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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財富雜誌都選出全球一百位最富有的人，這

幾乎成為每年必然報導的新聞，香港人也關心到香
港那一位富豪能夠入選，而他的排名又是多少。若
果某個國家的富豪榜上有名，那地方的人好像臉上
貼光，當然每年誰能執掌首富，大家都心中有數。
選舉首富的風氣也靜俏俏地進入中國大陸，因此在
中國也有選舉全國最富有的人。財富的吸引力比一
切都厲害，而且現今全球的政治生態，都是以經濟
作為最優先考慮。

經濟是全球最關注的話題，美國聯儲局主席格
林斯潘的一句說話可以影響全球經濟。現今的經濟
生態跟以前截然不同，從前社會大眾所追求的是兩
餐溫飽，但現今是盡量滿足人的慾望。經濟發達的
地區，必定是經濟活動頻繁的地區，從微觀的角度
來看，市民的消費意慾一定很強，美國就是其中的
表表者。前兩三年香港經濟有通縮的現像，所以政
府帶頭宣傳鼓勵市民消費，以刺激經濟。根據瑞士
銀行今年的調查，香港是全球消費水平較高的都市
之一（其餘是東京和奧斯陸）。若果要滿足龐大的
消費意慾，市民必定要搏命賺錢。鼓勵消費是推動
經濟最重要的法則，若果沒有活躍的經濟活動，那
地方一定沒有好的經濟效益。在強調消費文化的處
境下，基督徒當抱著怎樣的財富觀念呢？

一.　錢財使生活知足而不是目的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
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 6:10]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
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來 
13:5]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提前 6:8]

聖經並沒有說擁有錢財是罪，但貪愛錢財就是
罪（提前六10、提後三2）。有人打趣地說：「錢不
是萬能，但無錢就萬萬不能。」，說這些話的人雖
然明白有錢並不一定神通廣大，但金錢在他們心目
中佔很重要的地位。中國人很著重錢財，在家中或
店鋪入門的位置，喜歡擺放一隻招財貓，還要加上
一個「招財進寶」的元寶。

其實錢財與物質的多寡並不重要，最重要就是
我們有衣食就當知足。在這高消費的都市，任何實
用品都可以成為高替換的消費品，例用手提電話，
可以說是天天新款，用了一年半載就不合潮流。因
此替換的原因就是要追上潮流。久而久之就跌入傾
力賺錢、搏命消費的圈套裏。若果你收入不足應付
你的消費，銀行為你大開方便，只須地址證明，就
可發給你信用咭，那麼你就可以安心使用未來錢，
還有很多財務公司為你預繳咭數。這種「先使未來
錢」的心態，使你跌進更大的深淵裏，因為他們年
息廿四釐至三十釐。最遺憾的是作為未來社會棟樑
的大學生，拖欠咭數的情況非常普遍。

喜樂的生命必然有著知足的心靈，長期沉溺在
賺錢消費的狀態中，必然是被捆綁，那我們可有喜
樂呢？

二. 錢財的不定和短暫

「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因錢財必長翅膀
，如鷹向天飛去。」[箴 23:5]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
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太 6:1]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
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
的神。」[提前 6:17]

財富無疑帶來我們生活上很大的保障，因此我
們會盡力賺錢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過份的追
求金錢，久而久之就會使我們不能自拔於金錢的誘
惑，窮一生的精力去賺錢，以為下半生可以慢慢享
用。但人豈能會有知足的心，每當有投資計劃公佈
上市，你可曾見過街上排隊輪候的人，擠得水泄不
通，無論年長、年青、男或女，對擁有更多財富抱
著美麗的憧憬。
    擁有財富是否使人得著最大的滿足和安全感？這
是否定的。箴言提到錢財是虛無的，並且你把握它
，它就好像長了翅膀，隨時飛走。虛無的錢財表達
出一個道理，若果你人生的意義只是建構在錢財上
，必定是虛無，沒有心靈的滿足和屬靈的果效，況
且你擁有的都是短暫。亞洲金融危機、沙士事件…
..都一而再、再而三影響著社會的經濟，延伸下去每
個升斗市民都是受害者。有人一夜之間成為負資產
，有人公司倒閉，有人失去工作。我們己進入經濟

