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挾制到順服的夫婦關係 

       

I.彼此挾制的夫婦關係 (創3:16) 
A. 社會現況 :

莎士比亞有一句名言：「弱者，你的名字是女
人」，恐怕在今天的社會中，不再有人敢提出此言
了。一位在醫務所工作的人員指，以往多是母親帶
小孩來求診，現在多是父母一起來，更是做父親的
抱著孩子。另一位教師也指出，打電話到學校替子
女請假的多是丈夫們呢！事實上，女性在社會中佔
有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是好的事情，可是卻又帶
來不少問題，如單身的職業女性越來越多，離婚率
也是不斷上昇，引發單親家庭的青少年問題。
（究竟，問題出在那裏？）

B.根源問題 
    當人犯罪後，神給女人的處罰是“你必戀慕你
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戀慕”在New Living 
Bible Trans 譯作“desire to control”。雖然女人渴望
控制其丈夫，結果反要被他所控制。在第四章中，
這字也用以描述該隱如何被罪所控制。當人失去了
與神的關係後，便失去了人被造的根源，失去安全
感，失去生存的意義所在。其內心不滿足，只好四
處抓東西來填補內心的空洞，這份控制的慾望便無
止境驅使她去改變對方以滿足自己。這不單發生在
夫婦關係上，也發生在一切人際關係上，越是親近
就越出現問題了。

C.女性的問題 :
曾有某位姊妹常常指其丈夫如何如何不是(由

無手尾到不了解她)，用盡方法怎也改變不了他，
結果，抑壓著的脾氣便不久又發作一次，每次都深
深地傷害了彼此的感情，甚至有一天，其夫坦言他
與妻子間再無感情，只有責任。多可惜，又可怕呢
！問題出於何處？是因我們忘了，只有神能作改變
人。也因我們忘了，愛是給對方自由的空間而非控
制他/她。正如String的歌曲中有一句歌詞'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D.男性的問題 ：

男士們也好不了多少。本是萬物的治理者，神
的代表，現在淪為奴僕，日做夜做，汗流滿面才得
糊口。在失落安全感和自尊下，會以控制妻子為成
功的象徵。神所指的“丈夫管轄妻子”正好是這情
況。在昔日男尊女卑的社會中，男士多多少少也佔
了不少優勢和上風。可是，在今天的社會中，男士
可不知如何自處了。有一位弟兄，常常對其女友作
不太合理的要求，諸多管制，目的其實是要証明對
方是愛自己的，是為了給自己多些安全感。

E.子女的問題 ：
結果，作子女的在這樣的家庭氣下長大（更慘

的是父母親早難婚了），又怎會有安全感呢。有時
，父母更會因改變不了對方，而將過多的寄望放在
子女身上，像“千萬不要像你父親”等說話是常見
的。 
（那麼，信徒如何能改轉這種命運，將咒詛變為祝
福呢）

II. 靠聖靈更新的關係 (弗5:18-25) 
A. 被聖靈充滿 ：

很多人讀這段經文都會抽離上文，其實，被聖
靈充滿是關係更新的關鍵所在。被聖靈充滿是何解
呢?可參看上文3:16-19，便明白人內心的空洞必需先
被神的愛所滿足，便不會再以控制對方來填補內心
的空虛了。

對妻子而言，不是要求丈夫明白了解我，神了
解明白我便心足了。（剛過去的星期三，我也為女
兒的管教問題很覺受屈，但丈夫怎也不明白，放下
電話後哭了出來，但再反思其實他真不易明白我心
，主明白便足夠了，主會幫助我的，內心頓時滿有
平安。）對丈夫而言不是要求妻子處處順服我，我
便有面子了，而是因神愛我，便是我的價值所在了
。對單身者而言，不是快快找個伴侶去填滿我內心
的空虛，乃是神成為我的滿足。如詩篇所言，要以
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詩 37:4]
。否則，有了配偶只會做成更多問題。（在彼此順
服的學習上，夫婦關係是首先要具體一點作為教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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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堂消息及報告

