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期文章
以神為樂 —— 黃海洪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相和。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
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
總要試驗靈恩運動的「那靈」﹝上﹞ —— 黎家焯

靈恩運動到底

是怎樣的呢？許多基督徒不能分辨它的對錯，因為許多神學院教師、
牧師、傳道人也不敢直說它是對或錯。說它對呢？它卻明顯地帶來很
多不合真理的錯誤及混亂；說它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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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宗旨」：
在這「末後的日子」，教會將出現「大衰退潮」的情況下，本會 ──
1. 主張保守的信仰路線 ~
堅信聖經無誤，且不與任何異端交往（包括：天主教、靈恩派、
教會大合一運動、新神學派，以及其他流行的異端）。

2. 肩負「高舉聖經」的使命 ~
以聖經為最高權威、按聖經真理為道爭辯、勇敢糾正時下神學思想
的錯謬。
3. 堅守「白白得來，白白捨去」的原則 ~
憑信心仰望神感動眾信徒自由奉獻支持，所有事工均不收取費用。
4. 完成喚醒及堅固信徒的託付 ~
造就信徒能以持守信仰，以致教會能像「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般，儆醒等候主再來。

「事工內容」：
1. 承接 整全訓練神學院 繼續出版《整全報》。
2. 舉辦着重 聖經真理 及 信徒生命 的「晚間神學課程」。
3. 舉辦能 裝備帶職事奉信徒 的「導師培訓課程」。
於往後日子，本會將隨聖靈的感動，並按神所賜的能力和機會，
舉辦各類聚會及推動各種聖工，造就信徒。

「委員會成員」：
本會的委員會，乃由傳道人和信徒聯合組成，成員包括 ──
義務總幹事： 吳主光
主席：

朱鶴峯

書記：

黃寶玲

其他成員：

張潯華、曾成傑、林向華、黎家焯、譚思遠

以神為樂

忿怒。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

整

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

全

和好，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不

報

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
與神和好，也就藉著祂以神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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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5：1-11）
十

保羅在這段經文說到在因信稱義這個恩

一

典裏，整個人生的意義有一個很大的改
期

變，就是藉耶穌基督，過一個以神為樂
黃海洪

的人生（v.9-11）。保羅從兩方面來讓
我們認識這個改變。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又藉著
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

一. 在救贖的恩典裏喜樂（v.1-2）
1. 藉著主耶穌得與神和好（v.1）

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

在我們未蒙恩得救前，原是可怒之

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

子，與神為仇，行事為人只有惹動神

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

的忿怒，常在祂的震怒之下。試想

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

想，這樣的人生是何等的苦！但現

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
澆灌在我們心裏。因我們還軟弱的
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
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
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

在，我們竟然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
得與神和好，得以敬拜親近神，並
且得著神的生命，成為神的兒女。從
此，我們的人生豈能不滿了喜樂？
2. 因信進入所站的恩典中（v.2）

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

我們因著信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的

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著

這恩典中 ，「這恩典」是指「得與

祂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祂免去神的

神和好」人得與神和好，是神莫大的

1

恩典，只有藉著耶穌的寶血稱義後才

是在這些之外，在患難中「 也是歡

能得著。與神和好不單只不再與神

歡喜喜 」，我們如何因在基督裏蒙

為仇，乃是與神進入一個更美好的關

神諸般的恩典而喜樂，照樣，在患難

係裏。神因耶穌基督把天上各樣屬靈

的境況中，也是滿了喜樂的。

的福氣賞賜給我們（弗1：3-14），
並把祂本性一切的豐富給了我們
（西2：9-10）。我們若認識這個事

可惜許多基督徒只在蒙福的時候有喜
樂，一旦遭逢患難的時候，就失去喜
樂，埋怨神，對屬靈的事失去興趣。

實，從我們歸主那天開始，我們的人
生就應當充滿喜樂。
2

3. 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v.2）
在耶穌基督的救恩裏，我們有一個很
榮耀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們被接進
榮耀裏，即保羅所說「 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林後4：17），
也就是我們「身體得贖」的時候
（羅8：23）。我們若有這盼望，在
地上所過的日子，就充滿了喜樂。

主耶穌離別門徒之時，對門徒說：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

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
（約16：33）。主耶穌在這裏所說
的苦難，有很大的成分是指著他們
要為主受逼迫。但苦難又豈止為主
受苦而已？《約伯記》告訴我們：
「 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

飛騰。」（伯5：7）。
我們知道約伯受苦的故事。他並不知

二. 在患難中也滿了喜樂（v.3-8）

道他所遭遇的苦難，是由於撒但在

上述所說的，都是在我們信主後從神

神面前對他的控告而來。他在一日之

那裏得著的恩典和祝福。在神諸般的

間，失去了財產、兒女。不久，身體

恩典和祝福裏，實在叫我們滿心歡喜

也長滿了毒瘡，使他痛苦萬分。這些

快樂。然而，保羅指出蒙救贖的人不

對他來說，正是遭逢患難。這不正

應該只有這方面的喜樂 ── 從神的

是人生的寫照嗎？在預計不到的時

祝福而來的喜樂。即便在患難中，也

候，失去工作、至親的人，身體罹患

是歡歡喜喜的。「 不但如此 」，就

重病。有時在生活、工作、人際關係

和家庭生活中，遇到各種各樣的艱難

一般來說，患難使人生發焦慮、愁

整

困苦，或是身體的軟弱、頑疾的纏磨

苦，怎能在患難中有喜樂？我們若知

全

等，這些都是不容易承受的患難。

道神容許患難臨到祂的兒女身上，是

報

親愛的讀者，倘若你正在患難中，你
怎樣面對呢？你在這些患難中會歡
歡喜喜嗎？對蒙恩得救的信徒來說，
他應該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倪
柝聲先生於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二
日，就是他結束長達二十年的拘留
後十天，也是他妻子被接回天家後幾
個月，他寫信給他妻子的大姐，信中

要生發一個忍耐的心。「 患難生忍

耐 」這個忍耐是我們對神那種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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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忍耐，正如雅各所說：「 我的弟