平安㈪報
平安福音堂出版

㆓零零㈤年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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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查詢或建議，請電郵聯絡】     執行編輯：馮啟榮傳道

到城巿一對老知識份子做家庭褓母，他們是老實跟
從主的老信徒，視我妹如家人。妹妹不但學會城巿
人的做飯等家務，學會伺候行動不便的老人，也學
會跟不同的人相處，因為這個家庭常接待來自各地
的傳道人和信徒。妹妹有空便學電腦，看屬靈書，
研讀聖經。從少年到青年，過了八年家居條件富俗
的城巿生活，卻仍肯回鄉務農，配合家人。城巿人
最不習慣農村的衞生設備－－蹲毛坑、家裡沒有洗
澡設備、蚊子多等。

現在的孩子有很多新的壓力。一名小二學生，
數學學的是五年級“奧數”，因為成績不好，面臨
三個選擇：離校、重讀（即留級）或升級作旁聽生
，旁聽生就是老師不管你的功課，放棄你。另一名
小學生，老是被安排坐在教室最後排，不是因為他
長得特別高，是因為他家沒給老師送禮。老師說得
很明白：誰給老師送禮的，老師會對他好一些。在
北京，父親在大學教書，母親是幹部，月入共六千
元，幸好愛主的姥爺每月有2,400元收入，三人合力
才供得起一位大學生的基本開支。學校裡越來越多
妨礙學生走上當行的路的風氣，如越來越多補課，

禮拜天上課，現在於暑期、和五一、十一等長假期
，辦休閑營的日子少了。

農民生活城市化速度加劇，需要更多愛的教育
。一位信徒，看見一片動畫兒童聖經故事光盤，拿
走了打算幾天之歸還，物主責怪這偷竊行為。其實
應該先欣賞這位農民信徒的用心，因為他想到家裡
孩子的屬靈教育。農民沒有個人產權和隱私權觀念
，看見路旁果樹果子熟了就摘，農民不會視之為偷
竊行為；看見你桌上東西零亂，就替你整理，不知
道這是侵犯了你的私隱。難得這信徒事後很自責，
並向物主認罪。

有一位年長姊妹，多年來全家為幫助人出錢出
力，許多人從她身上看見並得著神的祝福。最近她
剛信主的兒媳婦流產了，她憂慮自己家被人譏笑。
中國人的禍根在於無知，人心靈裡需要真光不斷照
亮。

（鄭祟楷代筆）

聯堂消息及報告
一. 聯堂祈禱會訂於9月10日(星期六)早上8:30-10:00假界限

街堂舉行。主題是「學校福音事工」。誠邀弟兄姊妹
出席，一同守望。

二. 8月26日聯堂長老交通會議決事項：
1. 通過明年3月9-11日聯堂培靈會主題修訂為「蒙

恩的腳蹤」。
2. 通過由聯委會撥款奉獻奠基石碑予列治文堂，以

誌其新堂建成感恩！
3. 通過於9月17日(星期六)早上10:00-11:30假界限街

堂舉行神學生特別聚會，邀請各堂所有神學生出
席，交通「如何守望末世宗教大混雜的趨勢」。

三. 各堂會會章規限董事會除傳道人之外，不得有受薪董
事，請各堂留意遵守。

四. 澳門堂過去因受政府規限外人不得購置物業，故以鄧
志強及劉傑文兩位弟兄名義購入堂址，現條例已作改
動，故決議即進行辦理社團登記，並邀得兩位弟兄回
港改回業權給予觀塘堂。

五. 列治文堂建新堂已進行如火如荼，預算於年底建成，
惟籌建經費仍欠約600萬港元，懇請弟兄姊妹逼切代
禱記念及奉獻支持。弟兄姊妹可上其網頁 (http://www.
pechurch.bc.ca/)了解其進度。又吳主光弟兄據列治文堂
長執會意思，草議了新堂會具體需要及肢體奉獻辦法
，詳情可向本堂長老查詢。

