這福音。

以色列在大災難中悔改信主而被殺的
人，最後趕得及復活被提。

讀者要明白，天使飛在空中傳福音，不
能按字面來解釋，必須按靈意來解釋。

3）天使收割地上的葡萄 ── 這是指地

意思並不是真的有一位「天使」飛在空

上惡人在末世大爭戰中被殺的情境，

中，大聲向地上的人傳福音；它只不過

得到當得的報應。（14：17-20）

代表神的大憐憫，神最後傳福音給地上
的人，竟然以「最奇妙，最明顯是神的

明白了這個時刻就是教會復活被提之
後，現在讓我們來詳細研究「地上」發
生三件大事的第一件 ──「天使傳永遠
的福音」：


天使向地上世人傳
「永遠的福音」（14：6-7）

作為」的方式來傳，好像有一位天使飛
在空中向他們大聲傳那麼明顯和奇妙。
如果世人連這麼奇妙的福音也不肯相
信，就證明他們真是無可救藥了。
到底這「飛在空中的天使」，比喻怎樣
奇妙的傳福音方式呢？答案是由七位天

經文說：「有 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

使倒下「神大怒的七碗」，世人看見這

『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

些災，應該明白並不是自然現象，而是

人，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應當敬

神差派天使成就的。可是地上的人雖然

畏神，將榮耀歸給祂！因祂施行審判

看明是神的作為，還是硬心不肯悔改，

的時候已經到了。應當敬拜那創造天

並且褻瀆天上的神。

地海和眾水泉源的。」

論到「永遠福音」的內容，這福音不像

所謂「 永遠的福音 」，是神給予全人

今天我們所聽到的福音 ── 白白的恩

類最後悔改機會，因為「末世大災難」

典，只要人肯悔改信耶穌，就不至滅

快到，神要執行審判。如果人在這個時

亡，反得永生。但「永遠的福音」只有

候肯接受這「永遠的福音」，還可以存

一半恩典 ── 人必須履行如下三個條

件，才不至在大災難中滅亡，可以活著

判斷是公義的；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

進入「千禧年國度」：

的血，現在祢給他們血喝；這是他們

整

所該受的。」（啟16：3-6）

全

畏」是“fear”，意思是當天使倒下「神

「第四碗」是「空」中因污染，使溫度

報

大怒的七碗」之時，住在地上的人若曉

大大升高，日頭好像能用火烤人。以上

得這些災是出於「神的忿怒」，因而懼

四災顯示都是「環境污染」所引致的

怕神，還有機會給他們。倘若還是不怕

災，所以世人還是不懼怕。經文指出

七

神，神就要結束這個世界，使他們永遠

──「人 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

十

滅亡。

掌管這些災的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

第一個條件：「應當敬畏神」──「敬

第二個條件：「 將榮耀歸給祂 」──

「第五碗」──「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

為，彰顯神審判的權能和榮耀，因為神

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黑暗了。

「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大災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又因所

難立即就來了。

受的疼痛，和生的瘡，就褻瀆天上

第三個條件：「應當敬拜那創造天

的神，並不悔改所行的。」（啟16：

地海和眾水泉源的」── 這分明是指

10-11）所謂「獸的國黑暗」，是指敵

「第三碗」之災而說。請看：

基督的內閣出現「內訌」；所謂「疼
痛」和「所生的瘡」，是指污染的結果

「生惡而且毒的瘡」；

叫許多人「生惡毒的癌腫瘤」。讀者可
以見到，世人還是認為這些災只不過是

「 第 二 碗 」 ──「 海 」 因 污 染 而 變 成

人為的，不承認是神的大作為，所以不

「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懼怕神，不將榮耀歸給神，也不敬拜這

「第三碗」──「河」與眾水的泉源因

期

耀歸給神。」（啟16：9）

意思是承認這些「災」是出於神的大作

「第一碗」──「陸」上的人因污染而

第

位造物主，反而褻瀆神。

污染而變成「血」，人們很難找到水來

「第六碗」是「哈米吉多頓世界末日大

喝。經文指出，這是因為世人用「 聖

戰」。獸（假基督），假先知（假聖

徒與先知的血 」污染眾水泉源，所以

靈），和龍（假聖父）迷惑天下列國，

「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神向他

叫他們聚集爭戰。經文借用摩西所行的

們發怒，將「血」給他們喝。所以天使

「青蛙之災」，形容獸，假先知和龍像

說：「昔在、今在的聖者啊，祢這樣

「瘋了」一樣，彼此攻擊，造成「末世



大戰」。原來埃及人相信「青蛙」是尼

《啟示錄》雖然說：「 那從無底坑裡

羅河神的兒女。摩西使青蛙跳上來，跳

上 來 的 獸 （ 敵 基 督 ） …… 把 他 們 殺

到埃及人和法老身上，好像「瘋了」，

了。 」（啟11：7）請注意，經文說

攻擊自己人一樣。這是神奇妙的作為，

明，他們被殺的地方，就是「他們的主

但是世人還是不領會，仍然不肯悔改。

釘十字架之處 」── 耶路撒冷。（啟

「第七碗」是「大雹」和「大地震」。

11：8）換言之，他們是被本國同胞出

請注意，經文只交待「雹子」之災極

賣，在「城內」被敵基督「謀殺」，不

大，人就「褻瀆神」，並不悔改。（啟

是在戰場上戰敗被殺的。但是三天半之

16：21）至於世人對「大地震」的回應

後，神使兩位先知當著全世界的人眼前

是甚麼？請看下文。

復活，並且「 駕著雲上了天，他們的

「永遠的福音」有效
看來，天使傳「永遠的福音」，好像無



仇敵也看見了。」（啟11：12）隨著
又發生大地震，死了七千人。

效。其實不然，如果神知道無效，就無

請注意，「兩位先知復活被提」和「大

需叫天使來傳了。原來地上絕大部份的

地震」不可能是自然現象，一定是神

人都不信，也不肯悔改，所以他們都在

的大作為，怎叫人不懼怕呢？也許「假

大災難中被殺，「永遠的福音」是對這

基督」和「假先知」為了穩定人心，對

些人無效。但是對於以下兩種人是有效

眾人解釋說，兩位先知是因為敵不過他

的：

們，才藉「魔術」逃走的；如果兩位先

第一種是「猶太人」

知真的有本事，可以回來再與他們打

讀者應該記得神差來向以色列人傳道的

鬥，決一勝負。所以跟隨敵基督的人還

那兩位先知。從他們所行的神蹟，就知

是不懼怕，也不悔改。

道一個像以利亞 ──「 有火從他們口

中出來，燒滅仇敵。……叫天閉塞不
下雨；」一個像摩西 ──「 有權柄叫
水變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