兄們，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中，

十

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

一

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

期

（雅1：2-3）我們就能夠喜樂，因為
這些患難使我學習忍耐的相信神。

其中一段：「我身體情況，妳是知道

有時信徒面對的患難很快便過去，但

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發病就很

不久又有別的患難臨到，好像總要

難過，就是不發病，病依然在身上。

面對一些困苦的事；有時患難是接二

只有發與不發，沒有好與不好之分。

連三的，這個困難還未過去，又有多

夏天到了，多曬些太陽可以改變一

一個，甚或兩、三個困難要面對，真

點皮膚顏色，但不能改變病。 但我

好像「屋漏兼逢連夜雨」；有時這個

維持自己的喜樂，請妳放心。希望

困難持續很長的時間，甚至大半生的

妳自己也多保重一點， 心中充滿喜

年日都未能過去。這樣，還能歡歡喜

樂。 」；當馬利亞知道神的旨意要

喜的去面對嗎？這裏告訴我們「 忍

她以未出嫁之身，懷神兒子的胎，她

耐生老練 」，當我們每一次在患難

不能預計此事在鄉里同族中會有怎樣

中學習忍耐的時候，漸漸在忍耐這

的後果，但從她探訪以利沙伯時向神

個性情上，我們便越來越成熟，就

發出的稱頌，知道她是以在神裏面的

是每當患難臨到，就很容易以忍耐

喜樂來接受此事：「 我靈以神我的

的心來面對，對主的信心越來越堅

救主為樂。」（路1：47）。

定，屬靈的生命越來越剛強。這也是

3

雅各所說的：「但忍耐也當成功，

信心所生發出來的，是真實的，榮耀

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的，不會使我們有絲毫羞恥的感覺。

（雅1：4）

4

為甚麼能這麼肯定這盼望呢？ 因為

「 老練生盼望 」從患難生發出來的

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

忍耐使信心牢牢的靠在主那裏，以致

在我們心裏，很清楚的知道一個事

更深經歷主的真實、可靠，從而產

實，神是愛我們的，祂對我們的愛是

生一個很榮耀的盼望。因這盼望，對

無可比擬的。試想想，祂在我們完全

目前所遭遇的苦難能以喜樂的心來忍

不值得愛的時候，為我們犧牲祂的愛

耐、面對。所以，無論患難有多少、

子，讓基督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祂

有多長久，這一切都不足介意，總是

愛我們既是這麼真！這麼深！怎會叫

歡歡喜喜的。「我想，現在的苦楚

我們白白的忍受患難？不！我們蒙祂

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

救贖，成為祂的兒女，祂要藉著臨到

不足介意了。」（羅8：18）。

我們身上的患難，使我們得著更豐滿
的生命，像祂兒子耶穌基督的生命：

從長久的忍耐產生出來的盼望是真
實的、榮耀的，那怕經過的日子這
麼長，患難不單沒有過去，甚至連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預先定下效法
祂兒子的模樣。」（羅8：28-29）

一點兒改變都沒有，可能旁邊的人
冷嘲熱諷，好像約伯的妻子對約伯

求主向我們施恩，叫我們既靠著祂的血

說：「 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麼？

得稱為義，就更要藉著祂以神為樂，就

你棄掉神，死了吧！ 」又像初期

是在患難中，仍是滿了喜樂。好讓神藉

教會的信徒遭受不信者的譏誚，他

著患難在我們生命中作工，使我們的生

們說：「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

命更豐富，祂的名也因我們得著榮耀！

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
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
（彼後3：3-4）。即便如此，仍然持
定這盼望，因為這盼望是從經歷神的

總要試驗靈恩運動
的「那靈」(上)

靈恩運動是對或錯呢？你又能否按聖經

整

真理看出靈恩運動的錯謬？

全

論到靈恩運動的影響力，時至今日，僅

報

大概一百年1，靈恩運動便能把基督教作

第

翻天覆地的改變，並且在人數上佔了過

九

2

半的江山 。現在極多教會已對其認同

十

接納，甚至照單全收；大部分福音派宗
派都已沒有明確反對靈恩運動的立場，
更有部分福音派宗派的堂會已變成「靈
恩教會」，開放接納各式各樣具靈恩運
黎家焯

動特色的經歷；大部分神學院已經沒有
明確反對靈恩運動的立場；許多宣教機

靈恩運動到底是怎樣的呢？許多基督徒
不能分辨它的對錯，因為許多神學院教
師、牧師、傳道人也不敢直說它是對或
錯。說它對呢？它卻明顯地帶來很多不
合真理的錯誤及混亂；說它錯呢？它卻
表面上帶給許多人火熱的追求及真實的
經歷。這類從靈恩經歷而來的推動力已
使不少著書立說的神學院學者、有名望

構早已向現實低頭，不敢不接納靈恩派
宣教士；全世界各地教會普遍被靈恩影
響；不少牧師傳道欠缺對其錯謬作出準
確的分辨，卻對靈恩派存開放態度；不
少信徒因而無知地參加靈恩聚會，領受
那方言的靈，繼而受影響漸漸離開追求
聖經真理的行列。你又是否感受到靈恩
運動的影響正迫在眉睫？

的牧者、宣教士、信徒，不斷地教導別
人「不要否定靈恩運動，但要學習它的
長處」、「只排除極端的靈恩派，但可
接納溫和的靈恩派」這類對靈恩開放的
建議。教會及信徒當然必須認識聖靈、
順服聖靈、運用各樣屬靈的恩賜來見證
榮耀主，但若按聖經的真理來說，究竟

若要看清靈恩運動的對錯，我們不應因
羨慕靈恩運動的增長力量就全盤接受，
而是必須回到聖經，分析靈恩運動各式
1. 近代靈恩運動由1901年Charles Parham鼓吹「受聖靈的洗的唯
一明顯特徵是說方言」開始
2. 差傳事工聯會-2016全球差傳數據，全球福音派信徒約3.4億，
靈恩派信徒約6.6億。人數上，靈恩派已接近福音派信徒的兩
倍。http://www.hkacm.org.hk/News/3145/p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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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的現象，並辨別測試推動靈恩運動

言的靈是邪靈，但較少書籍及文章提供

背後的那靈，以免個人及教會受不合乎

測試的方式、測試的案例或鼓勵人接受

聖經真理的迷惑影響。

靈界測試。蒙神引領的各種機會下，筆

本文首先從歷史角度，簡介靈恩運動的
四波浪潮及影響香港的靈恩近況，讓信
徒了解整個靈恩運動的來龍去脈及特
徵。其次，從聖經神學角度，辨別靈恩
運動各式各樣不合真理之處，並看出靈
恩運動及背後的靈並非源自聖經。最
6

