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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四点半)                 今年主题:信心得胜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圣殿中,（2x） 

万国的人当肃静， 

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 

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 

阿们。 
 
荣耀颂 

但愿荣耀愿荣耀归于 

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 

起初这样现在这样， 

以后永远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阿们。 
 
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向你仰脸赐福与你； 

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使祂脸光照你， 

赐恩与你，保护你，保护你； 

愿主保护你，赐恩与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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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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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教会的危险 
 

「人不拘用什麽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

的事。」(帖后 2:3) 

圣经预言在末世的日子，会有离道反教的事。离道反教(apostasy, falling 

away)原文的意思，就是偏离真理。它与不信有点分别。不信，是从来没有信，

从来没有接受真理。但离道反教(或译背道)是指有些人一开始是表示相信及愿

意跟从，但后来因着种种原因，就离开了纯正的信仰。这些人是否得救，就要

看他们离弃真道的程度。若离弃到一个地步，连独一的神、三位一体、唯独因

信称义、悔改离罪、认耶稣为主也不接受，这些人是不能得救的。不是他们失

落了救恩，而是他们从来不是真信徒，从来没有得救，只是后来一些试炼把他

们的本相表明出来。我们不肯定这类的假信徒有多少，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个

不法的隐意及离道反教的精神越来越严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欺，教会在

末世会离道反教不是时代论者幻想出来的东西，是圣经明明说的。不是「或许

」有，不是「可能」有，而是「必有」。 

主耶稣提到末世的预兆时，三番四次的警告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

惑许多人。」(太 24:4-5)；「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太 24:11)；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

迷惑了。」(太 24:24)。可见敌基督迷惑信徒的事，绝不是危言耸听，且是必

会发生的。 

我们也知道，离道反教的事，并不是出奇不意的显露，也不是一朝一夕而有，

乃是魔鬼在教会中经年累月，一步一步的渗透及影响，到了最后，大规模的背

道运动就形成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现在的教会怎样看也不像背道，

就可以掉以轻心。可能离道反教的隐意已经暗中发动及渗进了教会。若不儆醒

，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时候就太迟了。 

以下是本人近年看见现今福音派教会的危险： 

灵恩运动 

灵恩派强调圣灵恩赐如方言、预言、异梦、神医等，轻视圣经的权威及严谨的

解经。他们常常断章取义地利用圣经章节来支持他们神秘的经历。有一位灵恩

派女士向我引用约 10:16「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说每一个属主的羊，都会

真实听到神对他/她说话，而她自称经常听到神向她说话的声音。她还说你们基

要派要靠读圣经与神相交，他们是神亲自与他们说话。灵恩派信徒就是这样常

常把自己的想法及主观愿望读进经文里。其实那节经文的那个「听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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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相信及跟从神的意思。主在地上的时候向成千上万的人讲道，他们都听

见主耶稣的声音，但他们大部份都不是主的羊，因为他们不肯相信及跟随主。

现在神是藉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常常听到「神」向他们说话的人恐怕是幻听

。 

灵恩派的聚会混乱非常，跟圣经的吩咐「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次序行」(林前

14:40)完全相反。在聚会常常大哭、大叫、狂跳、滚地、全身抽搐，语无伦次

，像是被鬼附的情况一样。教外人亲眼或在媒体上看见这样乱象，已经有了恐

惧的心(一般信徒也会觉得可怕)，令他们对基督教望而却步。我们可以肯定，

这些表现若不是出於装假跟从或自我催眠，就是出於邪灵。 

灵恩派的福音也出了严重的问题。有些人老是强调要学习灵恩派传福音的热诚

，其实他们传的是一个不纯正的福音。虽然，他们也传信耶稣得永生，但这只

是其中一个信主的原因，他们还会强调信耶稣带来的其他好处如成功、致富、

健康，以及特殊经历等。这些都不是信主的真正动机。主耶稣明明的对众人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