但是對於以色列人來說，他們中間的
「智慧人」就認為無法接納敵基督的解
釋。所以他們「 都恐懼，歸榮耀給天

災殃攻擊世界。」（啟11：5-6）神差

上的神。 」（啟11：13）筆者在前文

他們回來，為要叫「父 親的心轉向兒

已經說過，兩位先知復活被提的時間，

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神咒

也是歷史上所有聖徒一同復活被提的時

詛遍地。（瑪4：5-6）所以不可能完全

間，因為神的旨意是叫所有屬基督的人

無效。

都在同一時間復活被提，不分先後，不

然就不能完全。所以這些「智慧人」明

兵，這兵必褻瀆聖地，就是保障（攻

白，兩個先知復活被提，又發生大地

陷耶路撒冷，污穢聖地） ，除掉常獻

整

震，明顯是神的大作為，所有聖徒都已

的燔祭（禁止獻祭） ，設立那行毀壞

全

經被提走了，留下他們，怎叫他們不懼

（發動末世大戰的敵基督）可憎的（他

怕呢？

的像，逼以色列人敬拜）。」請注意，

這樣我們看到，以色列人終於「恐懼，

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了。這是對「永
遠的福音」正面的回應，為此，神願意
給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機會，叫他們全家
得救。這一個發現，使筆者很開心，因