後，且是最重要的部份，從臨床測試靈
界的角度，認識怎樣按聖經向靈恩運動
背後的那靈進行測試，並按聖經真理處
理從靈而來的迷惑。

者在過往六年日子，接觸處理二十多個
按聖經真理測試，確認被鬼附的個案；
其中十個鬼附者確認是從靈恩運動領受
了邪靈，其餘是各種氣功、神打、問
米、交鬼玩意所招致。這十個因靈恩運
動領受邪靈的個案中，八位因領受方言
的靈而被確認是邪靈，一位是按手聖靈
擊倒及醫治時被鬼附，一位是按手領受
圖像啟示時開始被鬼附。按筆者測試說
方言者之靈的經歷，到目前為止，全部
「方言的靈」都否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

過往研究靈恩運動的神學院學者及教
牧，較少從靈界測試的角度看靈恩運
動，卻較多重視評價靈恩現象帶來的影
響及反省。倘若我們懂得測試靈恩經歷

身來的，確認屬於邪靈，並需要進行趕
鬼；卻未有一人屬於聖靈，這使筆者大
為驚訝，這些個案的分析將於本文最後
一部分詳細探討。

背後的那靈是否聖靈，這樣，無論那靈
對個人靈命帶來多大的熱切，並對教會

以下我們按次序分別從靈恩運動的歷史

表面增長帶來多大的力量，只要那是邪

特徵、神學根據、靈界測試三方面作出

靈，我們便絕不應接受，反該立即加以

辨別：

拒絕及遠離。綜觀現今研究靈恩運動的
書籍及文章也較少在這方面著墨，多數

一.辨別靈恩運動的歷史特徵

只會引用1974年宣道會牧師 Dr. Gerald

今天不少信徒對靈恩運動的發展一無所

McGraw 在宣道會刊物 The Alliance

知，對哪些屬「五旬節宗派」、哪些屬

Witness 的報導：測試出百分之九十方

「靈恩教會」、哪些屬「靈恩運動的特

徵」，皆沒有清晰的理解。輕則因沒有

言經歷」。第一波令到當時的眾教

整

了解而誤參與靈恩聚會，心靈受到沖擊

會內部分裂，接受的人便產生了整

全

影響及產生疑惑；重則領受了各式各樣

個 五 旬 節 宗 派 3， 包 括 今 天 的 神 召

報

的靈恩經歷，漸漸遠離聖經真理的追

會、五旬節聖潔會、四方福音會、

求，甚至造成教會不同程度的分裂，或

中華完備救恩會等等。他們直到今

使教會漸漸變質。

天仍然堅守這教義，並在世界各地

1. 第一波靈恩運動

繼續發展各樣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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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1年1月1日，美國的一位女

然而這教義合乎聖經真理嗎？這類方

士 Agnes Ozman 接受導師 Charles

言經歷出於聖靈嗎？我們會留待本文

Parham 按手祈禱後開始說方言，其

第二部份詳細探討。

期

後 Parham 及其他學生也陸續說方
言。自始，Parham 成為靈恩運動之

2. 第二波靈恩運動

父。他主張「受聖靈的洗的必然憑據

1906以前基督教各宗派教會都反對

是說方言」，並把這種道理及從靈而

靈恩運動；到了第一波則影響眾教會

來的經歷傳遍美國多地。

分裂出整個五旬節宗；但到了1960

後來，Parham 的學生 ── 黑人傳道
William Seymour 領受方言經歷，並
在1906年於美國洛杉磯的亞蘇撒街

年代，說方言的經歷已被溫和地漸漸
引進基督教各大宗派，更被各宗派轄
下的個別堂會所接納，包括美國的聖

312號的禮拜堂開始大力鼓吹領受方

公會、路德宗、長老會等。此後幾十

言的聚會，更把「說方言才算受聖靈

年，幾乎每個美國宗派都受靈恩運動

的洗」的道理和經歷傳遍世界各地，

影響，在每個主流宗派之中，都總有

自始亞蘇撒街便成了靈恩運動所紀念

靈恩團契。1967年，連美國的天主

的發源地。

教徒也開始接受方言的靈，後來成為

綜觀來說，第一波靈恩運動的特徵
就是「受聖靈的洗的必然憑據是說
方言」，及追求「從靈界領受的方

天主教的「靈恩更新運動」。
3.《香港五旬宗/靈恩教會近年的發展轉向》關於五旬節宗教會的
研究http://storybookspace.blogspot.hk/2008/12/blog-post_2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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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來說，第二波靈恩運動的特徵就

