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堂消息及報告(2004年10月)
1.

聯堂祈禱會將於10月9日早上8:30-10:00假界限街堂舉行。主題是
「華恩的異象」。歡迎各弟兄姊妹出席，一同守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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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各聯委會堂會代表名單亦須更新，請各
堂預備名單。

3.

聯堂長老交通會訂於10月15日晚上7:30假界限街堂舉行。請各與
會者預留時間出席。7:00有會前祈禱會。

4.

「長執牧職文憑課程」於10月17日下3:00-4:30假牧
職神學院舉辦「綜合研討會」，主題：「平安福音
堂的發展和變化」，藉明白過去神的帶領探索教會的
出路。黃官勝弟兄主講。誠邀課程學員、各堂長執、
傳道人及事奉人員參加。費用全免。請向牧職報名。
(各堂應鼓勵候任的執事出席。)

5.

聯堂大專佈道隊舉辦「使徒行傳專題研經講座」，主題為【天國
勇將】，餘下兩場資料如下：
日期
7/10 (四)
14/10 (四)

分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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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角堂
旺角堂

3) 從香港及普世教會近況探索平安福音堂出路
負責人: 黃官勝長老
地點： 本院
費用全免
截止報名：10月13日
報名表已電郵與各堂會及長執，詳情可與鄧淑良姊妹聯絡（2650718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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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探討聖經契約倫理如何應用於中國經濟社會秩序之中，並引申於工作、婚姻與家庭範疇之實際應用。
日期：2004年10月15日（黃昏）至17日（下午）（無須住宿）
地點：本院
費用：450元
截止報名：9月17日
3.聖誕福建宣教體驗團
日期：2004年12月23至27日 收費：3,500元（可能會略作調整） 截止：2004年11月23日
特色：體會國內教會的聖誕氣氛與佈道機會；尋訪早期著名教會領袖倪柝聲先生等蹤跡；走訪蓬勃增長的福清
教會；參觀由香港「華恩基金會」支持的福州「善恩園」孤兒院。
歡迎教會以短宣體驗方式集體報名參加，查詢：26529133（黃智生弟兄）
4.延伸部課程
專題證書、普及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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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上午9:10-10:10 出埃及記（二）靈命的追求 李穎蓮教士 18/10-15/11 本院
週四上午9:10-10:10 使徒行傳（二）榮耀的教會 李蘇翠雲姊妹14/10-11/11 本院
有關營會、體驗團及課程之詳情，請參閱院網頁：www.hkcmi.edu
報名查詢：26529133（黃智生弟兄）

9月份常費收支（截至 27/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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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恩基金會(歡迎瀏覽網頁：http://www.gratia.org.h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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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新開展的事工簡介，歡迎出席。(亦歡迎邀約關心國內慈惠工作的非
信徒親友出席。)
2. 本會與「美國角聲佈道團」得政府批辦「福建(三明)
華恩兒童村」及「福建(松溪)角聲兒童村」兩所孤兒院，
預算基建及首三年運作費用達1000萬元，兩機構平均各自
籌款500萬元。現已展開籌募經費。善款奉獻可入專用奉獻
封，或註明為華恩建孤兒院，投本堂奉獻箱中代轉即可。
步行籌款 ― 為讓各關心的肢體參與這事工，本會謹訂於12月4日早上
9:00-1:00城門水塘舉行步行籌款。希望各會員堂會大力鼓勵會友出席
。詳情可聯絡鄭潔文姊妹(97463098)。

牧職神學院
1.「長執牧職文憑課程」研討會(二)
講題：平安福音堂的發展和變化
日期：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七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三時正至四時三十分
內容：1) 從五十年代香港教會的復興現象看平安福音堂成立的背景及歷史
2) 藉神學比較方法和基督教歷史了解平安福音堂信仰的特色

其他消息......

638,711.30
542,465.99
96,245.31
(1,177,281.31)
(1,081,036.00)

本月總收入
本月總支出
本月
上月不敷
累積不敷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1. 感謝主，本學年共有14位肢體全時間投身兩年或一年作短期宣教士。其中8位是來自平安福音堂：陳鎮江(
灣平)、陳家馨(南屯平)、陳龍超(海平)、葉健群(西平)、胡爵恩(沙平)、郭建華(沙平)、梁仕明(屯平)、蘇志雄(
上葵平)。請記念他們適應中心的密集式訓練，求主大大使用這班願意奉獻的弟兄姊妹，使他們專心搶救靈魂，
激勵堂會肢體傳福音，協助教會增長。
2. 短宣畢業受差典禮暨《短宣運動》雙月刊100期慶典謹訂於2004年10月17日(主日)下午三時假浸會大學會堂
舉行。誠邀出席，同頌主恩！
3.
4.