報

這段話就是主耶穌要我們特別「會意」

第

的（參太24：15），一來因為教會是在

七

這個時間復活被提；二來因為敵基督這
樣禁止以色列人獻祭，又強逼他們拜他
的像，正是他發動「閃電戰」，所以主

十
期

耶穌勸猶太人立即逃到山上。

為終於可以解釋到，為甚麼以色列人長
期不信，等到教會復活被提之後，還有

過程是這樣：先是民間有一些智慧人懷

機會悔改得救。原來他們回應了神差派

疑敵基督不是真基督（因為他們親眼

天使所傳「永遠的福音」── 懼怕神，

看見那兩位先知被殺後三天半復活被

將榮耀歸給神。

提），所以經文說：「 民間的智慧人

必訓誨多人 （在民間暗暗傳道，勸人
或問，以色列人怎樣得救呢？《但以理

不要相信敵基督）； 然而他們多日必

書》和《撒迦利亞書》有詳細交待。

倒在刀下，或被火燒，或被擄掠搶奪

先來看《但以理書》第十一章，經文

（以色列掌權者與敵基督勾結，捉拿這

指出，敵基督「惱恨聖約，任意而

些智慧人，殺滅他們） 。他們仆倒的

行」，意思是，他與以色列人立和約，

時候，稍得扶助，卻有許多人用諂媚

但又毀約，派大軍攻進以色列，進行大

的話親近他們 （敵基督的同人想要賄

屠殺。過程是這樣 ── 當時敵基督與

買這些智慧人） 。智慧人中有些仆倒

「南方王」（埃及代表阿拉伯聯盟）爭

的（但他們不肯被賄買，反而起來拆毀

戰，想要獨佔中東石油財富。突然聽見

敵基督的像，結果被殺） ，為要熬煉

「 基提戰船 」來攻擊他（代表北方集

其餘的人（全國被殺的有三分之二，餘

團，由俄國領導的戰艦），他就喪膽而

下三分之一還要「受熬煉」── 被敵基

回。但在回程途中，路經以色列，他

督追趕） ，使他們清淨潔白 （這餘下

就「 聯絡 （以色列中） 背棄聖約的人

的三分之一要全家痛哭悔改，參亞12：

（可能指以色列的當權者） 。他必興

10-14），直到末了；因為到了定



期，事就了結 。（直等到主耶穌降臨

信了主，得著復活的生命），所以新郎

拯救他們，他們得以進入千禧年國，以

在午夜回來之時，她們可以把燈重新點

色列得著大復興）」（但11：31-35）

著（可以復活）。但那「五個愚拙的童

《撒迦利亞書》又詳細解釋敵基督如何
在以色列進行大屠殺，說：「這全地的

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
一仍必存留。我要使這三分之一經

女」在燈未熄滅之前（未死前），沒有
另外預備油在器皿裡（沒有信主，所以
沒有復活的生命），所以新郎午夜回來
之時，她們無法把燈重新點著（不能復
活）。

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煉
他們，如試煉金子。他們必求告我的

至於餘下未被殺的三分之一人，就是

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我

第三組，他們要「 經火，熬煉他們，

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

如熬煉銀子；試煉他們，如試煉金

的神。」（亞13：8-9）

子。 」意思是，神准許大災難臨到他
們，不是要消滅他們，而是要燒掉雜

10

讀者要明白，經文將以色列分為三組。

質，使他們的信心經過試煉之後，成為

當敵基督攻陷以色列，屠殺他們全國

「精金」。所以這第三組人，雖然仍被

三分之二的人，即是殺了兩組人。這兩

敵基督追殺，他們卻全家真心悔改歸向

組人中，有一組是「信主得救的」，以

神。《撒迦利亞書》形容他們悔改的

「五個聰明的童女」為預表；有一組是

情況，說：「 境內一家一家地都必悲

「沒有信主，不能得救的」，以「五

哀。大衛家，男的獨在一處，女的獨

個愚拙的童女」為預表。「 新郎遲延

在一處。拿單家，男的獨在一處，女

的時候，他們都打盹，睡著了。 」

的獨在一處。利未家，男的獨在一

意思是，這些以色列人都在大災難（黑

處，女的獨在一處。示每家，男的

夜）中被殺（睡著了，燈也熄滅了）。

獨在一處，女的獨在一處。其餘的

請注意，她們被殺之前，「新郎」已經

各家，男的獨在一處，女的獨在一

與「新婦」成親（「教會」已經復活被

處。」意思是，各家彼此之間的仇恨和

提，在空中與主相遇），這十童女等

恩怨，或是男女之間的情情愛愛，他們

「新郎」回來（以色列人在大災難中等

都不顧了，人人只顧痛哭歸向神。「他

基督再來），只有「五個聰明的童女」

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仰望

等到了，因為她們在燈未熄滅之前（未

他們所釘十字架的耶穌） ；必為我悲

被殺之前）另外預備油在器皿裡（他們

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

長子。」（亞12：12-14）所以神赦免

感謝主，最後餘下這些極少數的世人

他們的罪，保守他們不至於死，得以活

終於肯懼怕神，肯正面回應「永遠的

整

著迎接主耶穌降臨，進入千禧年國度裡

福音」了。經文形容他們極度「懼怕

全

享福。

神」，說：

報

第二種是「外邦人」

「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

上文交待猶太人親眼看見兩位先知復活

變紅像血，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

被提之時（也是教會復活被提之時），

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

又看見大地震，死了七千人，他們就

的果子一樣。天就挪移，好像書卷

十

「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所以

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

期

他們這樣回應「永遠的福音」，還有機

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

會得救。那麼外邦人呢？經文顯示，外

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

邦人一直不肯悔改，由第一碗至第七碗

的，都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裡，向山和

（由環境污染到世界末日大戰），他們

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

都不懼怕神，還是褻瀆神。所以世上絕

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

大部份的人都在大災難中被殺，餘下未

羔羊的忿怒；因為祂們忿怒的大日

死的人十分稀少。《以賽亞書》形容，
說：「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必有殘

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啟6：
12-17）

忍、忿恨、烈怒，使這地荒涼，從其
中除滅罪人。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

我們曾經指出，第七碗帶來兩樣災：

光，日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

「大雹子」和「大地震」。世人看到

光。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

大雹子之災，還是不怕神，因為經文

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止息，制

說：「 為這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

伏強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精金

瀆神。 」（啟16：21）因為認為「雹

還少，使人比俄斐純金更少。」（賽

子」之災是環境污染造成的，不是神的

13：9-12）或問，「精金」和「純金」

作為。但是來到最後的「大地震」，世

少到怎樣的程度？《以賽亞書》又形容

人就懼怕了，因為這是「 自從地上有

說：「 好像人打橄欖樹 ── 在儘上

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

的枝梢上只剩兩三個果子；在多果

地震。 」這災決不是人為的，也不是

樹的旁枝上只剩四五個果子。」（賽

由於環境污染而造成的，只有神的大作

17：6）

為才能造成。所以「 地上的君王、臣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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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

這樣厲害的地震。那大城裂為三

奴的、自主的 」，就是全人類每一個

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各

人，都怕到躲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裡，向

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 」

山和巖石說：「 倒在我們身上吧！把

顯示這次大地震是普世性的，許多海島

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

和眾山都下沉。《聖經》常以地震來表

羔羊的忿怒；因為祂們忿怒的大日

達神的忿怒，正如大衛說：「 因祂發

到了，誰能站得住呢？」這是說，現

怒，地就搖撼戰抖；天的根基也震動

在他們相信「大地震」和「天勢改變」

搖撼。從祂鼻孔冒煙上騰；從祂口

是神的大作為，並且想起之前聽過的福

中發火焚燒，連炭也著了。」（撒下

音，知道這些大災難一過去，主耶穌就

22：8-9）末世的地震最大，因為人的

要駕雲降臨。所以他們極其害怕，躲藏

罪惡達到滔天，神的忿怒也最大。因為

到山洞和巖石穴裡，不敢面對主降臨的

那時，世人支持敵基督和假先知屠殺聖

忿怒。這樣的懼怕就是正面回應「永遠

徒，敗壞全世界。所以《以賽亞書》預

的福音」。為此，主耶穌降臨，並沒有

言說：「必有萬軍耶和華降罰的一個

消滅他們；反而讓他們進入千禧年享

日子，要臨到驕傲狂妄的；一切自高

福。這樣我們就明白了，大災難之後，

的都必降為卑；……耶和華興起，使

活著未死的世人之所以能進入千禧年

地大震動的時候，人就進入石洞，進

裡，與以色列人一同享福，是因為接受

入土穴，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他威嚴

了「永遠的福音」。

的榮光。 （可見那時，世人知道主即
將降臨）」（賽 2：12, 19）正如《詩

天地震動的資料

篇》說：「滄海啊，你為何奔逃？約

感謝神，世人雖然不相信七碗之災是神

但哪，你為何倒流？大山哪，你為何

的大作為，但是最後「大地震」和「天

踴躍，如公羊？小山哪，你為何跳

勢震動」叫他們不能不承認，這確實是

舞，如羊羔？大地啊，你因見主的

神的大作為。所以《聖經》論到末世大

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動。」

災難，用最多幅篇來形容「大地震」和

（詩114：5-7）

「天勢震動」。請看如下分析：

以賽亞先知又說：「 你們要哀號，因

論到「大地震」：

為耶和華的日子（大災難）臨近了！

《啟示錄》形容第七碗的大地震，說：

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

到。所以，人手都必軟弱；人心都必

消化。他們必驚惶悲痛；愁苦必將他

因為承擔不住「人的重罪」，連地也

們抓住。他們疼痛，好像產難的婦人

塌陷下去）。到那日，耶和華在高處

整

一樣，彼此驚奇相看，臉如火焰。

必懲罰高處的眾軍 （指天空中屬靈的

全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必有殘忍、忿

爭戰，魔鬼被打敗） ，在地上必懲罰

恨、烈怒，使這地荒涼，從其中除滅

地上的列王 （地上的爭戰，敵基督和

罪人（表示引致世界末日人都是罪人，

假先知都被擒拿，活活的被扔到燒著的

第

大災難來臨是為要除滅他們） 。天上

硫磺火湖裡） 。……那時，月亮要蒙

七

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就

羞，日頭要慚愧 （日月要被天空厚厚

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天勢都要改

的黑雲遮蓋） ；因為萬軍之耶和華必

變）。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

在錫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主基督

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止息，制

要降臨到錫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統

伏強暴人的狂傲 （指敵基督的驕傲和

治全世界）；在敬畏祂的長老面前，

狂傲）。我必使人比精金還少，使人

必有榮耀（以色列要復興成為世上最強

比俄斐純金更少 （這是形容「末世核

大的國，所以眾長老都要侍立在基督面

子大戰」使全人類死了可能多達百分之

前）。」（賽24：19-23）

九十九，如精金那麼少。賽17：6 卻形
容人打橄欖樹，「在儘上的枝梢上只剩
兩三個果子」一樣） 。我─萬軍之耶

和華在忿恨中發烈怒的日子，必使天
震動，使地搖撼，離其本位（大地震
使全地的地勢改變；連天勢也改變）。

人必像被追趕的鹿，像無人收聚的羊
（敵基督要追殺餘下的三分之一人），

各歸回本族，各逃到本土。 」（賽
13：6-14）

大地震又使全人類降卑，惟獨從天降臨
的基督顯為至高，說：「 ……你當進

入巖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華的
驚嚇和祂威嚴的榮光（指主基督降臨
的榮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

