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消息......

牧職神學院
一. 學 院 0 4 – 0 5 收 生 情 況

最新學年有13人報讀聖工學士科（4人為文憑科
校友報讀、3人為文憑科學生轉讀），6人報讀聖
工文憑科，7人報一年制聖經證書課程，請為新
生的適應和學習禱告。
二. 最 新 校 外 證 書 課 程
專題證書課程–為 回 應 弟 兄 姊 妹 學 習 要 求 ， 學 院 於
2004年9月開始課程的新安排。由過往以普及為
重點，發展至以「專題研究」為主題，分別為舊
約研究、新約研究、中國研究和個人成長與輔導
四個主幹。
而過往之普及證書課程，亦將會逐步結束，而已修讀之學分
亦可於專題證書課程內認可。
姊妹證書（聖經究研）課程– 2 0 0 4 年 9 月 起 ， 「 姊 妹 證
書」課程的設計上會加強聖經經卷逐卷的研究，
讓參加的姊妹們更有系統地、有目標地研讀新、
舊約聖經。學員可按個人的能力修讀不同程度的
課程，分別按修讀不同學分，而分為普及、中級
與高級等證書
上述課程之詳細內容，可參閱本院網頁，亦可致
電：26529133（黃智生弟兄）查詢。
學費方面維持不變，但平安福音堂肢體優惠則有所修改，專
題證書每科$250，姊妹證書每科$200，若經濟有困難者，可
與本院聯絡申請特惠學費。
有關新季學科，已於學院網頁上刊登，歡仰參
閱或致電本院查詢（黃智生先生2652
9133）
三. 經濟狀況七 月 份 常 費 收 支 （ 截 至
26/7/2004）

1.
2.

富山社區服務中心

中心各項暑期班組活動陸續開始，共有24項。
暑期後，中心特別假期由28/8至2/9。3/9起照常服務。

華恩基金會
華恩基金會(歡迎瀏覽網頁：http://www.gratia.org.hk/。)
1. 辦公室設於小瀝源堂，逢一、二、五早9:00-午5:00開
放。聯絡請電9746 3089（鄭潔雯姊妹)。
2. 「華恩助學計劃」已如期開展，每年以￥75,960捐助
江門禮樂鎮六十名貧窮中學生全數學費。暫以兩年為
期。
3. 上月公佈除助養福建閩候善恩園孤兒外，本會與「美
國角聲佈道團」聯合申辦孤兒院已有突破進展，政府
批辦「福建華恩兒童村」(三明)及「福建角聲兒童村
」(松溪)兩所孤兒院，預算基建及首三年運作費用達
800萬元，兩機構平均各自籌款400萬元。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網頁：http://www.hkstm.org.hk
電郵：info@hkstm.org.hk
1.