其實「第三波」一詞是彼得‧韋拿

是「方言的靈不單影響五旬節宗，

（Peter Wagner）所創，表明追求

而被引進全世界基督教各大宗派，甚

「神醫佈道」及「各式各樣神蹟奇

至天主教」。雖不是每一堂會都受影

事現象」，並沒有把說方言視為靈恩

響，但隨時間過去，並且懂得從真理

唯一必然現象。這與第一波五旬節宗

分辨及靈界辨別的勢力變得薄弱，靈

主張「受聖靈的洗的必然憑據是說方

恩運動的影響已無遠弗屆，更隨近代
宣教運動走進全世界各地區。

言」不同，把靈恩經歷的定義擴闊。
因此，五旬節宗至今堅持，因他們強
調「方言經歷」，「五旬節教會」與

3. 第三波靈恩運動
8

第三波產生各類其他靈恩經歷的「靈

1980年代，福音派美國福樂神學院

恩教會」不同。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

綜觀來說，第三波靈恩運動的特徵

彼得‧韋拿（Peter Wagner）因其個

就是為了人數增長「加入了方言以

人靈恩經歷，與同工溫約翰（John

外的各類靈恩經歷」，例如「神醫

Wimber）在神學院開辦追求「神蹟

佈道」、「聖靈擊倒」、「成功神

奇事」的教會增長課程，後來其理論

學」、「信心孕育」、「默觀祈禱」

漸漸發展出在世界各地舉辦的神醫佈

等等。這些成為今天不少「靈恩教

道大會，發展出「權能佈道」，聚

會」所強調的元素。

會中強調「神蹟醫治」、「聖靈擊
倒」、「各類因靈而來，不由自主的
身體反應」，目的是藉此吸引人數，
讓教會人數增長。

4. 第四波靈恩運動
第三波靈恩運動發展還不夠十年，正
當各類第三波的靈恩經歷仍在影響眾
教會之時，靈恩運動又加入不少新的

「第三波」除了「神醫佈道」，還加

概念及經歷，漸漸被人認定為「第四

入了「成功神學」、韓國趙鏞基《第

波」。

四度空間》的「信心孕育」、傅士德

靈恩派領袖大衛‧鮑森（David

《屬靈操練禮讚》的「默觀祈禱法」

Pawson）在其著作《第四波》提出

及「解夢」等等。

第四波的主要概念：「靈恩派與福音

派的合一」，不理會彼此在信仰基礎

軟弱。其實這是把想像當作真

整

上的不同，為同一城市的福音工作而

實，把幻想人物當作主耶穌，此

全

合一。其實福音派與靈恩派的信仰基

舉會導致產生記憶錯亂及邪靈入

礎大不相同，一方是建基嚴謹的聖經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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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另一方是建基個人經歷，但不

iii）「對付家族邪靈」：把信徒個人

少根基薄弱的福音派教會及信徒卻無

軟弱的原因歸咎於父母及祖宗曾

知地受影響，對靈恩派存開放的心接

出現的錯誤信仰，以為撒但轄制

十

受，漸漸偏離聖經真理。

的權勢由祖宗親族延續下來影響

一

著信徒，因此主張要對付父母、

期

除了強調與福音派合一，第四波是靈
恩經歷的再次多元化，加入了：

祖先所受的邪靈影響。其實信仰
是個人性的，倘若父母、祖宗犯

i）「繪圖行區祈禱」：為地區進行
驅魔式遊行，以圍繞地域當作

罪，其影響是外在性，而不是個
人內在靈性。

「得勝屬靈爭戰的秘訣」。其實

iv）「驅趕生命軟弱的邪靈」：把信

基督徒在哪裏祈禱，本沒有甚麼

徒生命軟弱犯罪看作鬼附個案，

可爭議，但這類行徑背後的理念

用趕鬼的方式處理，例如：驕傲

卻有不合聖經真理之處，就是嘗

的邪靈、放縱的邪靈、懶惰鬼、

試把聖經中以色列人圍繞耶利哥

脾氣鬼等等。這類未經過明確的

城得勝爭戰的「歷史記述」直接

靈界測試辨別，就把沒有鬼附

看作「真理」應用，最終只會被

的情況當作鬼附處理，只會使信

人看作極迷信的人一般，備受理

徒產生混亂、疑神疑鬼、充滿恐

性的信徒與非信徒所非議。

懼、失去平安。

ii）「內在醫治」：加入信仰元素的

v）「說預言平信徒化」5：說預言非

「記憶療法」或「創傷醫治」，

第四波才有，這恩賜在第四波中

以神秘的催眠方式回憶個人傷痛
經歷，再導入「主耶穌」的角色

4.《基督徒不宜接受內在醫治》
http://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inner_healing.htm

在記憶片段中，處理心靈的傷痛

5. 從聖經看當代靈恩運動（六）認識靈恩第四波（上）
http://christianweekly.net/2000/ta6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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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愈來愈「平信徒化」。從前是

已在聖經中明確教導，敬拜不是

自認擁有「先知恩賜」的靈恩領

在乎地點，而是在乎心靈和誠實

袖才說預言，但今天很多「靈恩

（或譯作真理）。耶穌說：「 婦

平信徒」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說

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

預言」的屬靈經驗。有的胡亂直

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

接代表神說話；有的似是而非地

在耶路撒冷……神是個靈，所

說一些自認為將來會應驗的預

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

言。

祂。」（約4：21-24）此外，這

vi）「領受異象及圖像啟示」：追求
10

在禱告中「看圖畫」，並以此為
神的啟示。他們領受從靈而來的
圖畫及其解釋，實際上比聖經啟
示的地位看得更高及更重要，在
啟示論上偏離唯獨聖經的根基。
vii）「禱告學習朝聖化」：組織信徒
參與「訪韓聖會」祈禱團，慕名
參與全韓最大教會趙鏞基的汝矣
島純福音教會的祈禱特會，領受
靈恩經歷。另一受年青信徒慕名
到訪的學習敬拜禱告（靈恩教會

些朝聖禱告地點通常都是追求靈
恩經歷的大本營，到訪的人心中
羡慕追求各類靈恩經歷，容易開
放接受方言的靈及各類異象啟示
的靈，使人開始受到邪靈影響。
（筆者在靈界測試的個案中，有
人參與「訪韓聖會」而領受方言
的靈，也有人從 IHOP 領受方言
及圖像啟示的靈，都被測試確認
為邪靈，甚至需要接受趕鬼才能
完全脫離那靈的影響。）