為卑（那時，全地所有人都降為卑）；
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獨耶和華
被尊崇 （因為主在極大的榮光中從天
降臨，人人都看見，所以只有主被尊
崇） 。必有萬軍耶和華降罰的一個

又說：「 地全然破壞，盡都崩裂，

日子（指「神大怒的七碗」，要報應地

大大地震動了。地要東倒西歪，好

上的惡人），要臨到驕傲狂妄的；一

像醉酒的人；又搖來搖去，好像吊

切自高的都必降為卑（指敵基督和他

床。罪過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

的同盟大軍，並所有聚集到米吉多平原

不能復起（形容大地震使許多地下陷，

來爭戰的列國） ；又臨到利巴嫩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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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柏樹和巴珊的橡樹；又臨到一

論到「天勢震動」：

切高山的峻嶺 （以高大的樹和山來預

這是最後的災難。主耶穌說：「 日、

表世上的君王和高貴人） ；又臨到高

月、星辰要顯出異兆（行星環繞太陽

臺和堅固城牆；又臨到他施的船隻

轉動，出現異樣；科學家又觀察到許多

並一切可愛的美物 （指末世大戰和大

「彗星」可能會撞地球） ，地上的邦

地震，要震動全世界，海洋和陸地，無

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

處不遭殃）。驕傲的必屈膝；狂妄的

就慌慌不定 （這是因為彗星打在海洋

必降卑（指全人類都遭到災殃，叫他們

上，多處地區出現「海嘯」） 。天勢

降卑）。在那日，惟獨耶和華被尊崇

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

（因為主基督從天而降，消滅敵基督的

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科學家

大軍） ；偶像必全然廢棄 （世上所有

預知一些彗星何時撞地球，引起全球恐

拜偶像的國家因看見主基督從天降臨，

慌。）」（路21：25-26）

都知道惟有主基督是神，此外再沒有別
神）。耶和華興起，使地大震動的時

候（這是第七碗 ──「大地震」），人
就進入石洞，進入土穴，躲避耶和
華的驚嚇和祂威嚴的榮光（在大災難
14

期間未死的人，現在都相信「永遠的福
音」，肯敬畏神，和歸榮耀給神。所以
他們都懼怕都躲起來，因為知道主基督
要降臨）。到那日，人必將為拜而造

的金偶像、銀偶像拋給田鼠和蝙蝠
（意思是，人們因見主基督從天降臨，
都不再拜偶像了；他們把偶像拋給「田
鼠」，要與「田鼠」同住「土穴」；拋

又說：「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表
示接著的，是最後的兆頭） ，日頭就

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這是因為大
戰後厚厚的黑雲將天空遮蓋所致），眾

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這
是指大量殞石和彗星跌下來）。那時，

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
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
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
臨。」（太24：29-30）可見「天勢震
動」叫人最懼怕，因為不可能是人為
的。

給「蝙蝠」，為要與「蝙蝠」同住「石

《啟示錄》又說：「 天上的星辰墜落

洞」）。到耶和華興起，使地大震動

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

的時候，人好進入磐石洞中和巖石穴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一九九五年，

裡，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祂威嚴的榮

全世界科學家親眼看見巨大如德撒斯

光（重覆上文，為要強調這現象）。」

州的「彗星」撞到木星上，發生十二

（賽2：10-21）

之大爆炸，火球大如地球。於是美國

年撞地球。於是白宮有一群科學家建

從書、士、得、
撒上下的一些片段
默想神的大愛

議，用太空船載一些專家上到那顆巨

黃耀銓

的科學家研究太空，發現有二千多粒
巨大的「彗星」，其軌跡可能會撞地
球。其中最近的一粒，可能於2034

大的彗星，用核子彈將它爆碎。如果

整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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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將有無數碎石撞地球，可能就

七

是聖經所說 ──「如同無花果樹被大
十

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
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這

期

是指主降臨像閃電一般，主的榮光將
厚厚的黑雲「劈開」，黑雲就向兩邊
捲起，可以看到主帶著祂的千萬聖者
從裂開的黑雲中間降臨。）」（啟6：
12-14）

1. 「『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

了。因你們的緣故，並無一人有膽
氣。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
神。現在我既是恩待你們，求你們

以上的資料顯示，剩下未死的世人全部

指著耶和華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

都懼怕大地震和天勢震動。因此，今天

家，並給我一個實在的證據，要救活

我們傳福音不要灰心。我們講論許多末

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屬他

世的兆頭，雖然世人不信，但福音決不

們的，拯救我們性命不死。』二人對

徒然返回。到了大災難末期，我們所傳

她說：『你若不洩漏我們這件事，

的福音也許會叫世人突然想起來，相信

我們情願替你們死。耶和華將這地賜

這些災是出於神的作為，因而「懼怕」

給我們的時候，我們必以慈愛誠實待

神，將榮耀歸給神。最終因「永遠的福

你。』」（書2：11-14）

音」而得救。

約書亞記記載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迦
南，承受神所應許的美地。上列經文是
兩個探子窺探耶利哥時，得妓女喇合接
待後，喇合與探子的對話。喇合對神很
有信心，神就刻意要存留她和她父家的
性命。顯然神雖有公義，要刑罰有罪的
迦南人，卻不會濫殺無辜，必要拯救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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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祂的人！這裏喇合向探子要求一個實