請各堂肢體如欲報讀9月份一年或兩年「短宣」、「倩
青」、「長青」、「晚青」訓練，請從速報名。
2. 8-9月份佈道訓練：
14/8(六)下午3:00-4:30 「聖靈與邪靈」，講員：馬
國楝牧師，地點：香港宣教會恩磐堂(大坑東棠
蔭街7號，石硤尾地鐵站B1出口)
14/9(二)晚上7:30-9:30 「如何接聽福音電話
佈道法」，地點：短宣中心
本月總收入
223,700.55
25/9(六)下午3:00-4:30 「家人佈道訓練」，
本月總支出
414,345.42
本月不敷
地點：短宣中心
(190,644.87)
上期調整數
(28,015.50)
3. 「倩青佈道團」9/8(一)上午9:30-11:30舉行
累積不敷
(468,544.43)
奉獻: 支票抬頭請寫 ‘Christian Ministry Institute Ltd.’或「
七週年團慶，內容：詩歌、話劇、信息分享、愛
牧職神學院有限公司」, 直接寄本院。或直接存入匯豐
筵(每位$20)，講員：馬國棟牧師，地點：短宣中
銀行帳戶"127-095982-001", 請用本院奉獻封, 填上姓名、
心，誠邀各堂會姊妹出席，歡迎查詢。
地址等資料, 以便奉上收據, 憑據可向香港特區政申報免稅。
4. 國宣外地短宣隊：
感謝神，暑期分別前往羅馬尼亞、泰國、紐約及
澳門之短宣隊已順利完成各項事奉，各隊員已平
聯堂消息及報告(2004年8月)
安返港。
1. 聯堂祈禱會將於8月7日早上8:30-10:00假界限街堂舉行
澳門信心堂師母及兩位肢體於2-6/8(一至五)到香港
。主題是「牧職神學院」。歡迎各弟兄姊妹出席，一同
短宣中心接受密集佈道訓練。
守望。
現 正 招 募 兩 週 雪 梨 短 宣 隊 隊 員 ：
2. 聯堂長老交通會將於8月27日晚7:30假界限街堂舉行，
日期23/9(四)-6/10/2004(三)14天；
會前7:00-7:30為祈禱會；屇時亦同時舉行「聯合事工委
地點：雪梨、坎培拉及紐卡素；事奉內容：培訓
員會會員週年大會」，請各堂代表帶備本堂印章出席，
及佈道事工。
內容請留意公告。
5. 最新製作的《短宣運動》VCD片長約14分鐘，分別用粵
3. 新長老及新傳道入職課程將於9月19-21日以營會形式
語及普通話旁白，願與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們分享福音化
舉行。請各有關肢體預備時間參加。詳情容後公佈。
香港異象，適合於主日崇拜、各項營會、祈禱會、小組
4. 聯堂傳道人交通會9月7日早上10:30復會，主題為迎
中播放，激勵事奉心志。
新及為新同工祈禱，地點長沙灣堂。
6. 資源部最新佈道工具出版，歡迎選購：「福音小豆方」
5. 聯堂大專佈道隊謹訂於2004年8月15日(主日)舉行「異
是一個軟綿綿的立方掛體，透過六幅色彩吸引的圖案將
象分享會2004」，時間：3:00-5:15pm (祈禱會：2:30pm)
福音重點表達出來。
，地點：黃竹街堂，講員：馬國棟牧師，對象：大專生
7. 全新製作「免費福音電話專線」2751 7742，歡迎推介
、預科生及關心校園福音事工的肢體，請踴躍赴會！有
慕道朋友使用。內容包括：福音難題解答、信耶穌見證
關詳情請瀏覽http://www.hkpec.org/une/visionshare2004。
實錄、福音短講、兒童福音廣播劇。
6. 「長執牧職文憑課程」之第一次研討會「長老、執事、
8. 資源部推廣助理陸滿華弟兄於1/8離職，並將於9月份入
傳道人及事奉人員面對子女成長的衝擊」於4/7已舉行
讀伯特利神學院接受全時間神學裝備，願神賜福他的學
，出席共53人，其中13人為課程學員。
習。
平安福音堂網址： http://www.hkpec.org
責任編輯：長老會主席團
編委小組：editor@hkpec.org
【如有任何查詢或建議，請電郵聯絡】
執行編輯：馮啟榮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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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救恩觀
引言
救恩在傳統上而言是指到基督的工作成訧在個別的
信徒生命上面。但在基督教的圈子中，不同的信徒對救恩
卻有不同的詮釋。第一方面是福音派神學的觀點(Evangelical
Theology)，指出人類基本問題的性質是「垂直面」(vertical)
，人因著罪與神隔離，神的救恩就是將神與人破碎的關係
重新挽回。第二方面是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的觀
點，人類基本問題的性質是「橫切面」(horizontal)，人類
的社會整體而言缺乏和諧，充滿了各樣不平等及壓迫的
事情，神的救恩是要恢復人際及社會之間正常的關係，建
立一個公正、平等、融和的社會。第三方面是存在主義神
學(Existential Theology)的觀點，人基本的問題是內在的
(internal)，神的救恩是將人內心的罪疚感、自卑、恐懼、憂
慮、沒有安全感等除去，而重新建立人的自我認識，自尊
、自我接納等。本篇文章旨在概括討論不同救恩觀之強弱
之處，從而提出聖經中一套正確之救恩觀念。
解放神學的救恩觀
解放神學的重點是強調實踐的神學 (orthopraxis)
，認為社會及人類問題的根源是來自有權位的人對弱勢
社羣的壓制及剝削，包括有錢人對窮人在經濟上的制削，
以及性別及種族的歧視等，從而發展出不同重點的解放神
學，如：拉丁美洲的解放科學(Latin American Liberation
Theology)，黑人神學(Black Theology)，婦女神學(Feminist
Theology)等。解放神學最常引用的聖經是路4:18-19「主的靈
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差遣
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
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他們認耶穌在地上的使命是
要使那些貧窮人、受壓制的人(包括性別、膚色等受歧視的
人)得著釋放。所以福音書裏面也特別記載耶穌關懷窮人、
病人、受歧視的女人等。解放神學認為神學的反省是神學
的實踐(orthopraxis), 先於神學的正統教義(orthodoxy)，神學
的實踐是出於對受壓制者的關懷和愛，從而帶出信仰的實
際行動，改變社會上不平等的剝削及壓迫的現狀。他們強
調神是一位不斷工作的神(God is active)，積極參予改造現
今的世界。救恩最大的目標就是神在人類歷史中使所有受
壓迫的人得著釋放。罪最重要的破壞不是神與個人的關係
，而是與社會的結構有關, 神的救恩最主要的不是拯救個人
，而是先改變社會的結構，從而改變社會中的個別成員。
解放神學可以帶給傳統神學不少啟發，因為它強調信仰對
受欺壓之人的關懷，神學要實踐，在實際的行動活出來，