1. 聯堂祈禱會將於10月8日早上8:30-10:00假界限街堂
舉行，主題：「長執培訓」。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共同為教會守望。

2. 10月21聯堂長老交通會議決事項：
議決一：聯堂長老交通會暨聯合事工委員會會
員大會改期案

通過原訂於12月舉行的聯堂長老交通會改
於11月25日晚上7:30-10:30仍假界限街堂舉行，
並同時舉行聯合事工委員會 EGM 及 AGM。

議決二：對本堂代表與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
交通案

通過本堂代表所表述三點，為本會立場：
1)  我們重申：按聖經標準，天主教為異

端。
2)  我們不認同基督徒可以裝香祭祖，認為

此舉抵觸聖經不可拜偶像的誡命。
3)  我們了解到建道神學院的神學生可借

閱天主教聖神修院圖書，是由於共用圖
書系統提供了這項服務，以方便各校神
學生互用資源，取得一手資料作神學研
究，並不存在鼓吹接納天主教的目的。

議決三：牧職神學院改組會員制案
通過牧職神學院於2006年1月起改組為會員

制，只限平安福音堂堂會參加。各堂會若未於
05年12月31日前表達不入會意願，便自動成為
學院會員。日後堂會加入或退出，悉依章進行
。而因改組須作修章事宜，邀請聯堂幹事協助
辦理。

決議四：有關聯堂聘用助理幹事案
通過短期聘用助理幹事至明年三月底。至

於有沒有長期聘用需要，交由梁耀權及何子僑
審視並遞交建議。

決議五：有關非傳道職級年假修訂案
通過非傳道人職級同工一律年假為14日(工

作天計)。累積年假上限為28日，前累積超過此
數者需於07年年底銷假，否則自動注銷。本決
議案於06年1月1日起執行。

3. 明年四月為牧職神學院十週年院慶，將有不同的
感恩與慶祝活動，其中一項為「logo設計比賽」。
是次設計比賽歡迎平安福音堂各堂會肢體參與，
截止日期為：31/12/2005。得獎作品將被用作於十
週年慶典宣傳及作品等方面，而獎項將於明年四月
慶祝會中頒發。有關參賽詳情，請到下列網址瀏覽
http://www.hkcmi.edu/10cele及下載有關表格。

4. 2006年聯堂培靈會將於9-11/3/06舉行，主題是：蒙
恩的腳蹤。籌委為了配合培靈會，期盼弟兄姊妹在
屬靈生命得著更好的建立和激勵，將會出版一本見
証集，現向各堂肢體公開徵稿，投稿指引如下：

   見証集文章分三個主題：(i) 屬靈追求(ii) 傳福音(iii) 
人人事奉

   須 用 電 腦 稿 件 投 稿 交 電 郵 ：
nicolelo_0101@sinaman.com、pansylee2003@yahoo.co
m.hk

   每件投稿字數以1200字為上限。
   見証稿件截稿日期2006年1月29日
      見証稿件刊登權，最後由籌委決定
5. 各堂近況、人士變動 / 幼稚園近況

  1) 大埔堂提名陳國明弟兄為長老，區長老代表
已與之交通，並由聯堂長老會接納於11月開
始鑑定。

  2) 大圍堂已聘吳基培弟兄為傳道人，10月上任
  3) 西灣河堂擬遷堂，正洽購鄰近兩層每層接近

5000平方呎的單位，開價1200萬元。

    本來不認識，農忙時幹活，農閒時多做主工，總
之各忙各的，而農村車費貴，打電話要付費，以致
心裡有話大多憋在心裡，尤其是弟兄。學員願意信
任對方，吐露個人事奉和家庭的需要，而且是刊印
在文字上，是十字架促成的大突破。以往彼此不相
往來，甚至喜歡傳講聽來的負面話，並且加鹽加醋
，加以論斷，耳朵和嘴巴成了撒旦打擊真葡萄樹枝
子的工具。
    《家書》上有許多家人的名字，看著，一個一個
如在眼前，以往跟他、他們同在的時光，他(她)，
他的將來，他的家人，他的事奉，他的教會……，