士師記記載一次又一次以色列人行耶和

在的證據，探子既蒙喇合救命之恩，就

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神就將他們交付仇

以「情願替他們死」作為保證。我們信

敵手中，他們極其困苦便向神呼求，神

耶穌，更真的有保證，祂不單情願替我

就興起士師拯救他們。上列經文指出以

們死，而是實實在在替我們死了，代替

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神

我們受了該受的刑罰。神既不愛惜自己

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但當非

的兒子為我們捨了，這是何等實在的保

利士人轄制以色列人40年的時候，參孫

證！無論何環境，順逆、窮通、貧富或

作士師20年。如果參孫大概20歲開始作

生死，我們都可確信神是愛我們的！再

士師，即是說︰在20年前神剛剛將以色

想︰喇合是探子的救命恩人，探子作出

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時，甚或更早，

如此愛的保證，也合情合理。但我們原

就為他們預備參孫作士師。我們明顯見

是頂撞神的人，主耶穌竟肯替我們死，

到神的公義和慈愛相遇！祂實在是又公

真是希奇不過！有了這個實在的保證，

義又慈愛的神，又要刑罰又要拯救！十

我們還怕甚麼？此外，探子蒙救，就情

字架更正是神公義和慈愛相遇的地方，

願替他們的救命恩人死，我們如今蒙神

神定意要拯救我們這些罪人，是祂的慈

拯救，我們又情願替祂死嗎？更要反

愛；但為要拯救我們，就必須有人代替

思！

我們死，這是神公義的要求；不過神連
祂的獨生愛子都肯犧牲，就更是祂的大

2.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

慈愛。再想︰神要瑪挪亞的妻懷孕生一

的事，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

個兒子，他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似乎

中四十年。那時，有一個瑣拉人，

當時沒有一個合用或肯被神用的人可作

是屬但族的，名叫瑪挪亞。他的妻

拯救者，神就要使婦人生一個出來作！

不懷孕，不生育。耶和華的使者向

而瑪挪亞的妻原本不懷孕不生育，又似

那婦人顯現，對她說：『向來你不懷

乎連可生育的婦人也沒有一個合用或肯

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懷孕生一個兒

被神用，神惟有使不生育的婦人生育！

子……不可用剃頭刀剃他的頭，因為

讓我們注意︰全世界也實在沒有一個人

這孩子一出胎就歸神作拿細耳人。他

可作世人的救主，因為全世界的人都是

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

罪人，不能代替別人死，而且死後不能

手。』」（士13：1-5）「當非利士人

復活，怎能拯救人呢？神惟有在我們還

轄制以色列人的時候，參孫作以色列

作罪人的時候，就差祂的獨生子耶穌來

的士師二十年。」（士15：20）

代替我們死，我們真要感謝讚美祂！

3. 「拿俄米對他們說：『不要叫我拿

要盡力救，但在地震時怎樣抗也制止不

俄米，要叫我瑪拉，因為全能者使

到呢！拿俄米說得對，她滿滿的出去，

整

我受了大苦。我滿滿的出去，耶和

耶和華使她空空的回來，正是認定賞賜

全

華使我空空的回來。耶和華降禍與

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但神

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這樣，

既是全能的，祂必會負責。祂為要拯救

你們為何還叫我拿俄米呢？』」（得

我們，連獨生愛子都捨了，亦要受喪子

第

1：20-21）「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

之痛，所以必能體恤拿俄米，也定能體

七

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生了一個

恤我們。路得記的記載更說明在各人任

兒子。婦人們對拿俄米說：『耶和華

意而行的大混亂中，神仍看顧着個別很

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今日沒有撇下

卑微的人。結果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

你，使你無至近的親屬。願這孩子在

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俄備得。喪子之痛雖

以色列中得名聲。他必提起你的精

然難受，但神有夠用的恩典，這個兒子

神，奉養你的老，因為是愛慕你的那

不單帶給他們一份喜悅，更因俄備得是

兒婦所生的。有這兒婦比有七個兒

耶西的父，耶西是大衛的父，就是主耶

子還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懷

穌的先祖，明顯指出神要為人預備救主

中，作他的養母。鄰舍的婦人說：

呢！還有，連這摩押女子路得，原本是

『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給孩子起名

定規不能入耶和華的會，但卻因信靠順

叫俄備得。這俄備得是耶西的父，耶

服神，竟可歸入耶穌基督的家譜，更顯

西是大衛的父。」（得4：13-17）

明神愛世人，肯歸向神的外邦人也必蒙

路得記記載在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

神悅納。

遇饑荒，有拿俄米與丈夫和兒子逃往摩

4. 「哈拿心裡愁苦，就痛痛哭泣，祈

押地。但丈夫和兩個兒子都相繼死去，

禱耶和華，許願說：『萬軍之耶和

只剩下兒婦路得揀選神，決心跟隨婆婆

華啊，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眷念

返回伯利恆。上列經文指出拿俄米實在

不忘婢女，賜我一個兒子，我必使

極其痛苦，但卻仍確認神是全能者，甚

他終身歸與耶和華，不用剃頭刀剃

至認為是神降禍與她。大概就是在神的

他的頭。』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

管教下她領會到神的大能是人無法抗拒

的祈禱，以利定睛看她的嘴。」（撒

的。在苦難中，我們或許不明白，也許

上1：10-12）「哈拿就懷孕。日期滿

不願接受，但怎也無法抗拒！例如「抗

足，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撒母

震救災」就明顯是大言不慚的，救災是

耳，說：『這是我從耶和華那裡求來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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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撒上1：20）「『我祈求為

這些不愛祂的罪人，竟捨棄祂的獨生

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

愛子，更是配得我們的稱頌和讚美。

賜給我了。所以，我將這孩子歸與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快要斷氣時大聲喊

耶和華，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

着說︰「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

於是在那裡敬拜耶和華。 」（撒上

棄我？」那種離別的痛苦感受更是難

1：27-28）「以利加拿往拉瑪回家去

以想像！我們又應怎樣報恩才對？有

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事奉耶和

了兒女、工作或成績就沒有了神，當

華。」（撒上2：11）

然肯定不對，我們實應深深反思。其
實就算神沒有垂聽我們的禱告，沒有

撒母耳記上記載撒母耳一生及他膏立
掃羅和大衛作王的事蹟。上列經文講
到撒母耳的母親哈拿向神懇切求賜兒

給我們兒女、工作或成績等，我們也
要回應祂的大愛，因為神已將祂自己
的獨生兒子給了我們呢！

子，結果她懷孕生了撒母耳，就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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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許的願，在撒母耳還是童子的時候

5. 「以下是大衛末了的話……」（撒

帶他到祭司以利那裏，讓他終身事奉

下23：1）「 大衛勇士的名字記在下

耶和華。哈拿應否這樣求？神又是否

面……」（撒下23：8）「那時大衛在

應垂聽這樣的禱告？也許這些都不是

山寨，非利士人的防營在伯利恆。大

這裏的重點，重點是哈拿得了兒子後

衛渴想，說：『甚願有人將伯利恆城

竟捨得將他留下在祭司那裏事奉神。

門旁、井裡的水打來給我喝。』這三

大家可以想像那種離別的滋味實在難

個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從伯

受！按常理童子撒母耳也不會捨得離

利恆城門旁的井裡打水，拿來奉給大

開父母，分手時一定會抱着爸媽大

衛。他卻不肯喝，將水奠在耶和華面

哭。那時沒有電話電郵，更沒有視像
傳真，作父母的又怎忍心長期離開兒
子呢？現今更常見的可能是︰禱告蒙
允後，有了兒女就寶貝兒女過於看重
神；有了工作就埋頭苦幹而漸漸離開

前，說：『耶和華啊，這三個人冒死
去打水；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我
斷不敢喝。』如此，大衛不肯喝。這
是三個勇士所作的事。」（撒下23：
14-17）