5. 香港的靈恩運動近況

稱為「琴與爐」）的朝聖地點是

第一波產生「五旬節教會」，其教義

美國堪薩斯市（Kansas City），

至今仍然持守「方言是聖靈的洗的

主張24小時維持不停禱告的國

必然憑據」，當中包括：神召會 6、

際禱告殿（International House

五 旬 節 聖 潔 會 7、 基 督 教 九 龍 五 旬

Of Prayer, IHOP）。學習禱告本

節會8、四方福音會9、中華完備救恩

是美好的，但朝聖化的心態卻是

會10、基督教敬拜會11、真耶穌教會12

錯誤，對於「朝聖觀念」主耶穌

等等。

其後，在第三波影響下，於1990年

「以利亞植堂使團（現為「以利亞

整

3月及1992年10月，香港基督教領

使團」）／香港禱告中心」，舉辦

全

袖，包括蔡元雲醫生及劉達芳博士等

「教會領袖重整營」及「晚間更新／

人，大力推介第三波的代表人物溫約

敬拜課程」，吸引數以百計本地教

翰（John Wimber）及韋約翰（John

牧及信徒參加，營會及課程講員多

White）來港，帶領「敬拜、權能、

為靈恩背景，包括：劉竹村牧師（來

更新」特會。自此以後，香港不少福

自「基督國度使命團」，自稱具啟示

音派教會宗派內部在立場上出現分

性恩賜，外號台灣先知）、潘靈卓博

一

歧，一些宗派內的革新派對第三波給

士（Jackie Pullinger，來自聖士提芬

期

予肯定的評價。因福音派各宗派內部

會，又是幸福葡萄園教會負責人）、

未能就第三波的立場上取得共識，在

黎汝佳牧師（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主

缺乏反對力量下，第三波靈恩運動得

任）、陳立人先生（元朗神召會錦光

以在香港迅速發展，影響香港不少福

堂同工）等等。

音派教會的思想及運作。

隨時日過去，香港漸漸產生越來越多

關於香港的靈恩運動發展，值得一

「靈恩教會」，即五旬節宗以外，受

提，劉達芳博士在香港大力推動的基

靈恩運動影響的教會，他們按不同程

層福音運動。她曾受教於福樂神學

度接納靈恩運動的各樣特徵。因能力

院的 Peter Wagner 門下，把基層福

所限，無法一一研究，只能把部分較

音運動發展得十分全面，由偏重於
權能佈道、趕鬼治病等，推至生命成
聖、生活有力、恩賜事奉等。她負責

活躍的教會或教會領袖列出，包括：
張恩年牧師的611靈糧堂 13、林以諾
6. http://www.emlhk.org/?page_id=28

的基福事工自1999年6月全面撤離中

7. https://www.wkphc.org/aboutus/creed/

國神學研究院後，更自組成立「禧

9. http://www.emlhk.org/?page_id=85

福協會」，除繼續開辦「基福」和

11. http://storybookspace.blogspot.hk/2008/12/blog-post_23.html

8. http://storybookspace.blogspot.hk/2008/12/blog-post_23.html

10. http://christianweekly.net/2015/ta2023570.htm

「基鋒」課程，分別訓練基層傳道人

12. 此宗派不單主張「方言是聖靈的洗的必然憑據」，更因「洗禮
(水洗及靈洗)是得救條件」被定性為異端
http://www.tjc.org/catLanding.aspx?tab=about&catno=about01

及基層信徒外，還與劉世增牧師的

13. http://church611.org/modules/sections/index.
php?op=viewarticle&arti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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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的阡陌社區浸信會14、何志滌牧

惑及危機之中。有了這基礎的了解，下

師的播道會同福堂15、馬健明牧師曾

文我們將繼續從聖經神學角度，及靈界

牧養的筲箕灣浸信會16、黃瑞君牧師

測試角度辨別靈恩運動。

曾牧養的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17、

【待續】

18

黎振滿牧師的基督教福臨教會 、劉
世增牧師曾牧養的中華基督教會馬
灣基慧堂 19、基督教復興教會 20、國
際城市教會21、與美國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關聯的國度家庭教
會22等等。
12

隨著第三波及第四波的影響，香港不
單有「靈恩教會」，更因靈恩經歷
實踐需要、培訓需要、社會需要，發
展不少與靈恩運動相關的機構，無法
一一研究，只能把部分較活躍的機
構列出，包括：香港國際全備福音
商人團契23、劉世增牧師的以利亞使
團24、黃瑞君牧師創辦的天梯使團及
25

其社區睦鄰中心 、香港愛修園國際

14. 按《香港五旬宗/靈恩教會近年的發展轉向》：《國度復興報》
（香港，2004年10月10日）。阡陌社區浸信會在這期《國度
復興報》內刊登廣告，宣傳其教會所舉行的「復興、醫治佈道
大會」及相關靈恩課題的教牧同工分享會，講員中亦包括一位
馬六甲的神召會牧師。
15. 按《香港五旬宗/靈恩教會近年的發展轉向》：何志滌牧師曾
應神召神學院教務長何慶堯牧師邀請，到神召神學院主講座談
會，分享其教會領受聖靈工作（靈恩式宗教經驗）及相關經歷
對其教會發展的幫助。
16. 按《香港五旬宗/靈恩教會近年的發展轉向》：基督教復興教會
網頁，曾記錄了一篇馬健明牧師分享其領受「靈恩式」宗教經
驗的專訪：其後，馬牧師於2011年2月離職，該教會網站資料
中，仍有靈恩運動的特徵
17. 從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的網頁內牧養教材中，讀者可看見
其受「靈恩運動」的影響，資料可於網頁下載： HYPERLINK
"http://www.tkbc.org.hk/materials/index.html。黃牧師於2002"
http://www.tkbc.org.hk/materials/index.html。黃牧師於2002年離
職。
18. 《國度復興報》（香港，2006年12月10日）。基督教福臨教
會主辦了第二屆香港G12大會，報導中亦有提及聖靈超自然的
介入。
19. 按《香港五旬宗/靈恩教會近年的發展轉向》：從中華基督教
會馬灣基慧堂的網頁內訓練教材中，讀者能看見其受「靈恩
運動」的影響。劉世增牧師亦是以利亞使團的總幹事，多年
來在本港推動「靈恩更新運動」的工作，資料於：http://www.
elijah.org.hk/。另外，網頁內的基慧心、牧者情，分享牧者參
與靈恩機構愛修園的培訓 HYPERLINK "http://m.mwkwc.org/" \l
"d2(2016年11月25" http://m.mwkwc.org/#d2(2016年11月25日)
20. http://kf.rcchk.org/believe.html
21. http://www.icchk.org/
22. http://www.anhop.asia/

領袖學院26、何寶生傳道的國度事奉
27

28

中心 、香港以斯拉事奉中心 、新

23. http://www.fgb.com.hk/aboutus.html
24. http://elijahmission.wixsite.com/elijah-mission
25. http://www.ladder.org.hk/laddermission.htm。

福事工協會 、禧福協會 、復興團

26. http://agapehk.com/

契31、啟發課程32等等。

28. http://www.ezrahk.org/newsit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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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已從歷史角度，越發了解靈恩運
動的急速發展及影響，就更需要懇求主
幫助我們保守自己及教會，於這信仰混
雜、真理根基薄弱的年代，不致陷入迷