不只是想念，是感恩，是守望，是……
    三人小組提出：教會缺乏講道工人，需要核心同
工，興起守望禱告，興起宣教傳福音的工人，興起
治理的同工，興起主日學工人，為在XX興起傳福音
的工人禱告，為同工彼此搭配禱告。
    三人中其中一人提出：“為去XX、XX地區開展
福音事工禱告：求主打開傳道的門、求主按祂的旨
意引導、求主預備開荒佈道配搭的同工；為女兒的
侍奉、生命、婚姻禱告，求神興起她、使用她。”

 (鄭崇楷代筆)



全體會眾，幸好紇特逃脫，跑到奧大利，在那裡
建立無數教會。可是不久，奧大利教會又遭到大
逼迫，弟兄會因而四散。在泰羅和哥士有一千人
被燒死、或斬首、或被浸死。紇特卻在樹林裡開
聚會，有一次他和四十幾人擘餅記念主，士兵又
來捉拿他們，紇特就被燒死。林斯城的施皮特邁
亞（Ambrosius Spittelmeyer）為忠心看守教會之
故，沒有逃難，因此他和七十多位弟兄一同被殺
。

紇特死後，他的領導地位就給漢斯曼德爾（
Hans Mandl）補上。他在泰羅為四百人施浸，三
番四次下獄，又逃獄成功。最後他在樹林中領導
一千人聚會，結果被捕，和幾個人一同被判燒死
。死前，他寫信給教會，說：「他們要判我們死
刑，我們就可以向神還願了。我們心中充滿喜樂
，樂接接受這一切。」

這些弟兄們帶出美好的見證．但各地的弟兄
會之中，也有壞份子的。一五三五年，閔斯特城
（Munster）的弟兄會就有兩個荷蘭人，一個名叫
馬提斯（Jan Mathys），另一個名叫李頓約翰（
John of Leyden）。馬提斯自稱先知，他成功控制
了該城的巿議會，通過一條法律，定規人人都要
受浸，否則就要被放逐或處死。有人起來反對，
結果，馬提斯就戰死沙場。他死後，領導權由李
頓約翰掌握．他宣稱得了異象，解散巿議會，由
他一人獨攬大權；又宣稱有一天要統治全世界。
但他為想多娶一名美麗的妻子，突然宣佈實行「
多妻制度」．雖然人們力力反對，城內也因而發
生內戰．李頓約翰就乾脆稱帝，建立「鍚安帝國
」。結果，天主教派來大軍，將全城三百多人全
部屠殺。李頓約翰和其他領袖，則判以酷刑，屍
首綁在鐵籠裡，掛在聖林拔大教堂的塔尖上。

著名的門諾弟兄會也是在這個時代產生的。
當時因為閔特斯事件，各地弟兄會也因而有了嗅
名．不少弟兄四散。門諾西門（Menno Simon）
甘冒危險，四處探訪四散的弟兄們，扶持他們，
重新建立教會，人稱他的教會為「門諾會」。他
原是天主教一名神父，因著主持彌撒，而感到良
心不安，認為那不可能是主的身體和血。後來從
聖經中得到證實，餅和杯只不過是為「記念主」
而已。有一次他看見一個弟兄會傳道人，勇敢地
為堅持浸禮而被判斬首，他就研究聖經，要知道
浸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結果被聖靈光照，到處
以聖經真理來教導人．並且放棄一切，一貧如洗
，並不貪圖安逸，甘心過著四處逃亡的傳道生活
。最後到一五五九年才安然去世。

此外，為信仰殉道的弟兄會領袖，還有許多
．就如德樂赫爾（Thomas Drucker Von Imbroek
），他死前寫信給教會說：「他們向我們施以酷
刑，要我們說出，在我們當中教導的人是誰……