神；有了成績，更醉心鑽研而不事

撒母耳記下由大衛開始作王講起，至

奉、聚會、讀經和禱告。哈拿如此的

將近結尾時就有大衛末了的話。上列

擺上或放下都令我們讚嘆不已！當然

經文就是這些末了的話的一些片段，

她是為報恩和還願，但神為拯救我們

記載了大衛三個勇士的英勇事蹟。大

衛一生當然得蒙不少勇士的支持襄
助，在末了的話也不忘要表揚他們。

世界之窗

這三個勇士為了滿足大衛的渴想，討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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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喜悅，竟敢冒死闖過敵人的營盤
報

打水給大衛喝。大衛在戰爭的困境
中，不知怎的想起鄉下的水甜些，甚

第

願有人將伯利恆城門旁的井水打來給

七

他喝。那是渴想，未必是真的需要，

█ 同性戀運動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

也許不會期望能實現。所以那三個勇

白熱化階段。過往兩年，美國一共有九

士所作的實在令大衛感動，他甚至不
敢喝那些冒死打來的水，因為好像是
勇士們的血一般。我們也深被這三勇
士感動！不過我們更應想想︰對我們
而言，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勇士，祂
為拯救我們冒死從天而降，正如有詩
歌說︰「祢早知此行苦惱，只因愛我
竟甘冒。」其實主耶穌不單冒死，祂
更是真真正正為我們的罪死了，實實
在在流出寶血來洗淨我們的罪。況且
我們根本沒有渴想救恩，不過救恩卻
是我們真正的需要。為要滿足我們的
需要，神不惜主動的犧牲祂愛子，主

個州通過同性婚姻合法。民主黨以支持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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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者的權利作為兢選的主要政綱。
奧巴馬今次宣佈全面支持同性戀而獲得
連任。反對者認為，同性戀領養兒女會
破壞家庭的價值觀；但支持同性戀的議
員否認這一點，認為已經有社會科學證
明，同性婚姻反而提高家庭的價值觀，
對社會十分有利，能使婚姻更加委身、
貞忠，和穩定。儘管這些同性戀者用
盡謊言來吹噓，美國有許多個州通過
「同性婚姻合法」之後，又被民眾藉
「公投」推翻了。現今美國，「同性

耶穌也甘心情願來死。面對這位偉大

婚姻」只能在New York, Connecticut,

的勇士，我們有更深的被感動嗎？回

Iowa, Massachusetts, New Hampshire,

應祂大愛的激勵，我們也應討祂的喜

Vermont and Washington, D.C.這七個

悅，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起來作祂

州內合法，但仍有可能被民眾推翻。今

的勇士，為祂爭戰呢！當然不是憑血

年初，瑪利蘭州（Maryland）也通過

氣之勇，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要在

「同性婚姻合法」，卻引起民眾起來反

主的大愛中謙卑靠祂，穿戴神所賜的

對，他們決定今秋舉行「全民公投」來

全副軍裝，多方禱告祈求，為主打過

解決這問題。緬因州（Maine）的立法

美好的勝仗，還能站立得住！

會也通過「同性婚姻合法」，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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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民眾也起來反對，要藉「公投」來

一百九十萬美元，用來對抗反對者。

決定是否讓這法律延續下去。明尼蘇達

有份捐獻支持同性婚姻的大公司，包

州（Minnesota）的民眾甚至提出修改

括：Amazon, Starbucks Corp., Nike

憲法，要永久性廢除同性婚姻。華盛頓

Inc., Apple, Goldman Sachs, Ben &

州也不例外。早於2007年，他們已經

Jerry's, Meg Whitman, Hewlett-Packard,

通過「家居伴侶法」；到2009年，再

LinkedIn, Ben & Jerry’s, Google, Intuit,

通過擴充這條法律，使之變成「“除婚

Yahoo, Adobe, Cisco, eBay, Facebook,

姻外，甚麼都可以”的法律」；發展到

JCPenney, Microsoft, RealNetworks,

今年初，他們再進一步通過「同性婚姻

Starbucks……等。其中最矚目的，是

合法」，並由州長Chris Gregoire在二

Bill Gates和微軟公司的行政總裁Steve

月時簽署，但必須等到今年六月七日，

Ballmer，他們各捐獻十萬美元支持

沒有人提出反對，才正式生效。法律定

同性戀者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微

規，反對者如果提出要「公投」，必須

軟公司的法律顧問Brad Smith也捐了

有不少於120,577人簽名反對該法案，

二萬五千美元支持他們。該運動的統

呈交立法會，才能將這法律擱置。結果

籌人Zach Silk說：「微軟公司的捐項

引起民眾起來，終於在上月舉行「公

使我們的運動與前大大不同。因為現

投」，反對者獲得高達24萬個簽名，

今我們廣泛地得到許多公司和他們的

遠遠超過基本需要的12萬個簽名，使

領導人支持，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

「公投74」得到認可的票數，通過將

要。」微軟公司的發言人Jeff Reading

「同性婚姻」的法律推翻。今次華盛頓

也表示，他不會評論公司雇員個人名

州成功推翻「同性婚姻」法律，其中一

義的捐獻，但他承認，該公司在過往

個原因是「全國婚姻協會」（National

多月以來，已經很清楚表明支持同性

Organization for Marriage）決心要盡

婚姻。今年一月，公司捐了十萬美元

全力打倒同性婚姻法案。這個協會也

支持他們，同性婚姻才能在四月的立

曾在「加州」和「緬因州」幫助他們

法會中得到通過。Reading又說：「當

成功推翻同性婚姻法案。回顧這法律

我們公佈要支持這個法案之時，我們

被推翻之前，同性婚姻支持者早就注

已經知道，此舉可能會激起人們起來

意到，反對者非常激烈，所以他們多

反擊。但微軟公司的捐獻，是最後一

月來拼命籌款。「華盛頓州婚姻聯盟

步支持公司內部的同性戀者，幫助他

組織」（同性婚姻支持組織）就籌得

們爭取婚姻平等。」

█ 與此同時，Carmen Cox於今年三月

等等。但是他們會面之後，表示雙方都

二十日在網上報導，現任教皇「方濟」

暫時放下己見。Kirchner在記者會中表

整

（Francis）在Buenos Aires出任紅衣主

示：「我見到教皇很安詳、滿有自信、

全

教（取名「伯格里奧」── Jorge Mario

很和平地，冷靜地，又很上心地，為所

Bergoglio）之時，曾主張應該支持「民

要做的工作忙碌。不單是為管理梵蒂岡

間聯盟」（civil union，例如「工會」

的工作，還是為全心投入於改革，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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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性戀組織」等）。消息指出，當

