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的惡魔﹐一發而不可收拾。當眾人感染到這种惡習﹐有樣學樣﹐人

如何﹐只按「我的理解」來堅持！

人均可堅持自己的解經和應用並予以絕對化﹐隨己意濫用「全世界反

這种現象已為平安福音堂帶來沉痛的損害﹐應予正視﹐糾正這

對我也要堅持來維護真理」﹐誰的勸說也不必理會﹐這种局面誰能收

种觀念﹐不要將絕對化的層次下降﹐免得我們辛勞建立的成果﹐被毀

拾呢?

于一旦！
平安福音堂第一代的信徒﹐具有足夠信仰基礎﹐知所适從。然

腓立比書2:3提醒我們﹐須存心謙卑﹐看清楚我們對圣經的了解

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又如何呢? 我們已看見危机四伏﹐例如馬太

有一定限制﹐對圣經的應用更警覺個人對環境實況的理解有限﹐才會

福音7:13-14明确是主耶穌基督登山寶訓的部份言論﹐無可置疑地正在

謙卑地參考他人意見﹐看到別人具有比自己強的地方﹐才能互相補充

論及天國子民的品格﹐卻被牽強地解釋為「教會路線」﹐成為「走窄

﹐合一同心﹐确保維持林后4:15教會興旺發達﹐榮耀歸神的成果。

平安月報
「傳福音的教會」之二 :新朋友的吸納

是「闊路」﹐不管其他長老的意見如何﹐也不管第一代帶領者的意見

內已經有一千多人增長了。研究報告指出，一所教會若能吸納十分之

聯堂消息及報告(2004年9月)

二的新朋友，這已經是一所增長的教會。倘若將吸納的比率增加至十

牧職神學院

事工」。歡迎各弟兄姊妹出席，一同守望。
2.

1.

8月27日聯堂長老交通會決議案：
(一) 有關華恩基金會申請由平安福音堂聯合事工委員會名義處理其同

工廖穎賢薪津福利案：通過其申請，而有關支付費用須由華恩基金會預先

2.

撥入聯委會。
(二) 通過增訂《我們的教會》一書，由鄭崇楷、何子僑負責。
(三) 通過2005年行事曆
(1) 長老會議：18/2, 15/4, 17/6, 26/8*, 21/10, 16/12

3.
4.

(2) 聯堂培靈會：3月10,11,12日
(3) 入職課程：10月2,3,4日
(4) 聯委會會友大會：26/8*
(四) 通過方順和弟兄由9月起為旺角堂鑑定長老。
3.

1/10（五）早上9:30—下午3:00於牧職神學院舉行「長老傳道人退修會
」，主題為：「全職帶職，彼此建立」，請各長老傳道預時出席。

4.

長老會主席團成員須於10月更選，請各區盡快更選代表，並於下次長
老會中提交名單。

5.

新長老及新傳道入職課程將於9月19-21日以假突破青年村舉行。請各
有關肢體預備時間參加。資料簡介及報名表已分發各人，請填妥後交
回何子僑(fax: 26310544)，截止日期為9月7日。

6.

聯堂傳道人交通會9月7日早上10:30復會，主題為迎新及為新同工祈禱
，地點長沙灣堂。

7.

聯堂大專佈道隊謹訂於2004年9-10月舉行「使徒行傳專題研經講座」，
主題為【天國勇將】：

日期
14/9 (二)
21/9 (二)
7/10 (四)
14/10 (四)

分題
彼得與約翰－初期教會的柱石
司提反與腓利－捍衛聖道的勇士
巴拿巴與保羅－建立生命的伙伴
保羅與西拉－歐洲宣教的團隊

地點
尖沙咀堂
尖沙咀堂
旺角堂
旺角堂

四堂時間：7:15-9:30pm，講員：吳主光弟兄，對象：大專及預科肢體
（亦歡迎在職青年）。每堂均設25分鐘答問時間，費用全免，無須報
名，請瀏覽 http://www.hkpec.org/une/actslectures/。

