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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訊 2015.12.25

第  四  期

   聖經講座

當第六號吹響

第六位天使吹號，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

金壇的四角出來，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

說：把那捆綁在幼發拉底大河的四個使者釋

放了。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好

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三分之

一。馬軍有二萬萬；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

（啟九13-16）

當我們讀到這樣的經文，讓我們訝異的是，

我們正在經歷這些經文所說的事實，而這正是

第六號的時刻。我們知道啟示錄有七印、七

號、七碗，但是它們是以平行漸進的方式在

發生著，七印中所說的，與七號中所說的，以

及七碗中所說的，就是災難的起頭、更重的災

難，以及末後的災難，它們是重疊的發生著。

以七號來說，當吹響第六號時，歷史已經來到

末時，六號與七號之間有所遲延，表明歷史正

在進行中，而七號吹起時，就是基督再來得國

的時刻了「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

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

王，直到永永遠遠。」（啟十一15）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第六號!而近兩三年興起

的ISIS，正是由「幼發拉底大河」所釋放出來

的邪惡力量。

ISIS的根源

ISIS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組織，他們的目標

是什麼？ ISIS的全名是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今年六月，ISIS聲稱他們已經將名

稱中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去掉，改名為     

末世中的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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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 Is lamic  Sta te，簡稱

IS），並將領導人巴格達迪尊為「哈里

發」，即伊斯蘭帝國的皇帝。

最早的ISIS組織叫作JTJ，他們的首領

是扎卡維，他原是賓拉登的副手，也是

「蓋達組織」的第三號人物。他們的初衷

是推翻約旦皇室，原本發跡於阿富汗，專

門訓練武裝分子，企圖推翻約旦政府。零

一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JTJ遷往伊

拉克。零三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除

去海珊及遜尼派，扶植伊拉克的什葉派，

扎卡維利用遜尼派對美軍的不滿趁機吸收

了大量武裝力量，許多失勢的海珊舊部投

靠他們。零六年六月，扎卡維被美軍空襲

炸死。同年十月，該組織與其他四個叛亂

組織聯合宣布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拉克伊

斯蘭國」（ISI）。一一年，敘利亞內戰爆

發，ISI開始進入敘利亞。一三年四月，宣

誓效忠蓋達組織。一四年二月，蓋達組織

不滿其極端宗教滅絕行為，宣稱ISIS不再

是其分支機構。

這一兩年，ISIS屢屢屠殺西方人士與伊

拉克、敘利亞的基督徒，攻佔大城與油

田，吸納來自西方並對之不滿的穆斯林

份子，終至犯下巴黎恐攻事件，西方甚至

全球都岌岌可危。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建立

一個西到北非與西班牙，東到印度與中國

的「哈里發帝國」，恢復第八到第十三世

紀，伊斯蘭的盛世。

然而ISIS的根源僅止於此嗎？當我們翻看地

圖與歷史，早在2014年六月就淪於ISIS之手

的伊北大成摩蘇爾（Mosul），在地理位置上

與古尼尼微城遺址幾乎比鄰而居。當我們翻開

那鴻書論尼尼微的滅亡時，我們幾乎讀到了

ISIS的翻版「禍哉！這流人血的城，充滿謊詐

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息。鞭聲響亮，車輪轟

轟，馬匹踢跳，車輛奔騰，馬兵爭先，…被殺

的甚多，屍首成了大堆，屍骸無數，人碰著而

跌倒。」（鴻三1-4） 我們可以說那殘暴的勢

力再次出於殘暴的根源，這果然是末世時，由

「幼發拉底大河」所釋放出來的邪惡力量，正

如前面啟示錄所說的。但我們也在那鴻書同時

讀到了上帝對尼尼微的審判「萬軍之耶和華

說：我與你為敵，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

臉上，使列國看見你的赤體，使列邦觀看你的

醜陋。」（那三5） 我們看見古代與上帝為敵

勢力的結局，相信這也將是今世與上帝為敵勢

力的結局。

世俗世界的反應

正當全球為巴黎恐攻哀悼不已時，網路與手

機出現許多「為巴黎禱告」的字眼，出其不意

的，今年年初也受到攻擊的巴黎「查理週刊」

卻登出一幅漫畫「請不要再為巴黎禱告」。

他們說 ”friends from the whole world,thank 
you for pray for PARis, but we don’t need 
more religion! OUR Faith goes to music! 
Kisses! Life! Champagne and Joy!# Paris is 
about Life.”（大小寫有點怪異，但是照原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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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七9-10）這樣