第100期《短宣運動》雙月刊經已出版，今期附送2005年彩色年曆(13x21cm)，歡迎索取。
10-11月份佈道訓練：
A.23/10(六)下午3:00-4:30「福音疑難」，內容為解答常見福音難題及其要訣。
B.「駿青男士」佈道體驗21,28/10(四)、4,11,18,25/11(四)晚上7:30-9:30，地點：短宣中心及戶外。
5. 呼籲：為回應紐約短宣中心長期缺乏同工帶領推動佈道異象及訓練之呼籲，雖本中心截至8月底財政不敷
為港幣47萬元，仍同心差派本中心訓練部主任陳偉成傳道赴紐宣六個月事奉(分兩期進行，第一期為3個月，由9
月21日至12月底)，請為弟兄在彼邦能事奉得力，(他的太太為灣平林婉婷傳道，這期間二人需要分隔兩地事奉)
。另請記念是次同工所需生活費、機票及旅遊保險等費用，共需約港幣148,000。
6.

國宣外地短宣隊：

A. 請記念雪梨短宣隊之事奉(27/9一-8/10/2004五，13天)，領隊：譚慶光傳道(沙埔鞍上南屯區會
宣教同工)，隊員：林錦嫦傳道(鞍平傳道人)、陳凱茵姊妹(南屯平)、李文康弟兄(前澳平福音同工)及
黎少嫻姊妹(短宣應屆畢業生)，地點：雪梨南區、坎培拉及紐卡素；事奉內容：支援雪梨短宣中心培
訓及佈道事工。
B. 招募隊員：
·聖誕馬來西亞短宣隊招募隊員(15/12三-27/12一，13天)；
·西班牙短宣隊招募隊員(21/1五-31/1/05一，11天)領隊：馬國棟牧師
·春節南非短宣隊(5/2六-19/2/05六，15天)

3.中心會訊(三十)於十月四日出版，活動詳情可瀏覽富山堂網頁
www.hkpec.org/fus/。

1.青衣堂於2004年10月9日（六）舉辦培靈會「主啊!

使我心醉」， 講員：張慕

皚牧師，時間：下午3:00-晚上9:00（3:00及7:00為講道時間）。 歡迎各堂肢體出
席，一同領受神豐富的筵席。

宣教園地--沙埔鞍上南屯區
1.本區沈美娟姊妹將於今年12月至明年(2005)2月回港述職，歡迎其他堂會邀請姊

2.牛頭角堂: (1)澳門佈道：聯區於10月16-17日(六、日)，舉辦第三次澳門佈

妹主領聚會，分享異象，有興趣者請於與馬鞍山堂傳道人林錦嫦姊妹聯絡。

道，截止日期為19/9，詳情可向傳道人查詢及報名。 (2)相交主日：24/10上午
10:00-4:30於馬鞍山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度假中心舉行，歡迎弟兄姊妹與親友同行
，每人約一百元（包括旅遊車來回及午膳），自由奉獻名額有限，從速報名。

富山社會服務中心

學校事工_幼稚園
1.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急聘半日廚師，須基督徒，工作範圍包括負責安排兒童
早上的茶點，預備20多位兒童及約10位成人的午膳，清洗有關的碗筷及保持廚房清
潔整齊。 上班時間為早上8:00-下午1:00，五天半工作，星期六長短週。薪酬面議

1.十月一日及廿二日為公眾假期，中心全日休息。
2.課餘託管班協助在職家長給與學童功課輔導、茶點及各項益智活動，歡迎小一及

。 聯絡人：李主任或陳姨姨 電 話：27769285

小二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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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查詢或建議，請電郵聯絡】