平安福音堂網址： http://www.hkpec.org
編委小組：editor@hkpec.org

聖工學士科11人（新生2男2女、文憑科轉讀3男4女）；聖工文憑科6人（新生2女
，聖經證書轉讀4女）；一年制聖經證書新生5人（1男4女），合共22人，請為他
們的適應和學習禱告。現全院校本部全時間學生共52人。
中國密集研討日營
題目：契約與制約：基督宗教契約倫理與中國經濟社會秩序之衝突與整合
講員：何除博士（加拿大浸信聯會牧師、山東大學哲學博士、四川大學基督教研
究中心副主任及研究員）
日期：2004年10月15日（黃昏）至17日（下午）（無須住宿）
費用：450元
截止報名：9月17日
請以愛心奉獻本院之助學基金，以能更有效幫助有需要之同學繼續學習。
延伸部課程、專題證書、普及證書課程
講員

日期

及逐家佈道，這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其實新朋友的吸納也是傳福音
重要的一環，多少新朋友來到教會是真心的慕道者，我們向他們傳福
音比較容易，果效也較顯著。 在吸納新朋友方面，筆者相信平安福音
堂各堂會都很有經驗，筆者以下的分享盼望可以促進交流，使這方面
的傳福音事工更上一層樓。
一.

講員

日期

顧組長也負責將歡迎咭交傳道人簽妥後寄給新朋友，新朋友的反

444,975.55
(497,159.03)
(52,183.48)
(500,000.00)
(558,265.20)
1,110,448.68)

奉獻: 支票抬頭請寫 ‘Christian Ministry Institute Ltd.’或「牧職神學院有限公司
」, 直接寄本院。或直接存入匯豐銀行帳戶"127-095982-001", 請用本院奉獻封, 填上
姓名、地址等資料, 以便奉上收據, 憑據可向香港特區政申報免稅。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消息及代禱
1 . 9月份各類課程開課，請記念：
A. 一年及兩年「短宣」、「倩青」(各區)、「長青」(各區)及「晚青」課程。
B. 9-11月份有11位牧職神學院3年級神學生來中心修讀佈道及宣教科目。
C. 分區佈道訓練：除沙田及屯元天區「長青」及「倩青」訓練外，也開展9-11月份新界北區(上
水)「長青」訓練、9月份灣仔區「長青」體驗課程等。
請記念超過200位學員的靈性、學習、中心及堂會實習得力，叫多人得著福音的好處。
2.本中心近月奉獻銳減，財政嚴重不敷(截至7月底累積不敷為HK$65萬)，懇請記念。
3.有關詳細資料，請登入下列網址瀏覽網頁：http://www.hkstm.org.hk

責任編輯：長老會主席團
執行編輯：馮啟榮傳道

應很好。
三.

有效使用福音班及初信班
相信每一個堂會都有這些班，問題是由誰任教。首先，我們知道
新朋友必須有一個投入教會的進入點，以往這點是由團契提供的
。但時至今天，團契是否仍能提供這個進入點，則要視乎個別團
。我們可以介紹說:「這是一個課程，只參加幾次，便可以認識

念品，送出的紀念品每間教會都不同，有福音VCD，福音小冊子
，堂會見証集，印有教會標誌的用品等等。
歡迎會中，長老可以簡單介紹教會的歷史及著重點(異象使命)，

基督信仰最重要的內容。」新朋友大多樂意參加和投入。
其次，筆者建議這些班由傳道人任教。這安排有很多好處:
1.

通常新朋友會較樂意參加由傳道人開辦的班。

2.

傳道人可以有目標地招聚新朋友，接觸及邀請他們。

3.

傳道人可以很快便接觸新朋友及帶領他們信主，使他們更易留

也可以講述教會及肢體的見証，使新朋友對教會有更多的認識，

地點

經濟狀況：八月份常費收支（截至 30/8/2004）

【如有任何查詢或建議，請電郵聯絡】

多位主日關顧員，他們分成四組，每月當值一次。此外，主日關

的地方，由長老或傳道人舉行迎新會，目的是歡迎來賓及送出紀

地點

週一
出埃及記（二）
李穎蓮教士
18/10-15/11 本院
上午9:10-10:10
靈命的追求
週四
使徒行傳（二） 李蘇翠雲姊妹 14/10-11/11 本院
上午9:10-10:10
榮耀的教會
報名查詢：26529133（黃智生弟兄）或請參閱院網頁：www.hkcmi.edu
本月總收入
本月總支出
上月盈餘 / （不敷）
還免息貸款（平安福音堂）
上月調整數
累積不敷