改變現今的社會，但它最大的問題是將罪的根源簡化，將
罪的問題局限在社會的制度、文化上面，而完全忽視了罪
是使聖潔的神與人隔絕之主要原因。神的救恩若沒有重生
建造社會結構的人類，真正永恒之公正，和平的社會都是
最終沒有辦法實現呢！
存在主義神學的救恩觀
存在主義神學強調救恩是個人生命的完全，建立
有信心的生命，是建基於不可見的實體，使自己脫離自我
的安全感，將信心完全放在耶穌基督的事件(the decisive
event of Christ)上面。換一句話來說，救恩等同人從自我的
倚靠中得著釋放，完全投靠基督，以致活出一個信心和愛
心的生命。從表面上來看，存在主義神學強調個人生命的
改變，不再活在自我的倚靠、憂慮、恐懼當中，而要將信
心放在基督上面，從而活出一個釋放，並委身於信和愛的
生命，與聖經中所提到的新生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實
質來說，存在主義神學最大的問題是將聖經中以神為中心
(God-centered)變為以人為中心(anthropocentric)的信仰。聖經
中十字架的歷史事實變得無關重要，最重要的是十字架對
現代人帶來的果效。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最重要的不是
解決罪在神和人之間的隔阻，而是解決人內心的不安。「
罪」只是變成現代心理學的一個專有名詞，形容人內心的
不安、恐懼、焦慮、煩燥等。釘死及復活的耶穌基督是否
神在歷史的作為，已經變得無關痛癢，而只是變成另外一
套人為的哲學思想，成為人信靠的依據呢！
福音主義的救恩觀
福音主義神學堅信人類苦況的根源，最重要的不是
來自社會結構的扭曲，從而對弱小社群的壓迫(解放神學的
罪觀)，這現象是罪的結果，不是罪的原因。罪的根源是先
指到個人與神關係的破壞，從而產生人際關係的決裂，甚
至延伸至整個社會人類結構的敗壞，產生了很多政治上、
經濟上、文化上的壓迫及剝削(羅1:18-32)。而罪的本質亦牽
涉到人的罪性，指到人沒有能力對抗罪的試探，而最終成
為罪的奴僕。福音主義的救恩觀總括十字架的成效，如何
重新恢復人與神的關係，包括稱義(Justification)，成為神的
兒女(Adoption)，重生(Regeneration)，成聖(Sanctification)，蒙
神的保守(Perseverance)，最終得著榮耀(Glorification)。救恩
在聖經中亦是一個很豐富的真理，不單是指著將來的事(羅
5:9-10)，更加是已發生的事(羅8:24, 林前15:2)，同樣是現今的
事(林前1:18)。總括而言，福音主義的救恩觀是強調新生命
的開始，是聖靈在罪人心中的工作, 恢復人與神正常的關係
，使人在生命中結出聖靈的果子，逐漸除去舊有的生命，

包括一切自我的倚靠、憂慮、恐懼等(存在主義神學的救恩
觀所強調的)，但不是基於一套虛無而沒有歷史基礎之哲學
思想，而是建基於十字架的真實故事, 透過罪人求告神，十
字架救恩的果效成就在罪人的身上。
結論
福音主義神學的救恩觀是最符合聖經中的啟示，因
為它指出人類罪惡的根源，是來自人與神關係的破裂，以