責任編輯：長老會主席團
執行編輯：馮啟榮傳道

平安月報
「提防離婚」
在過去十年，香港離婚不斷飇升，現在離婚與結婚比例為二比
一，即每二對結婚就一對離婚。回想筆者少年時代是在公屋(徙置
區)，在百多呎的空間住了七八人，生活壓力大，居住環境的擠逼
，理當更加催化離婚，但在當時甚少聽聞。為甚麼呢？因為他們
要為生存而努力，丈夫與妻子忙於賺錢來哺育下一代，這是一個
為迫不得己的共同方向。反觀今天，我們生活比從前富裕，理當
是建立美好的家庭的有利因素。但事實剛剛相反，家庭的問題有
日益嚴重的趨勢，離婚的數字一年比一年上升。越富裕的社會，
離婚的數字就越高。富裕並不能與幸福劃上等號，因為在富有環
境中，人所是追求的都是物質為主，一切的事物都好像是商品的
交易，連婚姻也挾持著這種態度，合則來，不合則去，用舊了就
更換新。再加上個人主義抬頭，有支持性解放的團體，乘著人權
、民主的趨勢，於政策及文化層面，高舉極端個人主義的人權思
想，鼓吹同居、性放縱、同性婚姻等行為，衝擊婚姻家庭的價值
及制度。 1
婚姻就是追求合一
神對人的婚盟帶著很大的期望，在創造世記上記載著，當神
創造了亞當之後，為他造了配偶夏娃，並且吩咐他們要生養眾多
，遍滿大地和對大地作治理。因此，男和女的婚姻結合，為要使
神的吩咐在地上不斷延續。而這家庭的延續，是需要有榜樣，夫
妻二人成為一體就是下一代的榜樣。
在聖經中從舊約到新約，有三段經文提到夫妻二人要成為一
體。第一段「因此二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創二24-25」這段經文是
在亞當夏娃未犯罪之前，神對他們的吩咐，這是一個原則性的要
求，他們要去學習，無論在心思意念，靈性和肉體關係都要達至
合一和諧，這是一個完美的要求，在未犯罪之前的人類，必能作
成。
第二段經文記載在太十九5-6「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
分開。」這段經文是主耶穌將神從創世以來，對婚姻的期念，再
一次宣佈，以糾正當時猶太人隨便休妻的錯誤觀念。主耶穌在這
裡很清楚地說明，人既是有了婚約，就不可以分開。
第三段經文記載在弗五31-32「為這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
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
教會說的。」保羅對婚約中二人成為一體，有更進一步深入的詮
釋，就是以此來類比基督與教會，是一種無私地愛的闗係，是美
麗的合一，並且伸展至永恆。
從這三段的經文中，可以神從創立世界開始，直至如今，一
直到永恆，神由始至終都要求人要配偶二人要成為一體。因為這
是神至美的意念。今天雖然我們活在罪的世界裡，但主耶穌仍然
堅持地說，人不可以離婚。具體而言夫婦的關係雖要不斷砥礪磿
合，邁向完美合一的方向。
靈裡的合一
詩篇一二七及一二八篇是何以說是家庭的屬靈指引，教導我
們家庭建立，要以神為首。因此一二七1是用了兩次「若不是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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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夫婦之間要經常要在靈裡有所分享。你的配偶就是你
最好的屬靈知巳，知我者、莫若妻(夫)，務使對方能夠明白你的
屬靈的感受。或許你也明白對方的弱點，為他(她)守望禱告，假
若我們能夠常常在靈裡得著共鳴，這是我們美滿婚姻生活的最大
的保證。每天晚上與你的配偶一起禱告，將你們的難處、感恩都
帶到主面前。這樣與主結連的感通關係，是實在體驗神在伊甸園
與主相交的關係。
情感的合一
愛情並不是一套理論，乃是心靈的體會，所羅門王說：「因
為愛情如水之堅強……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歌
八6-8」，這種情感的溢發，使人有著難以言喻的滿足。每當看見
一對老夫、老妻手牽手在公園漫步，使我非常感動。夫妻就是伴
侶，你與她，她與你，要長伴一世。因此要學習體會對方的感受
，也將自己情感上的需要，坦誠與對方分享。嘗試從對方的角度
來感受。只有男人和女人能夠尊重和接受他們的不同，愛情才有
機會繁盛。2
情感的分享也包括夫妻二人分享性的滿足。這種分享是神聖
的，但必先有愛與感的交融，才能享受真正的滿足。不要視對方
為發洩慾的工具，特別小心今日的世情，經常鼓吹試婚、一夜情
……。視性為一種商品的交易，而失去了其真正的價值。
生活上的合一
當成為夫妻之後，就要一同起居飲食。一同生活是需要很多
的學習，因為雙方的起居習慣，與自己平素的習慣，可能有著天
淵之別。相方之間的衝突，往往由小事上的引起。因此，不要硬
將一套自己生活原則強加於對方身上，總要給與對方空間成長。
反過來說，要積極地改變自己某些生活的陋習，以討對方的喜悅
。夫妻不要折騰在一己的執著。我們要仔細揣摩怎樣在生活上配
答，俗語有云：「男主外，女主內。」這句說話帶出了一種生活
上的配答，共建美好合一家庭，是需要相方的努力，並且曉得處
處為雙方犧牲。
總結：
我們今天所身處人慾橫流的世代，傳媒文化充滿著傷風敗俗
，動輒就以性作為招攬讀者的宣傳。在一水之隔，近在咫尺的地
方，一些男仕以「包二奶」來滿足一己的情慾。婚外情的事件，
也屢有所聞。莫想基督徒可以幸免情慾的挑釁，過著出俗成聖的
生活，絕對不是。情慾的事情好像洪水猛一樣，若果你不謹慎自
己，很容易被它呑噬。
家庭是社會最重要的基礎，只可惜我們所面對的是家庭被歪
曲的價值所侵蝕，夫妻之間稍有不合或不能滿足一己期望，就以
離婚作收場。婚姻的穩固，需要夫妻雙方都矢志要把婚姻經營成
功3，更當認定以二人成為一體的目標進發。美好家庭見證，也能
夠為主發光，使人羡慕，引導人歸向基督。
(Footnotes)
吳思源：《我們究竟要維護甚麼》，從心會社網頁
約翰•葛瑞著，蘇晴譯：《男女大不同》(台灣：生命潛能，1994)，頁8。
3
詹姆斯•杜布森，嚴彩秀譯：《揭開婚姻的迷霧》(台灣：愛家，2001)，頁27。
1
2