為他們禱告及轉介給傳道人處理。筆者所牧養的教會目前有三十

契的情況，但筆者認為福音班及初信班是另一個非常好的進入點

新朋友迎新會
每主日無論新朋友多或少，我們可以在散會後，立刻在一個方便

週一晚7:30-9:30 破繭之妙 – 突破自我 陳梁頌玲姊妹 1/11 - 20/12(6/12休息) 荃平
週二晚7:30-9:30 舊約歷史背景與釋經 鄧淑良姊妹
2/11- 14/12
灣平
週四晚7:30-9:30
福音書 (馬太福音)
黎錫華弟兄
28/10 – 9/12
太平
姊妹證書（聖經研究）

課程

音工具給他們。在遇到較難處理的難題時，關顧員可以在電話內

分之三，這已經是倍增的教會了。一直以來，平安福音堂很著重街頭

本學年收生情況

課程

可以向他們傳福音及邀請他們繼續參加聚會，介紹福音書籍及福

來繼續聚會。筆者統計單在今年七月(2004年)一個月內，我們全部堂
會的新朋友總數約四百人，倘若這四百人能夠留下一百人，我們一年

聯堂祈禱會將於9月11日早上8:30-10:00假界限街堂舉行。主題是「華人

打電話給新朋友，與他們交通，一方面可以建立友誼，另一方面

一所傳福音的教會必然著力於關顧新朋友，使他們可以信主及留下

路」的合理化論調！更糟的是以「想當然」的推論﹐按己意制定那些

1.

平安福音堂出版
二零零四年九月
http://www.hkpec.org/pecm
，在迎新會中輪流當值接待新朋友，認識他們後，會在兩三日內

甚至產生親切感，更能預備新朋友接受福音。歡迎會下半部是由
主日關顧組員招待及認識新朋友，方便遲一兩天電話聯絡跟進。
二.

主日關顧小組

下來。
4.

倘若新朋友有什麼問題，傳道人也可以很快便知道並幫助他們。

5.

新朋友可以很快便認識很多其他同時期的新人，易產生歸屬感。

6.

傳道人可以介紹他們到不同的團契或小組聚會，使他們更快投

很多新朋友都投訴他們到過的教會，沒有人關心他們，他們不能
打入教會內的小圈子，只有靜靜而來，靜靜而去。相反，教會若
多接觸新朋友，新朋友留下來的機會將會大大增加的。有人提出
「七次接觸原理」，即教會若接觸新朋友七次(包括聚會)，他們
會更易留下來信主。而研究指出信徒的跟進接觸較傳道人的接觸
有效一倍。

入教會。
7.

傳道人可以介紹教會的著重點及信仰重點。

8.

傳道人可以第一手接觸新朋友的回饋，使教會更進步。

筆者觀察平安福音堂整體今年頗有進展，感謝神! 願意大家都能
「同心合意，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蔡蔭強執筆(月報編委:牧養組)

現今有些教會很重視主日關顧的事奉。他們建立一隊主日關顧隊

專欄文章

古教父的偏差
主後七十年的大逼迫，叫大部份使徒殉道；約翰在主後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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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寫成《啟示錄》之後也相繼去世。從此，教會陷入二百年大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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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雖然如此，教會在苦難中卻增長得比任何時期更快。直到主後