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太 19:29)。不是信耶稣会带来甚麽属地的好

处，而是为了主撇下一切。怀着属地目的来信主，这是功利主义，这不是真信

主。 

可惜的是，近年灵恩派离经叛道的事变本加厉，但不少福音派教会及信徒却羡

慕他们的「兴旺」，纷纷效法他们的敬拜模式。越来越多信徒参加灵恩派举办

的「敬拜赞美」课程，以为学了这些技巧，敬拜就便有气氛，更加热烈，然后

就会有更多人来聚会。其实这些所谓「火热」，都是出於人意的「凡火」而已

。主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敬拜父，是用「心灵和诚实(真理)」去拜祂。

神着重的，是我们的心灵。祂看我们是否按真理而行，不是看我们外表的形式

及动作。灵恩派的诗歌用属世的曲调、世俗的演奏、肤浅的内容，重重复复的

唱完又唱，务求激起人的血气情感，营造出一个自我陶醉、自我催眠的气氛。

他们以为这是属灵的敬拜，其实这是属血气及属肉体，又缺乏真理内涵的「凡

火」，是神不喜悦的。尽管他们如何享受这样所谓的敬拜，其实都是「自我感

觉良好」而已，根本不是神所要的敬拜。福音派根本不应向他们学习这种「凡

火」式的敬拜。当你一接受了灵恩派的诗歌，下一步就是接纳了灵恩派错谬的

教义及灵。不少福音派教会就是这样走上追求假灵恩的路，受了亏损还不知道

！ 

教会合一运动 

教会合一本是一件圣经所提倡的事。我们所反对，是与那些在教义上有严重问

题的宗教组织合一，例如天主教及新神学派。基督教绝对不能与天主教及新神

学派合一，因为他们是不信唯独因信称义的异端。他们是相信信心还要加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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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才能称义。基督徒是相信唯独因信称义，好行为是称义后的结果。这个差

别是非常之大，以致保罗要写加拉太书来警告那地的信徒，那些主张信主还要

加上受割礼的人是「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他们所传的，不是救

人福音，而是使人灭亡的「别的福音」。马丁路德也是因为天主教这个错谬而

与教庭决裂，成立了新教。那时的改教家为了这个重要的真理，不知付上了多

大的代价。可悲的是，现今谈合一谈得最热切的，就是当初抵抗罗马天主教最

竭力的宗派。我们要知道，天主教虽然在行政及行为上有所改变，但他们的教

义却没有改变过。他们仍然是相信信心要加上行为及圣礼才能得救。这是他们

自己也承认的。但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正正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律法主义」