專欄文章
【聖經時代的教會】
本欄將刊出一系列文章，大部份資料來自王國
顯先生翻譯的《走天路的教會》（「弟兄會」背境的教
會歷史書）。寫作此系列文章之目的，乃為追溯我們平
安福音堂的歷史根源，以確定我們的教會路線。
我們的「歷史」根源──（１）
聖經時代的教會
神設計「舊約」的用意，本來要藉著「誡命」（宗教律
法）、「律例」（社會律法），來指證人有罪，然後用「
典章」（一切祭禮）來引導他們到神面前來求「恩典」，
所以神在至聖所設立「施恩座」，目的就是要人得赦罪的
「恩典」，不需要他們靠守全律法得救。可惜以色列人不
明白神的用意，一味強調自己的義，就是靠自己行律法而
得的義；不肯用信心領受神的恩典，就是以耶穌基督的義
，作為自己的義。這道理，以色列人不明白，但外邦人卻
明白．所以使徒行傳所記載教會歷史，可以說是「福音從
傳給猶太人，轉而傳給外邦人」的歷史；新約書信的重點
也是為要解釋，耶穌基督怎樣成全律法和祭禮的預表，叫
人因信稱義，不需要靠行律法稱義。
既然新約「成全了」（意思是使之完全）舊約，新約教
會一開始，也因聖靈的工作而顯為完全。「四福音書」介
紹耶穌基督完全的神性和人性；「新約書信」解釋耶穌基
督受死和復活，造成完全的救法；初期教會實行「凡物公
用」，是在相愛相交的生活上達到完美；使徒講道和行神
蹟，顯出「恩賜能力」方面的完美；教會爆炸式地增長，
在「傳福音」方面顯為完全……。教會在一開始，就表現
得如此「完全」，不再需要任何檢討和改進，反而日後任
何時代的教會都以初期教會為最高模範．甚麼時候教會離
開初期教會的模式，就產生悲慘的後果；甚麼時候教會盼
望得到復興，都是以返回這個原始模式為真正的復興。這
原始教會模式有如下特色：

致做成人類社會關係及結構上的敗壞。基督的十字架是救
恩的基礎，使人類的罪得著赦免，及生命的更新，但它的
危機是將十字架救恩的果效局限在個人的層面，強調在信
念上的純正，而逐漸忽略了在信仰上的實踐，信徒如何在
不同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的處境中，用言語、行動
及生命活出十字架救恩的果效。
【冼日新】

１．「教會屬靈的聯繫」：初期教會與教會之間的關
係，是沒有任何人為的組織的。卻在靈裡相交，在愛裡相
通，顯出「基督的身體」的屬靈關係、是肉眼不能見的。
因此，當時教會沒有受到地區的限制，各地教會在聖靈的
溝通之下，保持高度聯繫。不少傳道弟兄受到聖靈的感動
，經常在各教會間來往，分享信息，促成美好的關係。其
中以保羅帶領外邦眾教會代表，將巨額捐項送到耶路撒冷
教會，幫助那裡的貧窮弟兄，為最美的例子。眾教會直接
連於基督，沒有「總會」的觀念，所有教會都是平輩相交
。耶路撒冷教會不是總會；彼得不是「教皇」；使徒行傳
十五章的會議不是「大公會議」，因為不是各教會派代表
來組成的會議，反而是彼得等使徒，因為怕猶太人的緣故
，而「背地裡」召開那次會議（加2:2），來討論外邦信徒
是否需要受割禮的問題。那次會議，彼得發言，並沒有主
導會議的方向，其實彼得所作的見證，是要指出，聖靈主
動接納哥尼流一家，所以是聖靈在主導會議的方向。保羅
也表示，因為他所得的啟示，是直接從神來的，是創世以
來一直隱藏的奧秘，所以他「一點也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
之下」（林後11:5）。在會議中，雅各可能做主席，但是他
也沒有用自己的話來總結會議的議決，他乃是引「聖經」
來作總結，所以，初期教會是以「聖靈」和「聖經」作最
高的權威。
２．「屬靈的定義」：我們從門徒受逼迫而四散的事上
，可以看到，當時人人都存著到各地去傳福音的使命而出
去。主的應許他們，「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主名聚
會，主就在他們中間」(太十八20)，這就成了「教會」最簡
單，又是最好的定義。因為有「主在他們中間」，所以不
論人多人少，都是教會；因為「主在他們中間」，所以他
們的聚會都以「彰顯主」為方向。教會彰顯主，主就成了
教會的「頭」，教會是主的「身體」；主成了教會的「王
」，教會是聖徒的「國」；主成了教會的「丈夫」，教會
是他的「新婦」；主成了教會所敬拜的「神」，教會是他
的「殿」……。
３．「聖靈自由運行」：說來希奇，那時沒有「神學院
」，也沒有許多「屬靈書籍」，更沒有林林種種的「福音
工具」，但是，那時並沒有鬧工人荒，一切工人訓練，全