我們平安福音堂的歷史根源，以確定我們的教會路線。

300年，羅馬康士坦丁王歸化基督教之後，基督教就漸漸成為羅馬

我們的「歷史」根源――（２）

帝國的「國教」。可以說，是基督教「征服」了羅馬帝國．但也可以說

，是魔鬼撒但藉著「政教合一」來毒害教會，叫教會世俗化，漸漸變質
而成為「天主教」，殺害千百萬聖徒，達一千三百多年之久。

華人腳蹤

俄利根（Oriegn）：一八五年出生於非洲的亞力山大，是當時最
偉大的教師和教父。為主受許多苦，家財被充公。他也極度體貼受逼迫

最大的需要

教會腐敗的過程，當然「政教合一」是罪魁禍首．但是，不少「

的弟兄，學問非常淵博，不少主教也前來聆聽他講道。最後在254年間被

古教父」也是幫兇。雖然這些古教父，很多都有很好的見證，並且為主

羅馬皇帝囚禁於推羅，受盡酷刑而死。他一生勤奮鑽研聖經，不斷為教

殉道，他們的教導，對基督教神學思想也很有供獻，但因為他們過份強

會「屬天的性質」辯証。可是，他卻錯謬地指出，「將來魔鬼也可以得

是農民，她一臉堅毅，講詩篇103篇1－2節，講題是對心的提醒。

調某方面的真理，結果作出了過激的言論，離開了聖經的根基，間接促

救」，為天主教的「煉獄」觀念奠定根基，認為「人死後可以超度得救

引言是：老師說神看重聖殿敬拜，其實神最看重人在祂裡面同心合

成天主教的錯謬。例如：

」。

意，所以我們要保守你我的心，因為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第一點

一個講道訓練聚會裡，這試講者年近四十，跟大部分與會者一樣

革利免（Clement）：是最早期的教父，也是使徒約翰的門徒，

居普良（Cyprian）：生於主後二百年，迦太基教會監督。為了防

羅馬教會的長老。可是，他過份強調神僕人的崇高地位，把「聖職人員

避有人分裂教會，他主張主教應有更大的權力，控制其他教會。又提倡

或逆境。講到這裡時，一位與會者心臟病發，附近幾位肢體把她扶

」與「平信徒」分開，導致日後天主教「聖品人」階級觀念產生，認為

「祭司觀念」，認為「聖餐」實際上是將基督的身體和血，獻在壇上，

走救治。在場的都專心聚會。講者像若無其事講第二點：不可忘記

聖禮只能由神父之類的「聖品人」施行，「平信徒」不能參與事奉。

這種思想漸漸演變成為天主教的「聖餐變質說」。他常用「大公教會」

伊格那丟（Ignatus）：在革利免之後數年興起，也是約翰的門徒

（"Catholic Church"現在譯為「天主教」，當初原意卻是「大公教會」

。他認為教會的「長老」應由更高級的「監督」來監管，因此「監督」

。）他強調，「在大公教會以外沒有救恩，…也沒有真基督徒…。教會

有特別崇高的地位和權力。他故意忘記保羅明明的教導，「長老」與「

只有一個，…主教也只有一個。」他又批評反對「大公教會」的諾窪天

監督」實際上是同一個職份（徒20:17, 28）。「長老」只不過是猶太人

（Novantan）為「不合法的組織」，認為凡支持諾窪天的人，都不能加

的稱呼，「監督」卻是希利人的稱呼。但伊格那丟的錯謬，漸漸發展成

入「大公教會」；「凡不敬拜馬利亞的，就是與大公教會背道而馳」。

是第一節和第二節前半，要時刻稱(數算)和頌讚主恩，不管是順境

祂的恩惠，
說到生活和事奉裡神許多恩典，多次說到與人相處的難處時欲言又
止，眼泛淚光。最後以箴言25章21節作總結。
病發的是這“營地”的家主。為了安全，訓練臨時改在這家舉行
。三十多人的吃住等設施，是倉促湊合補充的，感謝主，廁所兩個