，即靠行为得救。而照基督教一向的观念，靠行为得救的所谓教会就是异端。 

就是有人不喜欢用「异端」这个字来形容天主教，真正信主的人也没有理由不

知道天主教律法主义错谬的严重性。为何还会与他们谈合一，称他们为主内的

弟兄姊妹？所以我很难过地的认为，那些真心认为天主教徒与基督徒都是一同

得救的人，并未清楚甚麽叫作「因信称义」，也不是真心接受「因信称义」这

个教义。他们不知道「因信称义」和「律法主义」的分别，他们选择了前者，

只是随心碰巧而己，并不是认为这是一个唯一得救的方法。这样信主是很有问

题的。 

主张与天主教合一的人，无疑也是把向天主教教徒传福音的机会断送了，并且

错误地向未信的人发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息：基督教的福音与天主教的福音是

差不多，大家是主内的一家人，所以你们进基督教会或天主教会其实是没有所

谓，没有多大分别，纯粹是个人喜好。若有人因此选择了天主教，就把一个有

心寻求救恩的人的属灵前途毁了。后果相当严重。难怪当年的改教家及信徒冒

死也要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现今的信徒又如何？是

否为了得到一些表面的和谐及合作机会，就把改教先贤们用血汗打下的根基摧

毁了？ 

新神学派/新正统派 

其实新神学派及新正统派不是现在才出现。新神学派基本上是不信派，许多圣

经的要道，包括圣经中的神迹都不相信。新正统派不信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

，即是他们不相信圣经无误。在上一两个世代，当福音派还持守基要派精神，

捍卫真道的心还强的时候，那些错谬的影响不算太大。但近这二三十年新神学

派/新正统派的思想已经渗进了福音派的神学院，这些神学生也进了福音派教会

事奉，有些人返回神学院任教，恶性循环从此开始。新神学派及新正统派都有

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来鼓吹社会性及政治性的行动

。他们的圣人就是潘霍华及巴特。他们以潘霍华对抗希特拉为榜样，牺牲生命

也要争取社会公义。他们无视潘霍华及巴特对圣经的态度，对信仰的偏离，单

一推崇他们对社会公义的理想及贡献。我们看见近来出现的社会运动，当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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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都是有信徒参与，特别是较年青的，甚至带头的人都自称是基督徒。教会也

不乏少壮派的牧者鼓励及支持会众参与，甚至亲自领队。可见新神学派及新正

统派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影响年青一代的信徒非常深。当年的社会福音已经死

灰复燃，但比前一次更糟的是，这次运动是在福音派里面发生，而大多数的牧

者也不敢出声，害怕得罪这些年青人。 

然而，清心爱主的人不难发现，那些带领及鼓吹社会运动的基督教人士，他们

的基要信仰是有问题的(不信圣经的神迹)，他们的圣经观是败坏的(不信圣经无

误)，他们的解经是断章取义的(如说他们的行动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的世界观是现世的(神的国是现在靠我们建立的)，他们的道德观是没有

绝对标准的(有神学家认为同性恋不是罪)，他们的态度是骄傲的，他们的方法

是激进的，他们对遵行主的命令是选择性的。明白圣经的人很容易就看出，那

些人的言谈举止，完全不像当日主耶稣及门徒在罗马政权的美好见证。他们一

点也不想学习，也不屑那些学效主榜样的人，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与圣经的世界

观根本完全不同。他们的盼望主要是今世，不是将来永恒的天家。他们不是希

望别人得着神所赐的义(因信称义)，是要靠人的力量立自己的义(社会公义)。

主的大使命是传福音，他们的大使命就是建立公义世界，改变文化。他们的思

想处处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这些人极可能是还未得救的人。 

教会实在不应再让信徒去接受他们的教导，更加不应请他们到教会讲道及看他

们的书。信徒不要被他们慷慨激昂的言词(甚至是圣经的字句)来扰乱心思，一

定要冷静地以圣经对照他们的一言一行。要明白他们背后的机动及理念，是否

与圣经整体的教导有出入。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或不作)。圣经是我

们在信仰上最高的权威。人的说话都可能会错，但神的话却绝不会错的。新神

学派/新正统派基本上不服圣经的权威，以人的观念随意批判或利用圣经。这些

不尊重神话语的人，我们绝不应跟随，也不要与他们合作。 

心理辅导学 

大部分基督徒会知道，现今的心理学辅导学在福音派教会及神学院大行其道。

教会及团契越来越多举办甚麽 MBTI、九型人格、泰勒和庄逊性格分析等讲座。

有些神学院变了心理辅导中心，颁发心理辅导学的学位。许多信徒以为心理学

无伤大雅，对信仰没有影响，反而对灵性有帮助。这是大错特错。心理学是对

圣经权威的不信及贬低。圣经不是百科全书，但它对於人的心灵及道德有完全

的教导。「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诗 19:7)；「圣经都是神所默

示的，於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

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17)。心理学只有差不多一百年历史，

请问以前的信徒从那里得着心灵的帮助？圣经及圣灵。为何有人认为现今的心

灵问题是靠圣经以外的教导才能解决？有人可能认为现今世代与以前不同，所

以就要用不同方法去处理。但自圣经写成以后，不知过了几多个世代，每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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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比之前也不同，但一千九百多年没有信徒认为圣经处理人心灵问题的时候不