．他們又逼我承認嬰兒洗禮，但我一句也不回答
他們……。主曾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
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
是我的朋友了。』現在看來，我還要受許多苦，
但一切都在主手中，願主的旨意成就就是了。」

這些弟兄們，為了甚麼而被長老會、路德會
、和天主教殺害呢？就是為了「浸禮」、「擘餅
記念主」、「聖經最高權威」、「弟兄稱呼」、
「自由敬拜」、「不讓教會世俗化，不參與政治
」、「反對動刀槍和訴諸法律」、「反對隨便起
誓」等。今天我們承受了從他們傳下來的使命，
為持守這些真理，我們也應該擺上自己。但筆者
非常擔心，今天我們所接受的神學教育，和面對
四圍不斷影響著我們的「新福音派主義」，我們
很快就隨波逐流，失去我們的信仰特質。但願主
在我們中間興起勇士，以生命來維護真理。

吳主光

 華人腳蹤
來自農村的家書

     感謝神，賜我許多非血緣關係的家人，想起那些
在農村的家人，心裡感恩不住。看到他們，想起他
們，心裡滿足、也百感交集。
    中國農民貧窮、無知，天父卻給他們善良、受教
。主耶穌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
   “我來自江西農村，四年前來深圳打工，信主的
同事向我傳福音，幾位主耶穌的門徒栽培我，教我
讀聖經，愛護我勝過我的家裡人。一年後，最先最
關心我的姊妹，成了我的妻子，主賜給我們的兒子
取名穌愛(因為我們很喜歡弟兄的兒子取名叫穌望)
，一歲多了。我們家家徒四壁，但活得很開心，特
別是與信徒相聚和自己讀聖經時，聖經我讀了八遍
了，神的話常滋潤我心靈。這三年我在電器店工作
，最近有很多空閒時間，我常思想：主給我以後的
人生方向該是什麼？就這樣子一家三口平穩地一天
過一天嗎？幾天前，老師建議我，全家專心走全時
間事奉主的路，要我跟妻子商量。老師說，這事奉
其實是個屬靈實戰的操練機會，在果園作園丁，並
且幫助有壞嗜好的男人重獲新生。我廣東話說不好
，內向，對老師的推薦既喜且憂。教會長輩鼓勵說
：最重要是主的帶領，夫婦同心，對這工作有負擔
。跟妻子商量，她贊成，我越禱告越平安。感謝主
，給全家（妻子、教會和果園負責人）支持我，踏
上祂喜悅的路。”
    日前收到來自東北的第一封《家書》，是15位學
員，兩對夫婦和一個三人小組寫的代禱事項。《家
書》的分發對象是學員和老師，讓大家彼此多認識
，並且互相守望。這肯定可以消除學員之間的隔膜
，減少撒旦工作的機會。

B.妻子的順服
順服本是軍事用字，指將自己置於他人之下；

這字原文是關身語態（middle voice），指一個自願
和自發性的行動。這不是地位的高低，只是角色的
不同。讓我打個比喻，就算曾特首違反的交通規則
，交通警察也有權叫停他的車子，因這是他的職責
所在。這也不是指大男人主義，男士們處處要妻子
聽從他。乃是妻子因敬畏神而主動願意順服丈夫，
相信這是神會祝福的。昔日看《永不止息》一書時
，滌然女士一段分享很感動我，節錄如下：「每次
我跪下禱告的時候，聖靈就光照我，讓我看出自己
的錯。不論我怎麼自以為有理，一到睡覺前跪在床
前晚禱時，眼淚就不停地流下來，看到自己驕傲，
剛硬，種種的罪。有時，我真不願意跪下去禱告，
我不要看見自己的錯，我只要看對方的錯。…認完
罪後，我還不甘心，常問主：他呢，你不是也該逼
他認罪嗎？每次都是我屈服，那他以後不是更欺負
我嗎？主只說:別人的事你不用管，我自會鍛練他的
了！」滌然對主的心很感動我，我很羡慕她對主的
單純。她的分享也很深地影響我日後如何處理與丈
夫之間的衡突。讓我不覺得退讓是認輸和愚蠢的表
現，反認定能勇於向神認錯才是神所喜悅的，必蒙
主的賜福。主實在也讓我不斷經歷祂的信實。