的敬拜在啟示錄一共有七次，是天上地上一起

的敬拜，是永恆中的敬拜。

2. 禱告：「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

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

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那香的煙和

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

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八3-5）

他們的禱告滿有能力，推動了救恩歷史的進

程。

3. 見證：「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

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

命。」（十二11）他們在各種危急中，仍然作

見證，以所見證的道作為兵器，與仇敵爭戰。

4. 跟隨：「羔羊無論往哪裏去，他們都跟隨

他。」（十四4）「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

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十九

14）緊緊的跟隨，並參與在羔羊的爭戰之中。

5. 純一：「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

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十九7-8）

相對於屬於世界的大淫婦是一切不法污穢之

事的總匯，「新婦」是純一清潔的，是與基督

緊緊相連的。

這個世界會繼續活在災難、混亂、不義、譏

誚之中，「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

慾出來譏誚說：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呢？因

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

是一樣。」（彼後三3-4）但是屬於基督的我

們「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

們得贖的日子近了。」（路二一28）

上帝已對這個世界吹號，警戒這個世界，災

難會越來越頻仍與嚴重。吹號也是向世界宣

召，主再來的日子進了。最後，吹號也是祂

在呼召祂的百姓，在末世活出「得勝者」的生

活—敬拜、禱告、見證，以純一清潔的心緊緊

跟隨。

述）。「巴黎信仰的是音樂、親吻、生活、香

檳和逸樂，不須要更多的宗教，請不要再為我

們禱告。」這樣的態度，讓我們翻看第六號之

後世人的反應時，不禁大吃一驚「其餘未曾被

這些災所殺的人，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

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聽、不能

走，金、銀、銅、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

們那些兇殺、邪術、姦淫、偷竊的事。」（啟

九20-21）這個世界並未因為災害而回頭，尋

求上帝，仍然選擇過著自以為是的生活。事實

上，在其後的經文也顯示，不論災難有多大，

人們不但不回頭，還因災難「就褻瀆天上的

神，並不悔改所行的。」（啟十六11）

得勝者的角色

就在這一片混亂之中，天災人禍不斷，世人

仍舊活在世俗敗壞之中，啟示錄中卻有一群

人，自始至終都「穿白衣與主同行」（啟三

4），啟示錄稱這一群人為「得勝者」。他們

為主名作見證，雖被殺也不退縮（六9），他

們的身上有上帝的印記（七3），沒有獸的印

記（十三16）。「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

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

的眼淚。」（七17）這群人在地上，面對一切

的混亂，他們所作的事是：

1. 敬拜：「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

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

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

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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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家退修會

◆ 譚宇中/趙素雯  賢伉儷

喜樂恢復與神同行的

2013年，宇中獨自去參加第一屆牧家退修會

時，記得謝院長分享我們在牧會服事是依

靠聖靈，還是依靠體內的腎上腺素；因為腎上

腺素會讓我們很亢奮，並誤認為這是聖靈的工

作，但在亢奮之後，卻是更加的沈重和疲乏，

最後的結果是耗竭（burn out）；與聖靈結出

平安和喜樂的果子是截然不同的。

這次與素雯是第一次一起參加退修會，在過

去一年我們的服事經歷從未有的辛苦與挫折，

特別是處理人的問題，因為處理問題也造成我

們夫妻之間的爭執和衝突。還記得2015跨年禱

告會我們是在靈糧山莊外面爭執中度過，很難

想像一直到現在仍然還在面對；處理問題的過

程不知不覺耗盡了我們的心力，且嚴重撕裂了

我們夫妻的關係。我曾因素雯的一句話而好多

天不和她說話，甚至想要分開，自己也常常會

心情沮喪而莫名的流淚。心中充滿著許多的問

號，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困難？為什麼神要帶

領我們來到中正服事？

這次退修會，頭一天晚上「我懂你的心」活

動，我雖然是第二次參加，當聽完每個人分享

和禱告，我也在分享心中的痛苦和經歷時，在

接納、鼓勵和禱告中就得到安慰；因為這些事

是無法向別人說的，神就讓我們脫去了重擔和

掛慮。第一天晚上我們都睡的好滿足。第二天

聽見院長分享主題「心思的改變」，其中談到

若你在同一層次是無法解決同一層次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面對眼前的困難時，是需要更高的