六. 新傳道同工入職課程於9月4-6日假突破青年村舉行，
有18人參加。

七. 聯堂大專佈道隊舉辦「倫理與科學講座」，主題為 "
明倫正理．探本溯源"：

日期 講員 內容
1 9/9(五)

劉智明弟兄
回應同性戀與「反性傾向歧視法例」的挑戰

2 16/9(五) 解答戰爭、婚姻制度與公民抗命的難題

3 23/9(五)
何仲柯醫生

剖析創造論與進化論的觀點

4 7/10(五) 揭開人類與物種「演化」的謎底

地點：旺角堂
時間：7:15-9:30pm(第1、2堂)，7:15-9:45pm(第3、4堂)
對象：大專生、預科生及青少年肢體。
註：第3、4堂有福音信息，請踴躍邀請未信朋友赴會
！每堂均設30分鐘答問時間，費用全免，無須報名，
請瀏覽 http://www.hkpec.org/une/ethicandscience_lectures/
。

八. 啟德堂租得鄰舖作「親子及青少年活動中心」，若肢
體有心為福音接觸青少年而開辦補習社，歡迎合作。
查詢可聯絡啟德堂傳道人。

九. 傳道人李成傑弟兄將於十月起由富山堂轉往海濱堂事
奉。

十. 尖沙咀堂及界限街堂分別接到屋宇處來函，關注消防
走道所規限的聚會人數，現堂會正探索回應辦法以符
法例規定，並保障會眾聚會安全。

十一.青衣堂新租得單位已完成裝修，並於九月起用作家長
資源中心。



的著作，和受到弟兄會傳道人的指導，才漸漸明
白聖經的。他說，他從這些著述中所獲得的，比
在大學時所吸收的還要多。事實上，他早期寫的
福音單張，都充滿了弟兄會的作風。力指救恩非
藉教會而得，是人直接到神面前，藉信心而得的
。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就是因為得到弟兄會的
領袖「施道比次」從旁鼓勵，他才奮勇起來，反
對天主教銷售的贖罪券，將著名的「九十五條評
論」張貼於天主教大教堂門口，震撼整個歐洲。
從此亦掀起巨大改革風波，直到支持馬丁路德的
國家，和支持天主教的國家，打了著名的「三十
年宗教爭戰」，使整個歐洲死了幾近一半男兒，
雙方都認為不能再打下去為止。奠定了歐洲的「
宗教信仰自由」。而基督教各派如雨後春荀，紛
紛起來改革。形成今天基督教諸多宗派林立。

在馬丁路德改革的過程中，弟兄會確實在聖
經真理上提供許多亮光。可惜，他漸漸離開弟兄
會的主張，一面圖謀恢復聖經真理，一面又取法
於羅馬天主教體系的特色。例如：路得會雖然強
調保羅所強調的「因信稱義」，卻又較少重視福
音書所強調的「效法基督」；他保持了天主教的
嬰兒洗禮，又採取天主教的「教區制度」，由聖
品人負責所謂基督化世界的事務。因此，他也主
張「政教合一」，用政治力量去對付異己。

因為路得後來的轉變，施道比次曾經警告過
他，說：「現在人們喜歡將信心和傳福音的實際
生活，分開當作兩回事，以為何以在基督裡有真
正的信心，而在生活上無需像主。啊！仇敵是何
等的詭詐！啊！多少人上了當！誰肯聽愚人的話
，說：『信基督的人無需要有好行為。』但請聽
真理的呼喊：『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隨我。』
魔鬼告訴屬血氣的基督徒說：『人稱義不在乎行
為，保羅也是這樣教導人的。』這句話錯了。不
錯，保羅指斥那守律法的行為和守律法的表現，
人是出於恐懼才去守律法，希望因此得救。但保
羅卻從沒有指責好行為，還極力讚揚那出於信心
與愛心所結的果子，那因順服天上來的命令而作