為必須改革的事上。」這話叫人聯想，

七

阿根廷在2010年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

他們可能已經達成共識，進一步給與同

達到最高峰之際，「伯格里奧」紅衣主

性戀者更多更全面的權利。如果這真是

教是「阿根廷主教議會」的主席，也在

天主教的新趨勢，我們就知道，這「大

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問題。「伯格里

淫婦」的淫行越來越厲害了。眾所週

奧」紅衣主教建議，教會應該支持「民

知，千多年來，天主教的神父、主教和

間聯盟」的事。這話當然是指同性戀合

教皇，在行淫和戀童僻的事上，醜事傳

法化的事，意思是應該順應民意，只不

天下，被稱為世上最淫亂的宗教，每年

過他不敢直接說明而己。結果他的建議

為被控而賠款也高達十億美元。如果現

被眾主教們否決。發言人Federico Wals

今他們贊成同性戀合法，那些神父就方

向阿根廷「新聞諮詢會」(Infonews) 表

便得多了。神父與神父可以在教堂內糊

示：「我們的觀點是不贊成宗教狂熱；
我們只是呼籲人人都應該尊重法律。我

作非為，成為合法的勾當，還省下許多
賠償費。

們相信，一定要為民間的聯盟爭取更多

█ 《Friday Church News》四月五日報

和更全面的權利，最低限度多過現在的

導，保守派的猶太教Noam Federman

權利，但不是同性婚姻。」這話暗示，

及其同伴，今年嘗試在耶路撒冷聖殿

「伯格里奧」紅衣主教贊成「同性婚姻

山，獻羊羔和山羊為祭，遭到耶路撒冷

合法」，只不過眾主教否決而已。但有

警方把他們扣留，罪名是「未經許可私

一個比他更激進，曾指摘他「看法太守

運牲畜」。另一項報導謂，猶太拉比

舊」的紅衣主教Kirchner，星期一進到

Yehuda Glick又在3月21日，帶領一群

梵蒂岡去與他單獨會面。Kirchner與教

猶太人對著聖殿山獻山羊為祭，為重建

皇曾經有過不少意見上的衝突，包括校

聖殿作準備。他說：「我們按照摩西五

園強制性教育、在公立醫院免費派發避

經的吩咐，取山羊為祭，並且按照真實

孕套，以及變性者正式更改性別記錄

的樣式造成祭壇……我們的利未人穿著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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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袍，又高唱讚美詩，然後宰殺那山

「世界之窗」也常常從他的刊物 ──

羊，與逾越節祭牲一樣。」這些報導使

《The Berean Call》中蒐集資料。現在

我們想到猶太人很可憐，他們還是在守

他與主基督耶穌永遠同在，雖然好得

逾越節，不知道逾越節的羊羔基督已經

無比，地上的聖徒卻失去一位領導我

被殺獻祭了；他們很想恢復獻祭，不

們作戰的「將軍」；對我們來說，今後

知道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

這世界更顯得孤單了。Dave生於1926

「靈」與「真理」來敬拜；他們還是等

年，在一個敬虔的家庭長大。少年時已

候基督來，卻不知道自己殺死的耶穌就

經信主；年青時，在軍中服役至第二

是基督，祂已經復活升天，必須等以色

次世界大戰結束。其後進入「加洲大

列人肯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學」（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太23:39）祂才回來作他們的

Los Angeles）攻讀，取得數學學位。這

王。其實1967年的六日戰爭，他們已經

時，他邂逅一生最愛的Ruth Klassen，

取回聖殿山，只是當年的國防部長達陽

於1950年結婚；婚後誕下兩子兩女。

將軍（Moshe Dayan）將聖殿山的控制

Ruth不但是一位殷勤的母親，更具備

權交回伊斯蘭組織手中，這是得到以色

寫作天份。她熱衷於研究歷史，這方面

列國會批准的，因為以色列的國家領導

有助於Dave Hunt日後的發展。Dave先

層不希望捲入宗教爭端，他們原是無神

從事管理顧問，後來升任幾間企業的經

主義者，不支持狂熱的猶太教分子。今
天的以色列人還未建殿成功，許多人會
問，以色列會不會先建成聖殿，主才回
來呢？現今的猶太教狂熱分子確實想要
重建聖殿，但是根據預言，他們是可以
在「臨時會幕」中事奉神，不一定建成
聖殿才世界末日的。保羅說：「那大罪
人，就是沉淪之子，……甚至坐在神的
殿裡，自稱是神。」（帖後2:3-4）

理。Dave開展多項校園及家庭聚會，與
一些猶太裔青年人及外地留學生接觸。
Dave與Ruth經常遊歷各地，與眾信徒
會面及參與傳道事工。曾將聖經及其他
資源帶進蘇聯，做極之艱險的工作。後
期，Dave和Ruth常被邀請到世界各地
去講道。Dave一直希望全時間事奉，
尤其是目睹各地教會漸漸被世俗入侵而
瓦解，更希望全人投入事奉。從1973年

█ 神的僕人Dave Hunt（全名David

起，他開始文字工作，著文警告信徒要

Charles Haddon Hunt）已於2013年4

防避東方異教、心理學、自我中心的哲

月5日（星期五）安然離世了。筆者從

學、宗教大合一運動、並其他違背真理

他所寫的書得到極大的幫助。本刊之

的謬論。1992年，他創立《庇哩亞呼

聲》(The Berean Call) 事工，他與同工

已銷售四百萬本以上，很多翻譯超過50

T.A. McMahon並肩作戰，出版刊物、書

種文字。包括：The Cult Explosion；

整

籍、錄影帶及錄音帶，分享基督的愛及

The God Makers（與Ed Decker合著）；

全

捍衛基督真理的信息。Dave和T.A.合著

The Seduction of Christianity（與T. A.