 C.丈夫的愛 
何以能用愛替代操控，真是有賴聖靈在人心中

的工作。一位弟兄，表面看他很溫柔，不料當他提
及信主前的夫妻關係，真叫人吃驚。他分享到昔日
與太太婚後移民加拿大，因適應問題常常跟太太吵
架，每次爭吵後也很懊悔，向妻子說對不起，可是
，過幾天又再次吵架，活得很痛苦。但當他信主後
，每當他想發脾氣時，他都想到神要祂愛妻子，照
顧保護她而不是傷害他，他的心便軟下來了，說不
出一句話。當弟兄分享這經歷時，還連聲說他做的
也不足夠，因他與主耶穌的愛相去甚遠。其婚姻之
甜密，真叫我們在坐的肢體羡慕不已。世人常說：
「他/她愛我多些，我便愛他/她多些吧！結果，今天
的離婚率出奇地高」。信徒則不同，我們會說：「
不論他/她如何，也學習愛他吧！若有不值得的，願
主親自回報我」。結果，婚姻之愛得以不斷的進深
，彼此享受對方所付出的！

結語 :
無論你是結婚或將要結婚，願聖靈以主的愛充

滿你，使你在婚姻的生活中得著真正的快樂和滿足
。

羅錦庭、何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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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弟兄殺弟兄慘劇（之二）

宗教改革之前，不論馬丁路德創立的「信義
宗」、加爾文和慈運理的「長老宗」，都受到弟
兄會的弟兄們在真理上激勵，和在對抗天主教上
的支持．可是，等到信義宗教會，和長老宗教會
脫離了天主教，能以自立和得到一些北歐國家支
持，並成為這些國家的「國教」之後，他們就以
最殘酷的手段來逼迫和屠殺弟兄會的弟兄們，這
是何等可悲又可惜的事。上一期我們報導過弟兄
會的著名領袖漢斯登克、撒特拉、歐頓巴克三人
，一直被人中傷、趕逐、逼迫、最後殺害．其實
他們只不過是許多受害的弟兄中的幾個，所以今
期筆者試圖簡介這時期各地著名弟兄會的領袖，
怎樣為主殉道，好讓大家知道，弟兄會早就遍佈
整個歐洲各地，非常興旺．只不過弟兄會從來沒
有總部、沒有主教、沒有有形的組織、沒有參與
政治、沒有發表過代表性的神學思想……，所以
在歷史上一直鮮為眾人所注意。

當慈運理使瑞士以長老會為國教的時候，弟
兄會的一位領袖穆勒爾（Muller）就被捕，帶到
法院受審。他對法官說：「不要強迫我的良心…
…，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的信仰。神的奧秘原是
像地裡的寶藏一樣，只有一部份有主的靈引導的
人才能找到．其餘找不到的人，沒有理由殺害那
些找到的人。」但法官充耳不聞，將他處死了。

肯略加里布（Conrad Grebel）、腓力士曼斯
（Felix Manz），和巴拉洛（Blaurock）三人都是
弟兄會著名的領袖，在瑞士蘇黎世影響極多人接
受浸禮。巿議會因此下令，全體巿民必須在八天
之內，將兒女送來接受洒水洗禮，嚴禁浸禮。結
果巴拉洛直斥慈運理，說：「你以前經常向天主
教辯說：凡不是出於神的話語的，都亮無價值；
但你現在所說的，許多都不是根據神的話語，你
卻狡辯，說嬰兒洗禮是出於與神相交而得的啟示
。你以前反駁腓伯主教那些有力的話語，現在都
到那裡去了？」可是，巿議會將巴拉洛毒打，然
後燒死；又將曼斯和其餘三十四人被「浸死」。

另一位弟兄會領袖雅各紇特（Jacob Huter）
，在帶領擘餅記念主聚會的時候，士兵進來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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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童村開幕禮
感謝主！「三明市華恩兒童村」已落成並順利