以上這些古教父，都是基督教仍未變成「國教」之前的神僕．可

小時便建好了，不是“蓋”的，因為廁所沒蓋兒。家主為了大家都

是，那麼早的神僕，已經相繼出現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錯謬，難怪

生活得舒服，因此這幾天睡少了，心臟病發，吃藥休息，又活過來

愛任紐（Irenaeus）：是殉道者波利卡普(Polycarp)的門徒，波利

這種變質的趨勢，繼續發展多三四百年，直到主後590年，出現第一任

，繼續參加訓練。

卡普又是約翰的門徒。主後一七七年，愛任紐被立為里昂教會的監督，

教皇之時，就正式變成天主教了。古教父們本來都是最接近使徒的神僕

農村的事奉者，普遍肩負三個重擔：經濟壓力，家人親戚相處和

著作甚豐，尤以「反異教」一書最著名。為了反對異教，他進一步加強

，何竟會有這樣的錯謬呢？研究起來，原因多半在於過份維繫「大公教

教會同工同心。有一位全時間事奉者，沒有固定供應，近太陽穴處

「主教制度」，加速發展成為天主教的權力系統。

會」、「聖禮」、「主教權力」，這幾方面。他們極力主張教會合一，

長了一個肉瘤，兩年已經長至直徑2厘米，時有頭痛睡得不好的現

為「主教」，以致「大主教」、「紅衣主教」，「教皇」的金字塔權力
系統。

象。我問他為什麼不去找醫生，他笑一笑，語焉不詳。儘管可能是
幾百塊錢，對他們來說都是個大數目。如果家裡有小孩，上學開支
很大，尤其是中學生，每年得花五千元，如果唸高中，花費更大，
唸大學，得集合全村的財力。成人每月生活費約200元。如果成年
人生病，醫藥費驚人，全家經濟來源也短少了，所以一般都諱疾忌
醫，遇到不舒服，得過且過。看醫生、學生和超生(生一名以上子
女，在東北並不普遍)，這三“生”的開銷是最要命的。
信徒難在做買賣中賺錢並討神喜悅。人只買價格最低的，而
賣者都靠不足稱謀取利潤。開車載貨有很大需求，信徒說縱然有幾
十萬元買大卡車也不會幹，因為這行業都是靠超載取利。感謝主，
蒙祂揀選的族類，總以榮耀祂為先。
生活拮据、收入不穩定、突然要支付一筆巨款、負債、不善
理財和營生等，常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注入了負面的東西。
問他們最需要什麼，回答的往往是：給我們講神的話，怎樣
活出神的話。
華人事工每年開支60萬元，都是用在事奉者身上，如參加培
訓班的交通、吃住等費用，及學員突發需要等。需要各位支持。撥
款支票抬頭請寫“平安福音堂聯合事工委員會”，背書“華人”。
謝謝。
鄭崇楷代筆