的好行為。在他每封書信中，他都是這樣說，而
且教導人必須如此行。」可惜，馬丁路德沒有聽
從施道比次的勸告，沒有回到聖經的樣式，於是
二人就分道揚鑣了。

一五二四年左右，在日耳曼有好些弟兄會教
會行了一件事，就是宣告自己的聚會獨立，決心
遵照聖經關於教會的真理而行。當日在場的人，
人人都受浸。故此人們稱他們為「重浸派」。科
倫大主教研究「重浸派」的報告指出，「重浸派
」自為「真正的基督徒」，凡物公用，一千多年
以來都是這樣，有國家法律處死他們的記錄為證
。這些弟兄會的重浸派蔓延迅速，天主教和路德
會都為之側目。這些弟兄們緊守神的話，不偏不
離，也不甘願受任何人的轄制，只順服他們中間
被聖靈充滿的長老和監督。其中最著名的有胡伯
邁爾（Balthazar Hubmeyer）

胡 伯 邁 爾 受 了 波 希 米 亞 弟 兄 會 的 影 響 ， 於
一五二四年發請柬與眾弟兄會聯絡，常在「巴色
」他的住處與眾人談論聖經真理，實行按照聖經
，否定天主教會的洗禮，給與會者重浸。當時巴
色成了屬靈的活動中心，毫無忌憚地大量印刷被
指為異端的書，包括約翰威克理夫的著作，散發
到世界各地。一五二七年，弟兄會的領袖們在摩
利維亞召開第一次大會，胡伯邁爾也有出席。大
會有一百一十人受浸。會後，胡伯邁爾再給三百
人施浸。同年，在奧大利軍隊進逼下，胡伯邁爾
被逼逃亡，財物盡失。逃至蘇黎世之後不久，即
被長老會慈運理派捉拿下獄。當時蘇黎世整個行
政區被慈運理所控制。後來，胡伯邁爾有機會在
會議中與慈運理進行辯論，因怕被懲治而撤回主
張，因而失敗。後來他向神認罪，求神赦免。之
後，他專心寫作，出版了十六本書，又為六千人
施浸，教會人數增至一萬五千人。

一五二七年，政府捉拿胡伯邁爾，帶到維也
納去受刑和處決。臨刑前，他大聲禱告說：「啊
！滿有憐憫的神！求你使我在苦難中堅忍不屈。
使我得以脫離這深谷。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

互導的世紀，一點不利的誘發因素，就可以造成強
大的骨牌效應。
    在這裏給我們很深刻的反思，世事難料，誰能知
道下一刻所發生的事情。因此你不能保證你永遠擁
有這些財富。不要倚靠錢財，驅使我們要仰望的就
是厚賜百物的神。神是信實和不變，金錢是短暫和
必銹壞的。

三. 錢財要用在有意義的事情上

「 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
督順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錢給他們和眾人，便將
榮耀歸與神。」[林後 9:13]
「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
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
能蛀的地方。」[路 12:33]
    有基督徒經常問我們可否投資股票？投資跟投機
有何分別？我會反問一句我們這樣作的目的是甚麼
？金錢並不是惡，神亦沒有否定我們積儹財富。從
聖經中也有不少使用錢財的教導，錢財要用在有意
義的事情上。關注窮人的需要，是神所教導我們要
作的事，以金錢幫助有需要的人，這是責無旁貸的
。全球每日有三萬五千個兒童死於因貧窮帶來的疾
病，五分一的人口沒有足夠的食物、教育、穩定居
所。生長在富裕國家的基督徒當用金錢賙濟窮人。
    中國人常言在商言商，沒有人會做虧本生意，最
好的生意就是投資小回報大。最理想的生意就是投
資天國，因為有著永恆的保證。現今到處都是天國
的商機，你願否把握你的錢財投資在神國度的工作
上？衛斯理•約翰說：「基督徒要盡力賺錢，盡力

奉獻。」教會經常收到一些機構，所登出的情況都
是經費不足。或者有些肢體會問，到處都是赤字，
我們究竟如何去捐助。但我們進一步反思，若果每
個基督徒都樂於捐獻，又何嘗有到處赤字的情況。
保羅教導富裕的哥林多信徒，叫他們的富裕可以補
他們不足，我們的富裕能補別的不足，這就是主內
一家之情。如果我們所擺上的金錢，能夠使福音事
工發展得更好，加速神國度的降臨，這是何等快慰
的事。