27. http://www.kingdommin.org/

29. 新福事工協會的已故總幹事李健華牧師，是《國度復興報》的
發起人之一，此報為一份受「靈恩運動」影響的基督新教報
紙。
30. http://www.jubileehk.org/aboutus/
31. http://www.revival.org.hk/
32. 由英國聖公會的甘力克(Nicky Gumble)所創辦的福音課程，廣泛
被眾教會，包括福音派的宗派教會及靈恩教會所使用。甘力克
在所寫的Alpha Course官方重要書刊《生命對答》明明的鼓勵
人得著說方言的恩賜。

福音解碼

造了人類，好像人生了兒子一樣滿

整

足和快樂。

全

2. 聖經說，在挪亞時代，神見人罪惡

報

極大，就「後悔造人在地上」，用

第

洪水來毁滅全世界，這豈不是說，

九

神並非無所不知？
【本欄所有問題及答案，
皆摘自《福音神學暨福音難題解答》，
承蒙作者吳主光先生允許轉載，特此致謝！】

答: 不錯，《創6：5-6》記載說：「耶

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

十
一
期

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
問題：
1. 神為何要創造這宇宙和人類？
答: 聖經告訴我們神創造宇宙和人類，

是要彰顯祂的榮耀，好比一個天才

人在地上，心中憂傷。」類似這樣
的經文還有《撒上15：11》。但這
並不表示神真的後悔，也不表示神
並非無所不知，而是因為 ──

音樂家，他極富音樂天才，他喜歡

1）有更多其他的經文指出神是

作一首曲來彈奏，藉以自娛自榮。

絕不會後悔的。例如：上文所指

神更充滿了各樣的神能和美德，所

《撒上15：11》說神後悔立掃羅為

以祂創造了龐大的宇宙來彰顯祂的

王，但是《撒上15：29》卻立即指

「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神

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

性。祂創造每一樣事物都看為好，

說謊，也不至後悔，因為祂逈非

因為彰顯了祂的榮耀，但祂最偉大

世人，決不後悔。」這一節經文

的傑作是創造人類，因為是用祂的

不但證明了神不會後悔，而且也

「靈氣」，又照着祂的「形象」而

證明了同章前半部﹝11節﹞所說

造的，這「靈氣」和「形象」造在

的「後悔」是另有意思的，不能當

人身上，人才能明白神的聖潔、公

作普通的後悔解，因為任何一個作

義、慈愛、良善、信實等美德。這

者也不至如此大意疏忽，竟在同一

一切都是其他萬物不能明白的。神

章的前後文寫上相反又矛盾的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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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此外，還有別的經文指明神是

形體，因為神是個靈，靈是無形無

並不後悔的 ──「神非人，必不

體的，所有有形體的個體都是為適

致說謊，也非人子，必不後悔。祂

應這個物質世界而有的。神既不需

說話豈不照着行呢？祂發言豈不成

要以物質來維持祂的生命，也不受

就呢？」（ 民23：19 ）；「我耶

物質世界所左右，所以神並沒有形

和華說過的，必定成就，必照話

體。聖經之所以用「眼」、「手」

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顧惜，也

等人的形體來形容神，無非是為方

不後悔……。」（ 結24：14 ）；

便人能領會，不然，神就無法與人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總沒有是而

溝通了。

又非的，在祂只有一是。神的應

3）聖經形容神後悔，也表示神對

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

人是有感情的，祂不像一個窰匠對

是的，所以藉着祂也都是實在

待自己所造的瓦器一樣沒有感情，

的。」（林後1：19-20）；「因為

乃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子一樣有期

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望、有愛、有感情。況且「後悔」

（ 羅10：29 ）；「因為依着神的

二字亦表示神並沒有支配了人的自

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

由意志，乃讓人有自由去愛神或不

來，以致得救」（林後7：10）。

愛神，行義或行惡。

2）《創6：6 》所說的「神後悔」

4）如果神真的後悔造人在地上，

其實是指神憂傷到一個地步，如果

祂就不會仍然保留挪亞一家八口，

用人的詞語來形容，就好像人的後

使他們得救，好繼續繁殖人類在地

悔一樣，因為經文的中心點是形容

上了。而且早在近千年之前，神已

神心中憂傷。這種以人的詞語來形

經告訴以諾祂要審判當世代的人，

容神的例子，在聖經中比比皆是，

因此以諾給他的兒子起名叫「瑪土

神學家稱之為「神人同形法」。

撒拉」，意思是他死之時，洪水就

例如聖經說神的眼看顧，神的手

來了。結果，洪水來的那一年果然

扶持等，其實神並沒有眼和手這些

就是瑪土撒拉死的那年。

3. 為甚麼神不以恩典對待每一個人？

世界之 窗

整

答: 要回答這一個問題，讓我們先反

全

問：為何神一定要以恩典對待

報

每一個人？難道神欠了他們甚麼

第

以致一定要償還嗎？不，神向

九

任何人也沒有虧欠。所以，容我

十

指出，問這問題的人，是因為不
一

了解何為恩典。原來恩典就是人

期

所不應得的好處，竟然額外地賜
給他們。正如我們將一塊錢送給

15

一個乞丐，全城的乞丐知道了，
立即跑來向我們討錢，我們表示
無法給予所有乞丐每人一塊錢，
請問這乞丐可否質問我們為何不
給予所有乞丐每人一塊錢，又指
責我們不公平？不，我們會說：
「難道我們欠了你們的嗎？」

█

雅加達省長華人基督徒鍾萬學
遭極端穆斯林控告

據多份報章報導：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
人口最多的國家，但近年由一位華人基
督徒鍾萬學擔任首府雅加達的省長。鍾
萬學具華裔及基督徒兩種印尼少數族群

恩典不是每一個人應得的，恩典

的背景。他是認真持守信仰的基督徒，

純粹是根據施予的人自己所喜悅

而他在當地問政用心有目共睹，令他深

的，給予一小部份的人，不然就

受民眾愛戴，但經常還會遭到強硬派穆

不是恩典，而是還債了。同樣

斯林攻擊。鍾萬學任省長以來，推動多

的，神的恩典只給予祂所喜悅的

項改革，包括拆除紅燈區、整治芝利翁

人，就是那些肯悔改信祂的人，

河（Ciliwung）、推動窮人看病免費的

而不是給予所有人的。

健保卡及助學扶貧的智慧卡。此外，他
大刀闊斧開除怠惰、貪腐的公務人員，
並刪除表現不佳的公務員的績效獎金，
節省省政府預算開支。

因他的華裔背景，他曾接受中國的中央

在抗議事件後，他近日發佈個人的遺

電視台訪問，談及他在印尼的從政經

囑，約略內容如下：「我已經告訴我的

歷。訪問中他表明自己因信仰緣故，在

妻子，若我因著堅持真理與社會公義而

從政的路上拒絕貪污、按公義處事、作
風強硬、不怕得罪人，付代價為主作美
好的見證。

16

被殺，請把我的屍體帶回我的故鄉，並
請在墓碑上刻下：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因為他相信，為真
理與社會公義而死，對社會是有益的，