足够。为甚麽到了一千九百年后才发现圣经有不足？况且，时代虽然改变，但

神话语的能力是不变的。那麽为甚麽对某人好像没有心理辅导就不成？是因为

他们对神话语的信心不足，不是圣经的能力不足。 

当然，对於不信的人，当他们心灵受困，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只能倚靠心理

辅导来舒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知道这只是治标而不治本。真正能医治

内心及使人心灵满足的是神。奥古斯丁说：「神啊，你是为了自己造我们，我

们的心不能在你以外找到安息。」但现在连信徒也不能在神里面找到安息及满

足。坦白说，这绝对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人不肯顺服神或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

，心灵当然有问题。但当心灵出了问题，他们选择世界的方法去处理，当然没

有得到真正的医治。但到这个地步，他们不是反省自己对圣经缺乏信心，而是

质疑圣经的能力，更多的倚靠属世的方法，宁愿得着外面及暂时的舒缓，拒绝

信靠那活水的泉源。果效如何？客观地看看现实的情况就知道了。心理辅导在

这一代在教会内外大量涌现，那些心理学家及辅导人员满街都是，请问现代人(

包括信徒)的心灵比以前更健康、更刚强吗？完全不是。现代人的心灵比上一世

代更脆弱，心理病比任何一个年代都普遍。根本是越来越糟糕。如何解释？究

竟是那些辅导方法还未追上时代，还是人对自己的内心太不了解，或是对神的

能力失去信心？ 

神学院变质 

这是现代教会一个非常大的危险。神学院是训练神工人的地方。若神学院也出

了问题，神学生受了偏差的教导及影响，教会的前途怎样？神学院在何处出了

问题？主要是在信仰立场及学院行政出了问题。而出现这两问题的主因就是受

世俗主义影响。几十年前，香港的神学院是以基要派及保守福音派为主。那时

神学院大都是敬虔爱主的神仆作带领及教导。他们熟悉圣经、灵命深厚、有牧

会经验，也不与新派及异端妥协。神学院高举圣经、充满属灵气氛、着重学生

灵性及品行。所以训练出来的工人也普遍有能力及质素。听闻长辈说二十世纪

的五、六十年代香港教会也经历过大复兴。 

到了现在，神学院已经厉害的效法世界。他们认为以往那套在现今世代已经不

中用。神学院的师资及学术知识要与属世大学看齐，世人才会尊重基督教。有

志读神学的人就一窝蜂地出国到那些标榜学术的新神学派神学院进修，读毕后

就回来香港的神学院教神学。一时之间，神学博士大量涌现。然而，每年受感

作传道的人始终有限，神学院如何收取足够的神学生以维持学院的经费？方法

只有两个。第一，降低入学要求。不管你是蒙召不蒙召、信主年日是长是短、

灵性好或不好、新派不新派、灵恩不灵恩，一律照收。第二，就是为信徒制造

各样的需要，举办的各式各样的课程，除了博士班、硕士班、学士班、副学士

班，还有平信徒领袖课程、社会文化课程、心理辅导课程、敬拜赞美课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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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训练、教会插花班，连应该是教会负责的主日学程度的课程，神学院也要包

揽。信徒也乐於付钱报读。「我主日学老师甚麽头衔也没有，现在是神学博士

教我四福音，读完还有证书！」然而，许多信徒都不明白，按他们的灵程及信

主年日，并无需要追求过分学术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住往只停留在理性层面上

，触不到生活的应用。结果就是，好些人越读越骄傲，越读越属世，越读越没

有立场，越读越没有分辨能力，越读越不顺服，越读越自我中心。这样不按灵

命程度，单单追求理性知识，不明白圣经最主要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

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7)，这是对灵性是有损无益。圣经或神学知

识主要是用来实践的，实践是要付代价，要舍己，而舍己的机动是爱神。可惜

现在神学院甚少顾及信徒的灵性，绝少鼓励信徒要应用那些知识分别为圣，敬

虔生活及分辨假道。知识与生活完全分割，教授清教徒神学的人支持基督徒可

以按喜好纹身。学清教徒神学，却厌恶清教徒的清心敬虔生活，这些知识有甚

麽用？只是使人更加自高自大而己。这些问题神学院一概不会处理，因为它们

已成了出售神学知识(包括有问题的资讯)的商店，来者不拒。信徒也愿意付钱

去读，人人想作师傅，让这些课程代替自己在圣经努力下苦功及行道上舍己背

十架的实践，教会怎会不软弱？ 

  