總結：

    在現今文明的都市中，基督徒面對的挑戰比往昔
更大，錢財物慾的引誘，很容易使我們不能自拔。
我們並不是像那些中世紀的修道士，為脫離繁華的
吸引，走到人跡罕至的深山來操練靈命。神做人在
地上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管理神所給你的東西。
財富只不過是手段，當好好管理使用，其目的就是
要榮神益人。十九世紀的屬靈偉人喬治穆勒先生，
在七十年的事奉中，經歷過嚴峻的信心考驗，但沒
有損害他收養孤兒的使命，穆勒一生建立了數間孤
兒院，收養二千孤兒。當他離世的時候，他所擁有
的遺產不值分文，但他在天上的賞賜是大。以有限
的生命，賺取地上財寶，投資天國的事業，這是基
督徒在世上乘的生活。

專欄文章

本欄乃一系列文章，大部份資料來自王國顯先生

的妻子翻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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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弟兄會㆗的「重浸派」

到一五零零年左右，弟兄會已經遍佈歐洲許
多 國 家 了 。 例 如 ： 在 阿 爾 比 斯 山 谷 地 區 、 在 法
國 和 意 大 利 南 部 的 「 瓦 勒 度 派 」 、 在 日 耳 曼 境
內和波希米亞的「聯合弟兄會」（又稱同寅會）
，他們都使用同一本「要道問答手冊」。還有荷

蘭 的 「 共 同 生 命 弟 兄 會 」 ， 創 始 人 是 迪 溫 特 （
Deventer）地方的耶赫格若特（Grehard Groote）
。他以創立學校見著。他的教育原則如下：「學
習的根源與生命的鏡子，必須先在基督的福音中
尋找。」他認為光大學校而沒有敬虔，並非福氣
，甚至應該是咒詛。他所辦的學校成積優良，後
來寫「效法基督」的Thomas A Kempis就是從他
的學校裡出來的。學校以抄寫聖經來銷售賺點經
費。後來又印刷聖經，和大量弟兄會的福立單張
。就是這樣，弟兄會為那一個時代的社會，提供
了以聖經為基礎的完善教育。

一五三八年，在烏音（ULM），弟兄會又出
版了一本名字非常長的「歌集」，取名「基督徒
弟兄們天天應用及歌詠以榮耀神的歌集。弟兄們
就是直至如今還是被人認定是非基督徒和異教徒
的『畢加派』（Picards）。」

馬丁路德自己見證，他是因為閱讀了弟兄會

 華㆟腳蹤
孩子教育

            我家在蘇北一個農村，現在滿25歲了，有一

個妹妹也二十多了。神給我、我妹、父母、許多長
輩和同路人，同有一個心志，就是跟隨主耶穌。我
們家那片都是種地的，每年兩造。七八月正是農忙
的時候，我本該留在家幹活的，為了要到東北參加
培訓班，在城巿當家庭傭工（褓母）的妹妹請假代

替哥哥幹活。父母、長輩和我妹，給我很好的教育
。最影響我的，不是初中、中專等學校教育。我們
每個人都是農民，父親有很多講道和探訪的機會，
往往一個需要來了，最遲第二天就得出門了，放下
的農活，母親就接手多幹些，從來沒聽過母親說半
句怨言。有一位比我長十幾歲的同村姐妹，農忙時
是農民，主耶穌要她幹啥就幹啥，或講道，或探訪
，或勸慰，或伺候獨居老人等。我接受的美善教育
，越來越少見了。

我妹妹也獲得很好的教育，唸完三年初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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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恩基㈮會

(網址：http://www.gratia.org.hk/)

1. 步行籌款
為籌措兩所兒童院的經費，本年度的步
行籌款定於10月29日(六)下午4:00至6:30(
注意：時間較前所公佈的延後)舉行，請
踊躍參加，更歡迎以團契活動形式參與！
籌款表格將於各堂派發，或向本會索取。
是日安排如下：太平山山頂廣場下午4時開步
禮，6時頒獎禮；步行路線：盧吉道至夏力道
繞圈而行，於規定時間內可繞行多次。繞行多
圈者可獲頒紀念品。