因他將參與2017年2月印尼雅加達省長

同時也代表就算犧牲生命他也堅持做對

選舉，在聲望極高情況下爭選連任，但

的事。

他在一場演說中卻因提及可蘭經內文，

這實在是世界各國政壇上極難得的基督

被指控褻瀆可蘭經。11月4日更有激進

徒見證，因世上絕大多數從政的基督徒

穆斯林團體發起逾10萬人參與「反鍾萬

都為了政治利益而放棄真理立場，卻幾

學大遊行」。11月7日，他前往國家警

乎看不到有甚麼從政的人以無私愛心服

察犯罪調查處接受馬拉松式偵訊，他表

侍人民，並願意為真理付代價。我們不

示，如果因他個人因素造成國家動亂，
他願意進監牢服刑，但絕對不退出2017
年省長選舉。鍾萬學日前公開遺書，表
示他已有為真理與正義而捐軀之準備。
關於鍾萬學褻瀆古蘭經一事，現在已經

難看到世界各地許多稱為「基督徒」的
總統、官員或議員，都為了討好選民而
支持同性戀運動，站在敵對神話語的立
場上，帶領社會走向滅亡。願主保守屬
祂的人，願主憐憫這邪惡的世代，更願
主快來！

查到移花接木影片的作者，但影片早在
穆斯林團體流傳，所以造成的影響很難
在短時間內平息，尤其一些極端的穆斯

「整全」校友消息
感謝神！第8屆校友呂詠雯姊妹已於11

林團體不想他繼續連任，所以故意挑起

月23日順利誕下兒子，取名僑。

在印尼絕對不能碰的兩個議題，就是

請為姊妹與其丈夫呂進和弟兄﹝第7屆

「宗教」及「華人」。

校友﹞代禱：

1. 姊妹分娩後身體能早日復原。
2. 二人能在照顧兒子的過程中蒙主扶持
和引導。
3. 兒子能在主恩中成長。

5. 主若以為美，本會將於明年三月舉

整

辦為新一期的「導師培訓課程」，

全

對象為有心志進深裝備的主日學老

報

師、查經組長及團契職員。有關此
第

課程的詳情、報讀安排及申請表，

協會消息及代禱事項
1. 吳 主 光 先 生 於 1 1 月 中 證 實 癌 症 復
發，並已擴散至身體多處，經禱告
並諮詢各方意見後，決定不嘗試接
受化療，爭取在身體未感不適的時

已刊於今期《整全報》內，敬請留
意及代禱。

一

讀者的靈命有多方面的餵養，《整

期

全報》擬再增設一欄，內容主要包
括分享在生活方面﹝家庭、工作
等﹞的信仰觀念和實踐，歡迎各
主內肢體按感動自由投稿。有意

先生的身體狀況，願主在祂僕人身

投稿者，請將稿件以「doc格式」

上的美意成就！

電郵至本會之電郵地址cl.ministry.

程【啟示錄】將由其他課程取代，
有關詳情請留意今期《整全報》。

office@gmail.com，主旨請註明
「整全報投稿」。經篩選後，本會
會以電郵回覆獲選之投稿者，有關
文章會由本會修訂及校對後於《整

3. 新一期的晚間神學課程【聖經經卷

全報》刊登。

系列 ── 申命記﹝二﹞】已於12月
5日開始，請為老師的勞苦服侍及報
讀學員的認真學習代禱。

十

6. 為豐富《整全報》之內容種類，讓

間完成著作及主領聚會。請記念吳

2. 原定於明年三月復課的晚間神學課

九

7. 若有聖靈感動奉獻支持本會者，支
票抬頭請寫：「信徒造就協會有限
公司」(Christian Learning Ministry

4. 請為導師培訓課程的學員於要應付

Limited) 或 直接存入本會恒生銀行

「必修科目」最後階段的自修學習

戶口 222-1-021120。敬請繼續支

代禱，考試將於2017年1月19日晚

持本會的事工，並為我們長遠的事

上舉行。

奉計劃代禱。

17

晚 間 神 學 課 程

1至2月課程

本會課程乃為造就各教會之信徒而設，
歡迎有屬靈追求心志者報名參加，而新
生報名前必須已經受浸。本會課程均不
收取任何費用，參加者可按感動自由奉
獻。報名手續及查詢請致電：2194 857 3
學員須知

18

報名
1. 所有課程必須於開課前不少於兩個工作天報名。
2. 一般情況下不接受學員即場報名，敬請留意！
3. 上課時間為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三十分，學員請盡
可能守時，以免影響課堂學習。
注意：新生報名時，表格上必須具有所屬教會負責人的
認可簽名，申請才會被考慮。

【聖經經卷系列】
出埃及記 (八講)(下) 講員：鄺國雄先生

按金
1. 每次報名必須提交港幣二佰圓的按金支票，支票抬頭
「信徒造就協會有限公司」。
2. 按金支票只為防止濫報之用，若缺席超過一堂，按金
將會全數被沒收，而不會另行通知。
3. 按金必須用支票遞交，課程完畢後將會銷毀，而不會
逐一退回給學員。
4. 請在支票背後清楚寫上姓名、學號及報讀課程名稱。
5. 只有作為奉獻的按金方可用現金(或支票)；或直接存
入本會恒生銀行戶口222-1-021120，請於報名時將存
款收據連同報名表一併提交。
6. 請學員盡量以郵寄報名，惟切勿郵寄現金。