了三本書，包括著名的《The Seduction

McMahon合著）；Global Peace and

of Christianity》（中文版譯為《偏差的

the Rise of Antichrist；Peace,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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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惑》），這本書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去

and the Coming Holocaust；The New

七

揭發流行於眾教會的謬論，更點名揭示

Spirituality（與T. A. McMahon合著）；

幕後的倡論者。二千年代，Dave對捍衛

Whatever Happened to Heaven?；

工作更趨強烈，甚至對伊斯蘭世界的政

Occult Invasion；A Woman Rides the

治和宗教非常關注。當Richard Dawkins

Beast；A Cup of Trembling； In Defense

這一類新無神論人士出現，要拆毀信徒

of the Faith；An Urgent Call to a Serious

心中的信仰之時，Dave就撰文和講道，

Faith； To Russia with Love（與Hans

迫切地指出，神的話語才是絕對真理。

Kristian合著）；What Love Is This?；

Dave其中一項喜歡做的，是每當乘坐

Countdown to the Second Coming；

客車前往講道時，留意神安排甚麼人坐

Seeking and Finding God；Honest

在他旁邊。他常說 ── 透過這些恰到

Doubts；Judgment Day!；Islam, Israel,

好處的安排，他能證明神的存在。例如

and the Nations；Yoga and the Body

當他撰寫有關回教的文章時，他發現神

of Christ……等。其最後一本著作是

安排一位回教徒坐在他身旁，這位回教

Cosmos, Creator, and Human Destiny。

徒對回教不甚了解，卻很想知道聖經與

Dave對尋求真理的熾熱，可從他的研究

可蘭經有甚麼分別。當他寫作有關創造

和作品見到，他的學術成果備受公認，

論對抗進化論時，神會帶領他坐在一個

因為他博覽群書、與許多舉足輕重的專

無神論科學家旁邊，一位自以為知道所

家們面談、到世界各地去考察，跑遍南

有答案，卻驚訝地發現，原來宇宙起源

美洲、澳洲、歐洲、印度、中東各地，

還有另一種解釋的人。Dave在任何情

留下難以估計的寶貴遺產。

況下都很勇敢和很有愛心地向一些較難
接觸的人士傳福音。Davie對真理的熱
忱、對擄掠人心的邪惡之恨惡，燃點起
他向任何人分享福音的熱誠。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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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及代禱事項 財
1. 本 院 「 第 十 二 屆 畢 業 典 禮 」 定 於
2013年6月7日（星期五）晚上七時
三十分，假座九龍尖沙嘴寶勒巷25

政

簡

報

奉獻類別

2013年2月

2013年3月

個人奉獻

$

120,300.00		

$

31,300.00

各教會奉獻

$

17,700.00		

$

15,700.00

總收入

$

138,000.00		

$

47,000.00

支出項目

2013年2月

2013年3月

車敬及薪津

$

49,175.00		

$

46,050.00

號「基督教尖沙嘴潮人生命堂」舉
行。由吳主光先生證道，黃永祥院長
授憑。本屆共有五位同學畢業，他們

24

膳費

$

4,030.10		

$

5,444.30

都已準備好進到教會中，承擔傳道的

神學生宿舍支出

$

18,189.00		

$

17,300.00

職份。願主繼續引領及使用他們，帶

課程支出

$

983.29		

$

755.92

出討主喜悅的事奉！屆時並頒發「晚

水電電話／維修保養

$

1,598.00		

$

1,692.00

租金

$

33,180.00		

$

33,180.00

間延伸課程證書」。在此誠懇邀請各

會計費用

$

/		

$

18,600.00

教會牧者同工及弟兄姊妹、本院「晚

宣傳及印刷

$

/		

$

7,200.00

間延伸課程」學員及「整全報」讀者

郵費

$

/		

$

2,355.50

蒞臨，同頌主恩！

雜支

$

150.00		

$

237.20

總支出

$

107,305.39		

$

132,814.92

承接2013年1月總結存

$

189,364.31

2. 這是「整全訓練神學院」所出版最
後一期的「整全報」。本屆畢業典
禮之後，「整全訓練神學院」將停

經常費收支賬項		

2013年1月由信徒造就協會撥款

$

600,000.00

辦，「信徒造就協會」將接續出版

2013年2月總收入		

$

138,000.00

「整全報」，並開辦另外的事奉項

2013年2月總支出		

$

107,305.39

2013年2月總結存		

$

820,058.92

2013年3月總收入		

$

47,000.00

2013年3月總支出		

$

132,814.92

2013年3月總結存		

$

734,244.00

目，造就眾聖徒。敬請留意有關的
報告，並請代禱，願主按著祂的旨
意來引導和使用。

復原「信徒造就協會」啟事
吳主光
在上期《整全報》我們曾經宣佈 ──
雖然主指示我們要結束「整全訓練神學院」，卻感動我們將異象與使命交給
「我們的下一代」來繼承。因此我們成立了「整全聖工培訓中心」，繼續推
動任何可以培育聖徒和神僕的聖工。
但是，經過這兩個多月的思考和禱告，我們發覺，更改這名字可能帶來一些
負面印象和不必要的猜測，因此，我們決定還是復原我們原先已經註冊的名
稱 ── 「信徒造就協會」。這名稱完全不影響我們所傳遞的異象與使命，也
省卻了需要向政府重新註冊的麻煩。
更重要的，是可以傳達一個信息 ── 我們並沒有「結束」，只不過停辦「信
徒造就協會」轄下的「整全訓練神學院」。而「信徒造就協會」仍繼續舉辦
各項聖工 ── 諸如：晚間的「神學課程」和《整全報》等等。
我們深知，這是真真正正的末後世代，神學教育普遍漸漸遠離聖經，不再以
聖經為信仰最高權威，也不再相信聖經無誤。所以這條窄路越來越難行，越
來越孤單，但我們不忘從神所領受的異象與使命，用「生命之道」裝備眾教
會和眾聖徒，為真道爭辯，守望神家。所以懇請主內友好繼續在禱告中記念
我們。我們最擔心的，是眾信徒因「整全訓練神學院」的停辦而心靈上受到
創傷。因為已經有不少熱心愛主，想要奉獻全時間傳道的信徒向我們表達心
聲：今後不知進入那間神學院受造就才好。所以我們呼籲熱愛聖經的「同路
人」，與我們同行，與我們同工，不要吝嗇賜教，多多給我們意見，使我們
重新得力，跑完當跑的路程。

出版：整全訓練神學院 Full Training for Christian Workers Seminary
院址：香港九龍深水埗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中心1106,1301-03室
電郵：ftcws2001@yahoo.com.hk
院長：黃永祥
網址：www.ftcws.org
院長：林澤揚
電話：2194 8573 / 2766 1189
秘書：簡佩華
傳真：2543 1101				
董事：吳主光、黃永祥、林澤揚、張潔

若有聖靈感動奉獻支持者
至六月份為止，支票請寫：
「整全訓練神學院」(Full Training for Christian Workers Seminary)
或直接存入本院恒生銀行戶口 278-7-152400
七月份開始，支票請寫：
「信徒造就協會有限公司」(Christian Learning Ministry Limited)
或直接存入本會恒生銀行戶口 222-1-021120
憑奉獻收據可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稅務減免

歡迎免費索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