2. 招募人手：
(1) 辦公室幹事(一年合約)一名，高中程度，

為人主動，熱心服事肢體；負責一般辦公
室事務，需懂電腦，能書寫流暢中英文及
稍曉會計。有意者請附履歷寄本會收。

3. 本會六周年感恩會及異象分享會
將介紹本會事工並孤兒院建立進展，歡迎關心
的肢體及朋友出席！
日期： 2005年9月11日
時間： 下午 3:00 - 4:30
地點： 牧職神學院
主題： 孩子的呼喚 

4. 本會已製作華恩異象宣傳影碟，歡迎各堂、團
契、學校、個別肢體免費索取。更歡迎各堂及
團契邀約分享華恩異象與需要。聨絡電話：
9746 3089 (鄭潔雯姊妹)。

牧職神㈻院：www.hkcmi.edu
一. 學院消息

1.開學培靈會－05-06年度開學培靈會已於9月2
日晚舉行，各個校本部課程的同學聚首一堂
領受明道社社長鄺炳釗牧師的屬靈教誨。

2.新學年－新學期將於9月5日正式上課，請為
講師們的備課及同學們的學習代禱，讓我們
能夠教學相長，得到美好的學習成果。

3.院長近況－請繼續為張佳音院長在美國芝加
哥的進修學習代禱，現已進入寫作畢業論文
階段；她與滕牧師將於10月中旬短暫回港，
然後回美繼續學習。也請為代院長及教務長
李盛林弟兄禱告，使他在繁忙的事奉中能事
主得力。

二. 學院公開聚會及活動
1. 14-16/10 中國專題研討日營－基督教歷史文化
   在中國

a. 歷朝基督教史跡的訪尋
        b. 重覓馬禮遜宣教的腳  
        c. 香港及五口通商的歷史
        d. 解放前先聖先賢的足跡
        e. 基督教大學歷史的重塑
            費用：450元
　        講員：謝成光弟兄（本院中國文化部主任）
            報名：16/9截止(逾期收50元行政費)

2. 23-27/12中國文化體驗團－溫洲教會體驗
 體會國內教會的聖誕氣氛與佈道機會，歡迎教
 會以短宣體驗方式集體報名參加。溫洲教會號
 稱「中國的耶路撒冷」，教會蓬勃增長，每村
 均有至少一座宏偉的教堂，教會的主日學事工
 發展令人大開眼界，可以作為港教會的借鏡。

溫洲人號稱「中國的猶太人」，分佈於全國，以
及世界各地，溫州的商業文化值得去認識；參觀
溫州巿商業區、五馬步行街等。順道遊覽雁蕩山
（為首批國家重點風景區，中國十大名山之一）
等美麗景色，體會祖國錦繡山河的氣勢。

收費：3,500元（因聖誕節期間，費用上或會有
            少許調整）
隨團講師：謝成光弟兄(本院中國文化部主任) 
報名：23/11截止

三.   其他課程
  專題證書、普及證書課程

課程 日期 上課地點
蛻變之奇－認識自我  陳梁頌玲姊妹
*供新生和未修此科之註冊學員報讀  

*不設旁聽生

5, 26/9; 10, 24/10; 7, 21/11; 5/12
週一晚(隔週)7:30-9:30 荃平

輔導技巧             陳梁頌玲姊妹
*只接受符合資格之註冊學員報讀  

*不設旁聽生

12/9; 3, 17, 31/10; 14, 28/11; 12/12
週一晚(隔週)7:30-9:30 荃平

姊妹證書（聖經研究）
課程 日期 上課地點

愛的呼喚－《雅歌書》(二)
李穎蓮姊妹

24,31/10;7,14,21/11

週一上午9:10-11:10
本院

蹄聲漸近－《啟示錄》(二) 
黎錫華弟兄

20,27/10;3,10,17/11

週四上午9:10-11:10
本院

內容詳情及報名，請參閱本院網頁：
www.hkcmi.edu 或 致電26529133（黃智生弟兄）

四. 政財報告
8月份常費收支表（至 22/8/2005）

本月總收入 330 ,346 .30
本月總支出 500 ,119 .25
本月不敷 ( 169 ,772 .95 )
上期調整數 87 ,646 .48
累積不敷 ( 257 ,419 .43 )