黎仲明執筆（月報編委 : 時事組）

城」（指教會）卻永遠長存。他認為，神在掌管一切，教會的權力，應該
凌駕政治的權力之上。因此，他極力鼓勵「政教合一」，日後天主教教皇

專欄文章

華人腳蹤
救救孩子

認為自己的權力比皇帝更高，就是根擄奧古斯丁所寫的這本書。

尊敬的老師，你們好，主內平安。我們師生相識已經
本欄將刊出一系列文章，大部份資料來自王國顯先生的妻子所翻

《神的城》這本書，又促成天主教認為，天主教教會以外沒有救恩

四年了，你們和藹可親，沒架子，很親切，像父母親一樣

譯的「走天路的教會」（「弟兄會」背境的教會歷史書）．寫作

，正如啟示錄所說，在「新耶路撒冷城」外面的人，都是滅亡的一樣。因

。每一次與你們交談，都給我很大的幫助，使我從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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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他維護「大公教會」的合一，主張不能容忍任何人分裂「大公教會」

定我們的教會路線。

，說：

我們的「歷史」根源――（３）

國教與奧古斯丁
吳主光
主後325年，是基督教第一次舉行「普世大公會議」，稱為「尼西
阿會議」。這個會議，可以說是教會進入世俗化時代的最清楚分界線。那
時，大逼迫已經過去了，羅馬皇帝康士坦丁也決志信了主．但他強迫會議

妻知道怎樣相處，要如何溝通，怎樣談心。你們讓人感覺
「人若領受真理的教導，而被吸引前來敬拜神，固然是好事；但那

很親，能給人指出一條路來，不在死胡同裡打轉。我能控

些因為懼怕刑罰而被迫歸向神的人，也很重要，因為這樣的人多。所以我

制自己不罵人了，感謝神。我夫妻倆，結婚之後感情愈來

們不應放棄後者。事實上，有不少因為懼怕神而歸回的人，在回轉之後，

愈冷，雖都信了耶穌，我也有負責事奉。因為結婚前沒有

慢慢受到教導而改變，也能活出真道。…例如主呼召保羅歸回…主不但開

按聖經兩人好好相處，結婚後又加上生活擔子漸重。你們

口攔阻他，還用大能推倒他在地上，…弄瞎他的眼睛。既然如此，教會為
何不能用武力來使那些失喪的人歸回呢？」

通過讓他死後做羅馬人的神，又做「主教的主教」。之後，在康士坦丁的

他解釋，以武力迫人轉向神，是根據主耶穌說：「勉強人進來」（

扶助之下，教會就漸漸變成「國教」――國家惟一合法的宗教，其他宗教

路13:23）。他相信，教會在政府之上，政府應該履行神藉教會所發出的

都變成不合法，都是異教或異端了。因此，325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教會歷

命令，去逼異端分子就範。

史分界線年份。之前，教會落在二百年的大逼迫中；之後，教會大大興旺

走出來，真的非常感謝神。在這次與我夫妻交談，使我夫

給我們聯繫生意的出路，可見你們非常有責任心，在屬靈
上幫助，就是在生活上也盡力幫助。有你們這些屬靈長輩
支持，我還有甚麼可灰心的呢？雖然這次生意沒談成。
老師，請過來幫助我們的學生，幼兒、小學生、中學
生、大學生都需要耶穌拯救。這次暑假兩位年輕老師給我