收樓，9月第一期收生29人。謹訂於12月3日正
式舉行開幕典禮。現邀請各會員及「會員堂會
」派員出席參加，共銘感恩！

2. 步行籌款
10月29日(六)山頂籌款步行已順利舉行，約有
4百多人參加。現請各參加者於11月19日之前
將所籌得款項或以支票，或入華恩在匯豐銀行
(HSBC)戶口 : 127-164697-001的銀行收據，連
同籌募表格寄回本會。

3.  “中國兒童村愛心體驗團"
本會為使關心人士更明白兒童村工作，特組
團探訪「三明市華恩兒童村」及閩侯「善恩園
」。順道遊覽當地景點。日期： 2005 年12 月
22-27 日。團費：住宿賓館者$2,300，住宿兒
童村者 $2,000。截止報名日期：11月13日(名
額有限，先到先得。)參加者務須出席簡佈會
： 2005 年11 月18 日( 星期五) 晚上7: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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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校週會邀約分享華恩異象與需要。
聨絡電話：9746 3089 (鄭潔雯姊妹)。

牧職神學院：www.hkcmi.edu

一. 學院消息
1.  十週年校慶預告－ 學院自1996年4月開始於大

埔大芒輋兩幢村屋開課，然後輾轉至元朗牛潭尾攸
美新村「真賜教育園」校舍；再於2000年搬遷至小
瀝源都會廣場七樓至今。經歷神恩典的引導已差不
多十個年頭，明年的4月便是本院十週年慶典之時
；屆時將會有感恩慶祝，誠邀各堂肢體與我們同頌
主恩。

2.  「牧職獻身日」：為您提供一條探索委
身的途徑！ 日期：2006年1月13日（星期五）
時間：早上9時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牧職神學院
對象：探索或考慮全職事奉、有意接受神學裝備   

的信徒
內容：體驗神學生的生活，一同上課、早會、午膳

，參觀校舍及宿舍，並有課程介紹、獻身座
談等。

查詢：26507181（黃艷影姑娘）
二.  同工代禱

1.  張佳音院長將於11月初離港，並將於美加主領一連
串的聚會，然後回芝加哥專心畢業論文的寫作。

2.  院務同工黃錦明弟兄在工作期間，突然暈倒，送院
後證實心肌梗塞學，現已做了心臟導管手術，請記
念弟兄的康復及日後工作的適應。

3.  校友張秋勻同學證實患上肺癌，經詳細檢驗結果，
肺的腫瘤其實不太大， 但因接近大動脈而不能動
手術，此外，又發現淋巴已受影響，需要盡快做化
療，求天父保守她的一家。

三. 聖誕溫州體驗團
日期：2005年12月23至27日 11月23日截止報名
領隊：謝成光弟兄 費用：3,500元（因聖誕節期間，費
用上或會有少許調整）
行程特點：

體會國內教會的聖誕氣氛與佈道機會，；認識溫州教會主
日學事工發展；了解溫州商業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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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心嶼等美
麗景色。
歡迎教會以短宣體驗方式集體報名參加

四. 其他課程
長執牧職文憑課程「綜合研討會(三)」
日期：2005年12月18日（下午3時－5時）
講題：「長執及事奉人員如何
面對家庭、事奉、工作的壓力」
講員：蕭宏展醫生（精神科醫生，著有《自
閉的天空》、《躍出深淵》等書，深獲好評）
歡迎事奉人員參加，有關報名及收費詳情，請致電學院與
黃智生弟兄聯絡。
專題證書、普及證書課程