上段提过，现今神学院及教会之所以这样的变质，主要原因是世俗主义的影响

。他们要得世界的认同，要靠世界的帮助，他们就效法世界，用世界的方法去

经营神学院及牧养教会。信徒没有耐性，牧者就将讲道时间减至半小时或二十

分钟。年青人喜爱流行音乐，就给他们强劲节拍，类似流行情歌的音乐；会众

怕闷，讲台上就多讲讨人喜欢的笑话，谈谈时事、政治、文化以及生活趣闻，

不好好以经解经，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教会缺乏经费扩堂或发展事工，不是

量入为出，也不是耐心等候神供应，而是举办各式各样的筹款活动。团契主要

不是查考圣经或属灵交通，而是着重交谊游戏及活动；布道会害怕开罪未信者

，尽量避免提及罪及交出主权，只说信耶稣的好处；为了使教会会友人数增长

，决志信主不多久就立即替他们洗礼加入教会，没有细心检视他们的信心是否

稳固。为了吸引人来聚会，经常请一些基督教名人来分享见证，减少让传道人

持续忠心地传讲生命之道；为了增加作工的机会及果效，就与新派、异端及灵

恩派合作同工，忽略真理的立场。为了讨好世人，就不敢公开指出罪恶如同性

恋，或将同性恋降低为一样极普通的罪；相反，甚麽社会政治性行动，他们就

大声疾呼，甚至公民抗命，因为他们看重人权、民主、自由等属世的价值观，

过於顺服圣经的绝对真理权威。他们追求地上的理想，过於看重天上永恒的事

。 

教会的行政也大大效法世界。牧者不是谦卑的仆人，而是像一间大机构的 CEO

，或是准时上班下班，不愿工作时间以外探访会友的职员。执事长老不是让有

异象的牧者按圣经牧养羊群，而是像大公司的董事只聘用唯命是从的雇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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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也不再是谦卑受教的羊，而是喜爱批评及投诉牧者在讲台指斥罪，令他们不

快的老板们。这些都是教会及信徒受世俗主义及人民主义厉害地影响的明证。

这样的属世的教会，怎能有圣洁的见证？弟兄姊妹怎能同心合意？事奉作工怎

会有能力？怎能栽培出敬虔爱主的信徒？ 

写到此处，我知道一定有人很不服，认为我太极端，将问题严重化。他们认为

教会一直就是这个样子，聚会人数也不错，以上的批评完全是吹毛求疵，无中

生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只要你谦卑地读圣经，看看使徒时代初期教

会的榜样，他们所着重的真理，他们聚会的模式，他们的行事为人，根本与现

在的差很远。再读读教会历史及圣徒传记，马丁路德、加尔文、清教徒、卫斯

理、怀特腓、爱德华滋、约翰牛顿、司布真、达秘、穆勒、慕迪、锺马田、王

明道、倪柝声、林献羔、焦源濂、陈终道等，他们哪一个人追求方言、高举神

迹奇事、相信圣经有错、与异端合作、用人的方法去辅导、用高言大智讲道、

或用人间小学及属世笑话去讨人喜悦、需要搞活动筹款去维持工作(穆勒的孤儿

院完全是靠祷告维持)、利用讲台或文字去鼓吹政治活动，甚至公民抗命？究竟

是前人走错路，还是现今的教会走错路？究竟是以前世代的圣徒合神心意，还

是现今的信徒合神心意？到底谁是敬虔，谁是放纵？谁是属灵，谁是属肉体？

谁是舍己，谁是体贴自己？谁是背十字架，谁是贪爱世界？谁顺服圣经，谁轻

藐圣经？谁高举神权，谁体贴人意？谁火热事奉，谁不冷不热？谁讲道有能力

，谁讲道隔靴搔痒？谁蒙神赐福，被神大大使用，谁被挪移灯台，神的灵已经

离开？若到了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今日教会教会的危险，还为到目前教会的状

况沾沾自喜，愿神大大怜悯你，开你的眼睛！「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

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

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启 3:17-18) 