奧古斯丁的死對頭是「伯拉糾」（Pelagius）。為了駁斥伯拉糾異

們大開眼界，教英語、活潑地查考聖經、通過活動實踐彼

端，他又倡論「原罪」。日後發展成為天主教藉「嬰兒洗禮」來除去嬰兒

此認識接納、和在主裡接納自己等。老師的愛心，把神的

不錯，325年之前的古教父已經開始有變質的言論，但是整體來說

的「原罪」，要叫嬰兒「得救」。他又認為「修道」可以禁慾、「煉獄」

話活出來，遮蓋了南方口音濃的普通話。老師，最好找兩

，教會的靈性還是相當好的。但是，325年之後，教會大大世俗化，許多

和「聖物」可以帶來祝福……。因此，他認為只有「大公教會」（當時已

人加入教會是為想要做官，因為康士坦丁皇定規，不做基督徒不准做官。

變成『國教』）擁有救恩，人要得救，就只能靠教會為他施行聖禮。

，也大大世俗化。

但這些未重生得救的人，一旦進入教會，又做起官，和做起教會的領導人
來，結果瞎子領瞎子，教會就大大腐敗，不堪設想了。

活放蕩，很不信任他。奧古斯丁主張「原罪」，他卻認為沒有「原罪」之
回事；亞當犯罪只影響亞當，不可能會影響後人．而且亞當就算沒有犯罪

革。但是可惜，「大公教會」的觀念已經形成，凡不肯加入「大公教會」

，總歸還是要死亡。每一個人都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去抉擇犯罪與不犯罪。

之下，「異端」分子是要判刑坐牢，或充軍，或被殺的。於是，逼迫又再
燃起；從前是不信主的羅馬政府逼迫教會，現在是稱為信主的「國教」逼
迫教會。正如中國稱為「三自」組織逼迫家庭教會一樣。為甚麼會這樣呢
？說起來，還是因為一些古教父變質所致。拿這期間最著名的古教父奧古
斯丁來研究，就可知道這時期教會變質到怎樣的程度了：

因此，伯拉糾的見解過份偏右，奧古斯丁的見解過份偏左。後來，
伯拉糾被「迦太基會議」判為異端，政府把他驅逐出境。但奧古斯丁的教
導，卻大大促成羅馬天主教離經叛道，不惜動用軍隊去強逼人入教．手段
的殘忍程度，不下於昔日信奉異教的羅馬帝國。想不到，這位充滿強烈感
情，對人溫柔同情的奧古斯丁，一旦誤解聖經，便將教會屬靈的合一，解
為屬地有形的組織合一．並且用最殘忍的武力來殺害異己，促使教會變成

奧古斯丁（Augustine）生於主後354-430年間。他個人悔改信主的

冷酷無情的殺人魔鬼。歷史許多例證告訴我們，所有異端的產生，都是因

見證，非常感人。他本來過著情慾放蕩的生活，十七歲就納妾。他深知自

為誤解屬靈路線：將教會屬靈的本質，視為屬地的國教組織；屬靈的國度

己罪孽深重，多年來一直禱告說：「神阿！求你賜給我清潔的心，賜我自

，視為教會與皇帝聯合統治的「神聖羅馬帝國」；屬靈的權力，視為政治

制能力控制自己勝過情慾。」但他一直擺不脫情慾。最後，有一次他為罪

的權力；屬靈的救恩，視為聖禮帶給人的救恩；聖靈的引導，視為會議的

痛哭時，聽到有小孩子不斷地說：「拿來讀，拿來讀。」他抹乾淚眼，偶

議決案；屬靈的合一，視為「大公教會」以武力維持的合一……。所謂教

然看見一本聖經在面前，隨便翻開一看，就看到羅馬書十三章十三節：「

會世俗化，其重點乃是在此。可惜，當時的古教父，幾乎沒有一個醒悟在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

這一方面出錯，竟都全力支持「國教」，用許多屬靈的道理來維護「國教

兢嫉妒，總要披戴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結果他悔

」不斷變質。

改信主，387年受浸，395年出任北非希坡（Hippo）主教。
後來，因為西羅馬帝國淪亡，他就寫成著名的《神的城》（The
City of God）一書。表示，羅馬這個世上最大的名城雖然傾亡，「神的