課程 日期 地點
新 約 背 景 － 馮 啟 榮 弟 兄 29/12; 5,12,19,26/1; 2,9/2

週四晚7:30-9:30 界平

苦罪懸迷－約怕記

李 穎 蓮 姊 妹

3,10,17,24/1; 7,14,21/2 
週二晚7:30-9:30 太平

淺論不同宗教對死後生命的探索

黎 錫 華 弟 兄

9,16,23/1; 6,13,20,27/2 
週一晚7:30-9:30 學院

姊妹證書（聖經研究）
課程 日期 地點

個 人 成 長

陳 梁 頌 玲 姊 妹

5,12,19/12;9,16/1

週一上午9:10-11:10
本院

路 加 福 音 中 獨 有 信 息

謝 曾 惠 芳 姊 妹

8,15,22,29/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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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政財報告
10月份常費收支表（至 24/10/2005）

本月總收入 459 ,328 .08

本月總支出 556 ,979 .10

本月不敷 ( 97 ,651 .02 )

上期調整數 ( 181 ,724 .70 )

累積不敷 ( 279 ,375 .72 )

院址供款（10/2005-2011）5,186,585,27  待還肢體
免息貸款$900,000.00

學校事工--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1.   「青衣及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均聘請全職書記，
應徵者需有事奉心志，能操作電腦及中文打字，薪
酬面議。 如有意應聘者，請致電青衣2484 7481 黃主
任或牛頭角2776 9285 李主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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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及代禱
1. 近日天氣轉變，求主保守同工及短宣、倩青、

長青、晚青、駿青各類訓練的學員有健壯的身
體及美好的靈性，積極與人分享寶貴的福音。

2. 本中心與「深順長元太荔大」區平安福音堂於
24-27/12/05(六至二)合辦「聖誕短宣體驗日營」
，內容有佈道訓練及實踐傳福音，願主的愛激
勵更多弟兄姊妹參與佈道行動，在這世代為主
作見證，領人歸主。

3.    本中心近月財政嚴重不敷(截至9月底累積不敷約
HK$40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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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體驗日
        在2005年9-11月期間，設有「短宣體驗日」，

讓你了解短宣之課堂及佈道學習，與短宣出擊
佈道，體驗與主同工的喜樂，藉此機會加深認

識和了解「短宣運動」。報名查詢，請與教務
部聯絡。

2. 福音三人行
        透過三位不同範疇的學者，從信仰、心理及科

學的領域，表明福音的真實性
        和超然性，使基督徒與未信者對話時，讓未信

者深思福音的好處。
        日期：12/11/2005（六）時間：下午2:30-5:30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講員：吳宗文牧師、余德淳先生、吳宣倫博士
        收費：每位HK$90；優惠費用每位HK$70*；講

座當日報名每位HK$110
3. 尋道@福音.策略 
        如何與道教徒分享福音重點，並探討向他們傳

福音的策略。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

香港短宣中心
        日期：17/12/05(六)   講員：

吳宗文牧師
        費用：每次講座每位HK$60；優惠費用每位

HK$45；講座當日報名每位HK$75
4. 分區倩青佈道體驗－倩青基礎班
         地點：上水區 時間：上午9:30至中午12:00 

 費用：每月$300，全期合共$900
         日期：2005年12月至2006年2月（為期三個月）

逢星期一及三上課和實習
5. 第二十屆聖誕短宣體驗日營
        日期：2005年12月24-27日(六至二)  

佈道地區：深水埗區
        費用：HK$500（包括課堂講義、佈道材料等，

另請自備膳食費用及車費）
        佈道形式：街頭、公園、食肆、交通工具、報

佳音、福音探訪、佈道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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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05年12月13日(二)晚上7:30-9:30與港宣合辦一

年一度公開性的「國宣見證會」，本年度主題

為「所以你們要去短宣運動邁向普世宣教」。
內容有短宣隊匯報、專題分享及為各工場分組
祈禱等。

2.     招募2006年3月9(四)-22(三)日之越南、柬埔寨、
塞浦路斯外地短宣隊隊員。

        事奉內容：與港宣學員配搭事奉，到當地華人
教會作探訪、佈道訓練及福音遍傳工作。(詳情
請瀏覽網頁或致電查詢)

3.     2006年7月10(一)-23日(日)第四屆國宣大會 暨 澳
門短宣 及 國內體驗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地點
：珠海及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