層次和眼光來看，否則你是無法超越的。這讓

我看清楚過去一直無法越過困難的原因，並

且，院長說：「問題要改變，你自己要先改

變，聖靈會在我們裡面先作改變的工作。這讓

我看到要改變的是自己，我和素雯現在就開

始天天一起禱告尋求神，求神提昇我們的眼

光，在禱告中心與心的連結讓我們的關係更加

穩固。其實教會中的問題仍然存在，但是我們

開始用不同的眼光來面對，不再陷入自我的困

境和內耗之中；更感恩是神還差遣祂的僕人來

幫助我們，因為這對牧者夫婦也曾經走過同樣

的困難。他們幫助我們用正確的方式，並與我

們一起禱告，讓我們在面對困難時不孤單、不

害怕。過去一年，我常問神為什麼祢要帶我們在

這裡服事？也透過暗室之后蔡蘇娟的見證，她

從來不問神為什麼而是問神祢要我今天為祢做什

麼。我在當天

決定，我不再

問神為什麼祢

要把我們帶到

這裡服事；我

相信目前的服

事是出於祢的

旨意和帶領，

所遇到的困難

相信神也必幫

助我們走過。

阿們！在喬老

師分享「進入蒙福的旅程」中發現自己常常是

活在別人的眼光中，而沒有看見神眼中的我，

雖然我們不完全，但神仍用極深的愛和憐憫傾

倒祝福在我們生命中。在後面的自由敬拜中，

聖靈將生命的活水不斷湧流在我們裡面，感受

到生命裡面有很大的更新、祝福和喜樂。

感謝神學院謝院長、師母和老師們及中部同

學們的辛苦預備，讓我們能生命經歷更新，並

有滿滿的收穫。回來後，又契而不捨的向我們

追心得分享；人的記憶真是短暫，一不小心就

回到過去錯誤的心思中。當我在寫的時候又重

新再抓回退修會中的學習和領受，幫助我們重

新再次對準神的心意。真的太感謝父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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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巡禮

◆吳鳳雪傳道 /第十六屆校友

感謝主，今年是我嫁到蘇澳的第五年，信主

後就在台北服事的我，從沒想過會到偏鄉

牧會。

● 從”會增長”到”零增長”

過去，在台北青年牧區服事的我，主要是以

青少年為主；我和所帶的學生很有默契，常一

起辦福音活動，也帶很多人信主，小組增長的

很快。他們也都來自穩定的家庭！那時的我，

雖然服事多，卻很享受在教會的生活；因有支

持我的牧者，也有很棒的團隊同工配搭，還有

一大群很願意委身跟隨的小組員，那時真是很

受祝福的傳道人！

初到蘇澳的我，知道偏鄉

信主不易，所以就計劃要辦

很多的福音活動，這是過去

在台北成功的模式。剛好有

教會推出福音藝人為主作見

證，我和孟訓傳道就傾盡全

力連結4間在地教會，大力

宣傳預備。結果，活動最後只有不到５０人參

加，而且幾乎都是會友參加，整場活動只邀到

2個新朋友。那時候,懷孕9個多月的我，在會場

從頭到尾幫忙，這樣的結果讓我難過的一路哭

著回家；覺得非常的挫敗，為什麼在偏鄉的福

音工作這麼困難...

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後，我就全心全意的照顧

孩子。因為我覺得在偏鄉的福音工作很困難，

我所要面對的不只是教會人少，更要面對沒有

資源、沒有同工，甚至普遍性家庭功能失調；

家暴、吸毒、被警察局列管、債務問題等。還

有人每星期都來教會借錢,甚至有精神疾病的

慕道友長期恐嚇騷擾我們；這些狀況都是我過

去沒有遇過的問題。這些難題讓我挫折的不知

如何是好，甚至會很懷疑的告訴自己，過去服

事有果效是因為有大團隊的支持，所以完成許

多事都會被祝福；但是現在來到這裡，我面臨

了服事上最大的困境，做什麼事情都不會被成

就，不管怎麼努力都沒有果效。回到蘇澳一整

年的努力，教會還是只有12人，完全零增長！

● 看見需要　回應需要

弗1：18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

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

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在我靈命最低潮時得

著這段經文，我真是哭著求神照明我心中的眼

睛，讓我看到神所要我看的，

讓我明白神所要我做的。

後來,神透過一個陪讀班孩子

的狀況,讓我們積極的協助他們

渡過難關；當我明白這就是神

給的託付時，我們就深入每個

家庭做探訪，去了解他們的困

難 盡我們所能的去幫助他們!

感謝主,當我們不是一直聚焦在

今天有多少人聚會、要怎麼去增長,而是真實的

去給予愛、去回應需要,神就將得救的人數天天

加給我們。在我們所照顧的70多位陪讀班孩子,

有40多位都已決志信主,也在教會服事,教會也

增長到80多人。我們也開始能在社區舉辦多場

百人福音活動,甚至還能出隊到偏鄉服務,去祝

福比我們更需要的教會,真的非常感謝神!

林後 9：8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

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感謝主,這節經文是院長為我們禱告領受的經

文,果真神也照著他的話語大大成就,謝謝神透

過這些經歷塑造我們。也很感謝母堂青年牧區

和許多團隊一路的支持奉獻,也很感恩神學院師

長團隊們的代禱，及過去在神學院紮實的訓練,

我們才有屬靈的肌力與耐力勝過這些艱難,也願

慈愛的主帶領我們一起更深經神的愛。

從亞伯拉罕到亞杜蘭洞



學院要聞

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北新路3段205之3號4樓

電話：(02)7733-7722 Ext 6404,6408,6418

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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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招生行事曆

   神學本科：

   海外報名 1/1 受理，4/30 截止

  國內報名 3/15 受理，5/31 截止

   國內 6/18 考試、6/30 前放榜

   新生訓練 8/22-26 

     牧靈諮商科：

   3/15起受理報名，5/16 截止

    6/11 口試、8/22 新生訓練  

● 因著遷入新址，第一次全校動

員歡喜佈置聖誕！

● 12/24於新院台北矽谷一樓大廳

進行快閃聖誕音樂出擊，樂團及全

校學生表演聖誕組曲，盼睦鄰行動

帶進往後持續的福音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