為現在的家長都重視教育。愛主的教師敬業負責，孩子受
益，家長放心，會為基督得著人心。我們很缺乏愛主的基
督徒老師。
這裡孩子多學習成績差，不用功。我自己只唸完初中
，不會教孩子，更不會按神的心意尊重孩子，鼓勵孩子。
農村的孩子最可憐，家裡貧窮，從電視裡得知城市人的消
費文化，不斷受物質吃喝玩樂的引誘和刺激。不容易考上
高中，能讀高中的，是全家的希望所在，一切家務全給沒
能上高中的幹，而高中生甚麼活兒都不會了。誰家孩子考
上大學，是全村的光榮，但這家也得費心張羅唸完大學的
費用――約五萬元。大學生的前景也不樂觀，全國每年大
學二百多萬名畢業生，其中三十多萬找不到工作。各處都
是面臨失喪的迷路羊。
我們很著急孩子是否清楚得救。感謝主，老師答應孩
子假期再來，為他們辦福音營和讀經營，感謝主。老師，
請你們多來，常常來，多帶老師來。救救孩子。
（鄭崇楷代筆）

其實伯拉糾的為人非常嚴謹正直，他認為奧古斯丁未悔改之前，生

教會大大世俗化和變質，當然必定有愛主的人起來指斥，和要求改

，或言論不同意「大公教會」的人，都被判為「異端」。在「國教」觀念

位英語好的老師長期留下來，幫助我們開辦私人學校，因

華恩基金會將於福建開辦兩所兒童村
多年前因商務途經天津郊區，看到荒蕪焦黃的土地
，內心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和禱告：「這是我們的國土，我
們可以為國家做點什麼呢？」
國家改革開放後，「華恩基金會」資助建立「善恩
園」，收容臨時孤兒，使一顆顆絕望、驚懼、無依的心靈
恢復正常、信賴、有希望、有理想。他們獄中的父母也扭
轉為積極的人生態度。這一點點待人有恩的舉措，為多個
生命締造了盼望和機會，並釋去了高層官員的疑慮；福建
省三明市和松溪縣竟在短時間內免費給我們撥地建兩所兒
童村，且承諾協助辦理一切困難煩瑣的申報手續，又盡可
能減免各種稅費。「華恩」與「角聲佈道團」取得共識，
攜手發揮港、美華人關愛國家精神，盡心費力，辦好兒童
村，造福特困兒童，使其心靈獲最佳照顧，實行「恩慈相
待」的教導，散發傳播「與人有恩」的祥和文化。
兩所兒童村分別命名為「福建(三明)華恩兒童村」
及「福建(松溪)角聲兒童村」，「華恩」、「角聲」共組
董事會，共同承擔權責。而日常管理，將由「角聲」物色
並推介有心志服事中國同胞的華僑信徒駐村負責，亦歡迎
弟兄姊妹自薦或舉薦有此志向和恩賜的同工加入，配合兒
童村擬於明年初啟用。
費用方面，預算每所兒童村投資金額連同首三年的

營運費港幣400萬元，兩所合共800萬元。「華恩」及「角
聲」將分別籌款400萬元。歡迎堂會及弟兄姊妹奉獻，捐
款請註明用於「華恩基金會福建兒童村」，投入堂會奉獻
箱代轉。
除上述兩所兒童村外，「華恩」一如既往繼續捐助
福州閩侯縣「善恩園」和西安「蒙愛之家」，江門每年60
個助學名額以配合梁翠芳姊妹在當地的慈惠輔導服務，短
期的農業扶貧項目，釋囚更新就業，及愛滋病康復計劃等
等。
「華恩」訂於10月17日下午3:30�悲�埗堂舉行第
三屆會員大會，屆時將有工作報告及異象分享，並有肢體
分享所見和圖片投映等，誠邀大家出席。
倘有未信主但有心慈惠事工的親友，十分歡迎出席
我們的會員大會、來認識並參與我們的慈惠工作，肢體邀
請他們是向他們作見証及良好的福音接觸機會。新一期的
《號角月報》亦將有詳盡的介紹，十分鼓勵信徒利用這刊
物作為福音接觸的媒介，送親友傳閱。
願主藉我們些微的獻上和實踐「恩慈相待」，使更
多人蒙恩，主的福音有更好的見証，更有力地傳揚！
原樹華0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