待還肢體免息貸款$900,000.00

㈻校事工--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1.   何淑儀姊妹於8月辭去沙田校長一職。 現由黃少
蘭姊妹負責擔任三校(沙田、青衣、牛頭角)校長
。 

2.   由9月開始吳惠音姊妹(鍾太)擔任三校的家庭事
工部總幹事。

3.   青衣及沙田已成立家庭事工部，並計劃於每星期
在幼稚園內舉行信仰小組，在聖誕節及復活節
舉行佈道會，   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念。

4.   沙田、青衣及牛頭角校開始招收2006-2007年度
的新生。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心

網頁：http://www.hkstm.org.hk 
電郵：info@hkstm.org.hk

消息及代禱
1. 9月份各類課程開課，請記念同工預備教學及出

隊佈道，而學員勇於實踐佈道：
a. 一年及兩年「短宣」
b. 沙田及屯元天區「倩青」
c. 沙田、上水、深水埗及灣仔區「長青」
d. 「晚青」
請記念以上各類訓練學員的靈性、學習的心及
在堂會參與佈道的熱誠，讓更多未得之民成為
神家裡的人。

2. 《將你最好的獻與主短宣畢業受差典禮暨異象
分享會》訂於2005年9月25日(主日)下午三時假基
督教宣道會北角堂舉行(北角英道238-240號康澤
花園1樓，炮台山地鐵站A或B出口)。歡迎教牧

長執、弟兄姊妹蒞臨，彼此激勵傳福音心志。
3.《短宣運動18週年感恩會暨總幹事、副總幹事就

職典禮》訂於2005年10月16日（主日）下午三時
假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7樓香港短宣
中心舉行短宣運動18週年感恩會暨香港短宣中心
總幹事郭朝南牧師、副總幹事柴樹良傳道就職
典禮。恭請光臨、同頌主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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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萬)，另尚欠基址銀行還款
HK$150多萬。求主親自感動肢體回應，支持前
線福音事工。

公開聚會
1. 認識Halloween
    日期：10/9/2005（六）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香港短宣中心
    內容：認識Halloween的起源；面對Halloween的衝
               擊，教會、福音機構和基督徒應如何回應
               等。
    對象：對這專題有興趣之基督徒，特別鼓勵基督
                徒父母及從事教育界的校長、宗教主任及
               老師參加。
    講員：陳鄧玉梅師母（香港短宣中心實習主任）
               及張國良先生（香港短宣中心拓展主任助     
               理）
    收費：每位HK$40；優惠費用每位HK$30*；講座
                當日報名每位HK$55
2. 「歡樂之旅福音旅遊大使訓練」專題講座
    日期及時間：24/9/2005(六)下午3:00-4:30
    地點：香港短宣中心
    內容：如何安排福音旅遊活動、如何將福音與旅
                遊活動結合、如何成為福音旅遊大使。
    講員：李家暉先生(福溢旅遊有限公司總監)

    收費：每位HK$40; 優惠費用每位HK$30*; 講座當
               日報名每位HK$55

3. 「駿青男士佈道體驗」專為弟兄而設，19/10(三)
晚上及5次週四晚上27/10，3/11，10/11，17/11，
24/11，包括男士專題講座及佈道實踐。費用每
位HK$150。

註*：優惠費用只適用於短宣校友、教牧同工、機構
同工、全日制神學生或講座一天十位或以上集體報
名者。

* 有關聚會詳情，請參平安月報短宣中心電子版

國宣消息及代禱：
1. 與香港短宣中心合辦一年一度「海外華人福音

需要分享會」
主題：所以你們要去短宣運動邁向普世宣教
日期：2005年12月13日(二)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香港短宣中心 
內容：短宣隊匯報、專題分
            享及為各工場分組祈禱等。

2. 第四屆國宣大會 暨 澳門短宣 及 國內體驗
日期：2006年7月10(一)-23日(日)

行程安排：「國內體驗行動」2006/7/10-14(五午)  
        地點：珠海

 「國宣大會」2006/7/15-16(日晚)  
    地點：澳門

                     「澳門遍傳短宣隊」2006/7/17-23(日午) 
              地點：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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