按我所见，现今教会属灵的光景实在非常黑暗。许多教会用属世的方法建立及

发展它们的宗教事业；有些教会不停的纷争及内耗，无力对外；有些教会不问

世事，不愿指出外间的错谬，怕惹麻烦；有些信徒索性完全不上教会，只要自

己得救就够了；就是参加纯正信仰教会的信徒，许多都是抱着「事不关己，己

不劳心」的心态，对那些错谬冷眼旁观。请问这些观念及态度算不算自私？这

是不是爱教会及守望教会的榜样？「只须正面教导真理，不必指出错谬道理」

的策略已经证实失败，因为人败坏的天性总是容易接受错谬，抗拒真理，况且

现在敌基督的道理也包装像真理一样。教会容让真理与错谬同时存在不去处理

，一般信徒根本很难分辨。结果就是错谬像面酵一样，越发越大，甚至盖过了

真理，最后就是整个教会失去了立场及见证。其实我们读新约书信应该已经很

清楚，新约作者在大部分的书信都有指出当地教会流行的错谬，并就着那个错

谬带出神的真理。这样明显的编排，为甚麽这麽多人好像看不见，坚持正面教

导圣经就够？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怕付代价。正面教导比较容易，不须付很大的

代价，但当你指出罪恶及错谬，别人就会反感，甚至反击你，最低限度你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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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少人的支持及爱戴。然而神的仆人应该怎样呢？「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

督的仆人了。」(加 1:10)；「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

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前 2:4) 

教会见证的火炬一代传一代，现在已落到我们的手中。我们怎样传给我们的下

一代？继续对离道反教的事视而不见？继续将这个责任完全卸给别人，自己一

根指头也不肯动？让司布真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会欣赏一个四百年前在信仰上持守的人，但今日这样的一个人却被看为讨

厌，并且要被贬低，称他为一个思想狭窄的固执者，或给他一个你能想出来的

恶名。然而，试想像在那些年代，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以及他们的同伴说

：「这个世界出了乱子，但若果我们企图去更正它，我们将被藐视，令自己蒙

羞。让我们返回各自的房间，穿上我们的睡帽，一觉睡过这黑暗的时刻，或许

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情况已有好转。」他们这种行径必为我们遗留不少错误的

传统。一代接一代我们将会堕进地狱的深渊，那恶魔的错谬会像沼泽一般吞噬

所有人。但这些如此爱慕真道及耶稣之名的人，断不会对仇敌的践踏坐视不理

… 

今天就像当时宗教改革的日子一样。我们必须作出抉择。今日正是为属神的人

所预备，但为今日而预备的人在哪里？我们从殉道者的手接过来的福音，我们

不敢视之等闲，也不能对那些装作爱护，实则对福音的每一句都恨恶的叛徒之

攻击袖手旁观…看，先生们，将来不知还会有多少个世代出现。若主不赶快显

现，还会有一个、两个、三个的世代来临。若我们今日对神及祂的真道不忠心

，那些世代的人将受到污染及损害。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一个岔口，若我

们转向右，或许我们的子子孙孙也会同走这路；但若我们转向左，那还未出生

的世代，将会因我们对神及祂话语的不忠诚，咒诅我们的名。 

（摘自基要书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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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 

 

他在 1517 年十月三十一日把《九十五

条论纲》张贴在德国的维登堡城堡（

Wittenburg Castle）大教堂的大门上。

这掀起了宗教改革的运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 

  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后3:16-17） 
 

 

唯有圣经是权威： Sola scriptura ("by Scripture alone")； 

唯有基督是救主： Solus Christus ("In Christ alone")； 
人得救单单籍着信： Sola fide ("by faith alone");  
救恩单单出于恩典： Sola gratia ("by grace alone");  
荣耀单单归于神!    Soli Deo gloria ("Glory to God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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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金句 

上主日 

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

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

觉。             

（传 5:12）                    

 

 

今主日 
 

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

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传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