《出埃及記》是重要的聖經經卷，內

聽講證明書
1. 領取資格：學員必須完整報讀一個系列的課程（即包
括課程內每一個單元），並且於每一單元的課程缺席
不可超過一堂。
2. 申請辦法：學員必須於報讀課程時，在報名表中清楚
剔選「領取『聽講證明書』」一欄，其他形式之申請
將不獲接納。
3. 領取方法：學員於該系列課程的最後一堂（即課程最
後一個單元的最後一堂）完結後親身向司事領取，恕
不另行補發。

落實；了解《出埃及記》，絕對有助

有關惡劣天氣的上課安排
若8號或以上的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於下午5時15分
或以後懸掛／仍然生效，該晚課堂將會暫停一次。
聯絡資料
新界沙田石門安麗街18號達利廣場509室
電話：2194 8573
傳真：2543 1101
電郵地址：cl.ministry.office@gmail.com
網頁：cl-ministry.org

容主要都是史實事蹟的記述。在摩西
筆下，《出埃及記》延續著《創世
記》的中心思想，進一步交代了以色
列整個民族與耶和華神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怎樣藉西乃之約的立定而得以

於我們去明白其他經卷的內容，更易
掌握以色列民的興和衰。
此外，《出埃及記》亦讓我們認識摩
西及他的事奉；作為「舊約中保」，
更是神所稱許的忠心僕人，摩西的信
心和事奉實在很值得我們留意，好從
他身上有所看見，對真實的信仰有更
多認識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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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月13、20 及 27日
（連續3個星期一）

2016年9月至10月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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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三十分
2016年9至10月收入				

地點：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

奉獻收入

$

61,900.00

總收入

$

61,900.00

興富中心2樓201室
【尖沙嘴平安福音堂】
2016年9至10月支出項目		

課

程

預

告

【專題課程】

辦公室支出

$

26,154.50

車敬及薪津

$

42,742.20

宣傳及印刷

$

5,895.00

郵費

$

1,874.80

聖經地理與考古(四) 講員：黎家焯先生

保險費

$

1,895.80

日期： 2017年3月6、13、20 及 27日

雜費

$

1,029.50

總支出

$

79,591.80

時間： 晚上七時十五分至九時三十分

2016年9至10月總收入

$

61,900.00

地點：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

2016年9至10月總支出

$

79,591.80

盈餘／(不敷)

$ (17,691.80)

（日期更新，連續4個星期一）

興富中心2樓201室
【尖沙嘴平安福音堂】

期

晚 間 神 學 課 程 報 名 表 CLMA020

請在適當 □ 內加上 ✔

□ 出埃及記 (八講) (下)【聖經經卷系列】

講員：鄺國雄先生

日期：2月13, 20及27日 (連續三個星期一)

□ 附上$200支票只作按金

地點：尖沙嘴平安福音堂

所有課程均不收取費用，按金只為防止濫報，詳情請參
閱學員須知。支票抬頭為「信徒造就協會有限公司」。

□ 附上現金按金並作奉獻
□ 附上按金支票並作奉獻
□ 附上銀行收據並作奉獻
□ 奉獻收據在課堂上領取
□ 請寄奉獻收據
□ 不需要奉獻收據

只有作為奉獻的按金方可用現金（或支票）；或直接存
入本會恒生銀行戶口 222-1-021120，請於報名時將存
款收據連同報名表一併提交。請盡量以郵寄報名，切勿
郵寄現金。郵寄地址：新界沙田石門安麗街18號達利廣
場509室，查詢電話：2194 8573／傳真：2543 1101。

中文姓名＊ ：

弟兄/姊妹

&

舊生只需 填 寫 有 *的 位 置 （ 如 有 資 料 更 改 則 請 註 明 ）
新生/舊生學號＊NF：

住宅電話＊ ：

辦公電話＊ ：

電郵地址＊ ：

手提電話＊ ：

中文地址 ：
職

業 ：

受浸年份 ：

所屬教會＊ ：

教會電話 ：

(新生必須已受浸)

□ 請郵寄整全報到上列地址 □ 請電郵整全報到上列電郵地址 □ 請不用郵寄整全報
注意：新生報名時，表格上必須具有所屬教會負責人的認可簽名，申請才會被考慮
教會負責人姓名：
教會負責人事奉崗位：

教會負責人簽名：

主來的日子近了！為此，本協會珍惜傳遞神話語的機會，免費派發
《整全報》，廣泛地與神的眾教會聯繫，共同為主作見證。歡迎各教
會、福音機構和信徒索取。只要填妥下列表格，以傳真、郵寄或電郵方
式呈交本會辦事處，本會即於下期開始，按期郵寄或電郵予閣下。

□ 資 料 更 改 		
姓

□ 取消訂閱		

名 ：

□ 新訂閱

弟兄 / 姊妹

本數

學號 NF：

機構名稱 ：
住宅電話 ：

辦公電話：

電郵地址 ：

手提電話：

中文地址 ：

□ 請電郵整全報到上列電郵地址			

請用中文正楷填寫

&

&

□ 請郵寄整全報到上列地址

各弟兄姊妹若有聖靈感動奉獻支持本會者，可直接存入本會恒生銀
行戶口222-1-021120。支票抬頭請寫：信徒造就協會有限公司 或
Christian Learning Ministry Limited 。請把銀行存款單或奉獻支票，
連同個人奉獻資料寄回或傳真給本會，以便發出收據。
個人奉獻資料 這裡共有 $			

是神的物，我歸給神為﹕

經常費用 $		

/ 神學課程 $		

購置辦公室 $		

/ 其他(請註明)			

姓名：				

/ 出版刊物 $		

/

$ 		

(弟兄/姊妹) 聯絡電話﹕		

收據寄往：					

日期：

年

月

日

所有奉獻均可在香港申請免稅
地址：新界沙田石門安麗街18號達利廣場509室
電郵：cl.ministry.office@gmail.com

傳真：2543 1101

印刷品

Christian Learning Ministry Limited
新界沙 田 石 門 安 麗 街1 8 號 達 利 廣 場 5 0 9 室
Rm509, Technology Park, 18 On Lai Street, Shatin, N.T., H.K.
電郵：cl.ministry.office@gmail.com
網址：www.cl-ministry.org
電話：2194 8573
傳真：2543 1101

2016年 十二月號

91
cl-ministry.org

若有聖靈感動奉獻支持本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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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電匯奉獻，請自行瀏覽本會網頁，參閱匯款資料
憑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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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