特土良（Tertullian）：主後一九七年非洲教會著名教父。他指摘

指摘破壞教會合一的人為異端。為強調「大公教會」的組織系統，不自

人們開始為死人及嬰兒施洗，以為受浸可以使人重生得救，又以為由神

覺地將許多道理稍為歪曲，為要維護這個地上組織上的合一，甚至誤以

職人員主持聖餐，常會有神蹟奇事發生。這些錯誤的觀念，又再深化「

為它就是「救恩的惟一中心」。其實，當時如果他們明白「屬靈路線」

聖品人」和「平信徒」的區別。在《駁斥異端》一書中，他又過份強調

的話，他們必定會知道，神心目中的教會合一，不是維護有形的組織，

，只有使徒們所建立的教會才是「正統教會」．「正統教會」有權解釋

乃是教會與教會之間保持「靈裡相交，愛心相通」，這樣，他們就不會

原「旺平」与「尖平」攜手﹐在旺角道新址成立新堂﹐標

教會危机在哪里？危机在于將「圣經是信仰最高權威」錯

真理，異端教會卻沒有資格辯論聖經真理。這樣的言論，又發展成為天

產生這樣的錯謬了。可是，他們竭盡全力去維護「大公教會」有形的合

誌著平安福音堂自1977年由三堂聯合開辦「城平」以來﹐另一

誤詮釋為「我理解的圣經是最高權威」﹐再進一步演變為「我

主教教皇的「獨裁權力」和「不容忍政策」，屠殺異己千萬。他認為，

一，逐漸強化神僕的權力，以致產生「聖禮」和「聖品人階級」觀念，

次大型聯營合辦教會﹐以回應教會成員組合的變化﹐使教會更

對圣經的應用是最高權威」。換句話說﹐教會危机在于將「絕

小地區的「主教」必須聽命於大地區的「大主教」。又因為強調「傳統

漸漸形成主教，大主教，以致教皇獨裁統治。今天教會實在應該小心，

具備資源与能力來照顧「老中青少」等多層次需求。

對化的准則」﹐由圣經原則降到個人對圣經的解釋﹐再貶到個

」必須符合「聖經」，結果又促使「遺傳」發展成為天主教的信仰根基

不要重蹈他們的覆轍，以為用行政措施，或任何人為的方法，來強化教

倘詢問何須作此決策﹐作這么大的變動﹐保羅在林后4:15

，認為「遣傳」與「聖經」同等權威。此外，他又主張「行善可以叫人

會的組織，就可以維護教會組織上的合一．其實這樣做，是漸漸以人為

說得很好﹕「凡事都是為你們﹙教會會眾﹚﹐好叫恩惠因人多

得救」，發展成為天主教的「苦行可以除罪」觀念，促成「告解懺悔禮

中心，失去教會屬靈的方向，教會就演變成為人的社團組織，不再是神

」，認為聽告解的神父，有權懲罰告解者，叫他藉受苦或受刑罰來贖罪

的家，聖徒的國，聖靈的殿了。

吳主光

。

其他消息......

展的事工簡介，歡迎出席。(亦歡迎邀約關心國內慈惠工作

旺平獻堂禮感言
﹙教會蒙恩与危机意識﹚

越發加增﹐感謝就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与神。」
教會興旺發達﹐人數增長﹐恩惠增加﹐感謝顯多﹐致榮耀
歸神的情況﹐並非單純因适切組織和場地就足夠的﹐還須林后
4:1-14描述的要素﹕

的非信徒親友出席。)

1)

本會與「美國角聲佈道團」得政府批辦「福建(三明)華恩兒

2) 認定我們這些瓦器﹐內藏寶貝的耶穌基督﹙4:7﹚

他堂會邀請姊妹主領聚會分享異象，有興趣者請於與馬鞍山堂傳

童村」及「福建(松溪)角聲兒童村」兩所孤兒院，預算基建

3) 信徒效法「耶穌的死」﹐甘愿付上代价﹙4:10﹚

道人林錦嫦姊妹聯絡。

及首三年運作費用達800萬元，兩機構平均各自籌款400萬

4)

沙埔鞍上南屯區
本區沈美娟姊妹將於今年12月至明年(2005)2月回港述職，歡迎其

2.

元。現已展開籌募經費。善款奉獻可入專用奉獻封，或註

華恩基金會

華恩基金會(歡迎瀏覽網頁：http://www.gratia.org.hk/。)
1.

本會週年會友大會暨異象分享會將於10月17日下午
3:30-5:00假深水埗堂舉行，届時有會務報告，及有關新開

明為華恩建孤兒院，投本堂奉獻箱中代轉即可。

教會帶領者与會眾受職分﹐有使命﹙4:1﹚

「耶穌的生」的活力﹐顯于己身﹐影響他人﹙4:10,12﹚

新「旺平」的肢体均已有相當的准備和心態﹐能被主使用
來建立教會。只是須注意确保教會增長的另一要素﹐維持「同
心」﹐防避拆毀所建立的。
平安福音堂向來有良好的教導﹕“意見如同盒子﹐是次要

的﹐盒子內盛載的「同心」才是寶貴。”故深信教會不會因事
務性不同意見而鬧分裂。
然而﹐我們不是沒有危机！

人對圣經的應用！
舉例來說﹕「神看重屬靈﹐有永恒价值者﹐其重要性遠超
過短暫﹐屬世的事宜。」這是明确的圣經原則﹐這個「屬靈路
線」是沒有爭議的﹐具有絕對的權威性。
然而﹐某一段經文代表什么﹐預表著什么﹐這是解釋。間
歇會有不盡相同的觀點﹐雖向來爭議不大﹐但亦應緊記這並非
絕對。
更嚴重的是﹕將經文的應用也憑一己的了解予以絕對化﹐
例如堅持教會通過辦學同時來傳福音就是走闊路﹐予以排斥﹐
只接納意見相同者﹐形同結党﹙腓2:3﹚。
將絕對化的層次逐步下降﹙原則→解釋→應用﹚﹐這种想
法和做法﹐就如同希腊神話中鎖困在「潘朵拉盒子」﹙Pandora Bo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