由聖靈藉「門徒訓練模式」來個別地造就工人。教會也不
會缺乏長老和執事，教會還能以「爆炸」的速度來增長。
各教會的責任，似乎就是順從聖靈的引導，在一切行政策
略上，盡量以「最方便聖靈自由運行」為原則，聖靈就能
叫教會大大增長了（太18:20, 林前12:7）。所以，即使是問
題多多的哥林多教會，我們也看見聖靈自由運行在他們的
聚會中（林前12:7-11），叫他們一個一個起來分享和服侍
。安提阿教會遵照聖靈的吩咐，立保羅和巴拿巴為使徒，
完全不需要經耶路撒冷教會的同意，也沒有接受彼得等使
徒按手，免得耶路撒冷教會有演變成為「總會」的機會。
眾教會都有「家」的味道，所以許多教會仍在家中聚會，
每次聚會也有愛筵，並不講究聚會的建築物如何。我們看
不見使徒所寫的書信，有勸勉會眾奉獻支持教會的教訓，
但勸勉會眾「樂捐」幫助窮人的教訓，卻彼彼皆是。因為
當人人都以教會為「家」的時候，眾教會根本就不用愁經
費不足的問題。

太會堂」的簡單形式。神興起種聚會方式，一來，為要叫
各地的猶太人，每逢安息日可以誦讀聖經；二來，可以讓
主耶穌和眾使徒，隨意在各會堂裡講道，並不需要他們主
動邀請。這樣，福音很快就傳遍當時整個世界。教會後來
沿用這種聚會模式，最重要也是讓聖靈有最充份的自由，
運行在會眾中，感動人人有機會起來分享。自由分享的模
式，完全沒有固定的秩序，每一個節目都是受聖靈感動而
有的。如果這種聚會有固定的節目或禮儀的話，就只有「
擘餅記念主」，這是惟一主吩咐要行，也是強調每次聚會
都必須行的。教會長期記念主，又被主的愛激勵，教會就
充滿了巨大的增長動力。再者，人人自由分享的模式，教
會就省卻了許多「神學訓練」和「主日學」的功能，而人
人都直接受教於聖靈，領會真理深入至生命層面。

【吳主光】

４．「聚會方式」：初期教會的聚會方式，乃沿用「猶

華人腳蹤
新生命和生命糧
他信主了，真是出死入生，信得轟轟烈烈的。為甚麼會
老我復生，甚至比不信的還差？原來因為缺乏長時間的栽
培，他甚至可能還沒有新生命。《新生命》是一本很完備
的初信栽培材料，十二課，內容為聖經，新生命的必要性
，神的屬性，耶穌基督的屬性、生平、十字架、復活、再
來、重生、得救的確據，聖靈充滿和教會。每課都有閱讀
材料，最適合愛閱讀的大陸人，也有查聖經填充題。如果
慕道者一課一課的做，又有基督徒長期關心，便享受到得
恩之樂，和與肢體彼此相愛的喜樂，哪會被老我或撒但擄
走？
現在在三自教會比較容易買到聖經，簡體字的輔助讀聖
經材料及屬靈書刊還是奇缺。在城市打工的肢體看見就拿
好幾本，留給老家的親友。很多大陸人很看重精神糧食。
私營的印刷廠很普遍，印刷屬靈刊物是很危險的。不少神
的工人從事這樣的事奉，神也常常給人出人意外的平安。

學校事工.....
大圍平安福音堂
1.
2.
3.

請記念三位教會冋工將參加八月廿四日學校教職員退
修會。
請記念這段時間與校方商討及安排０４年－０５年度
的學校福音活動及聚會之事宜。
記念將升讀中學的小六同學的適應和離校後的聚會及
屬靈生命的追求。

因為祂兒女不為別的，只專心傳揚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真心愛同胞，為同胞真正著想，敬畏神，也尊敬君王。
如果混雜其他雜質，如暴露惡人的醜態，炫耀個人或團體
，憑私意血氣做事而不是讓基督的平安在心裡作主，就容
易陷在險境裡。
幼兒教育，兒童行為異常，青少年反叛無心向學，色情
泛濫，婚姻破裂，這等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有關部門都
很頭痛。十字架永遠得勝，神的手並沒有停下來。只要你
接觸大陸人，或聽神的使者分享，你便聽到主耶穌改變人
生命的故事。在我腦海裡，又浮現出好幾位神僕人使女，
或孤身出發，或與幾位同路人結伴，趁著教師學生的假期
，給他們傳送新生命和生命糧。

【鄭崇楷代筆】

有關月報的詳細資料，（包括各堂會及
區會），請於本月第二主日或後（8/8
），登入下列網址瀏覽：http://www.hk
pec.org/pec-monthly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