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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过去的一年之际，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独自去澳洲两次、整
年每天工作 12 至 14 小时，从未 “休假”。记得在悉尼机场入境事务
处时，执行人员微微笑地对我说， “你还非常行啊！”
这让我反思：没错，真的很行，拖着行李箱，又没有人护行！尤其
是看着两位已故家人生前患上老年痴呆症，还有两位目前身患此
疾，我的确要好好地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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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神如此眷顾我必定有其旨意，我除了感恩更要天天数算恩
典。的确，主的恩典 “不可胜数”。

崇拜聚会时间：主日早晨八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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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亲爱的读者，

1.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上个主日是班丹加略堂 34 周年感恩纪念日。诗人大卫提醒我们 “…
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诗篇 103：2) 又当记念
我们主的话， “ 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祈求今年的感恩奉献能赐福
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也不可忘记那些奉献者！愿神也祝福他
们！

我自己又是为着什么来感谢神呢？回顾过去，值得感恩的事项难以
数算！然而，当我仔细思考大卫王所说的话 (第 4 和 5 节) 时，我
想：神确实 ‘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并多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
冕’，以致于我 “如鹰返老远童”。倘若我要数算神的恩典， “其事不
可胜数” (诗篇 40：5) 。

2.
预告：
预告：音乐讲座
我们将在 8 月 3 日举办一个关于我们灵命安危所需的音乐讲座，这
讲座早就该办了。热爱音乐是每个人的 “天性”。这是撒但最清楚不
过的，所以利用它来谋恶。
谨记住，我们的仇敌魔鬼，就是 “这世界的王”，利用世俗的音乐，
如流行音乐、摇滚乐来诱惑基督徒。在 “当代基督徒音乐” (CCM)
的掩饰下，含有 “基督教字眼和特色” 的新歌被介绍给教会领袖，
他们进而带给了会友，特别是通过 “青少年团”。CCM 一旦进入教
会，藉着它的顺口力量，有如发酵剂，败坏了整个团体，更迅速地
感染了整个教会。CCM 有了立足之处，其他的会友就很难将它驱
除。CCM 藉着电子音器 (包括鼓) 的辅助，已经成了时下教会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如此轻易、毫不费力地，这世界接管了教会！

你说，这有什么不好！我却要说，有什么好？在 “不发一枪” 的情
况下，教会竟然被诱入敌人的领域！多么容易，只要以 “CCM” 带
动青少年，就能让摇滚乐和流行乐团 [如披头士 (Beatles) 、约翰·列
侬 (John Lennon)、保罗·麦卡特尼 (Paul McCartney)那班歌星]的那一
套世俗和不道德的论调融入教会。教会已经汲取了部分属世的 “文
化和生活方式”。

属灵操练（7 月份）
回想一下神在约翰壹书 2：15 - 17 的警言：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了
。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
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3.
“预防胜于治疗
预防胜于治疗”
预防胜于治疗
我写给所有爱 “生命之道 – 福音”的。 CCM 是 “伪装毒药” 。只要潜
入教会中的任何一个团体，即使只占有一个 “立足点”，教会被毁是
迟早的事。我们的仇敌是精明狡猾的！他从孩子与青少年下手：通
过他们之后，对付家长就 “不成问题”了。
这就是世俗生活方式和放纵的道德行为潜入教会的途径 – 走后门。
我们要如何警醒？谨守所有的门道：正门、偏门和后门。我们的仇
敌是精明的 – 比你想象的还要精明。
“音乐讲座”将在 8 月 3 日下午 2 时 30 分举行。这是花了许多工夫
和时间所筹备的。谨记住这个日期并出席。愿神祝福你们！

灵命激励

教会的肢体一起阅读同一圣经书卷，

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读经交流与分享。
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读经交流与分享。

金句背诵
金句背诵

（腓立比书 4: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腓立比书 4:12-13）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 箴言第 8 章到第 12 章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引言 – 据说启发课程的创办者是力克·甘贝尔 (Nick Gumbel)。
他的全名是 Nicholas Glyn Paul Gumbel。他的父亲来自德国斯
图加特 (Stuttgart) ，是纳粹时期的犹太律师。全家移居英国之
后，甘力克的父亲在新家园成为著名律师。甘力克的母亲缪丽
尔 ( Murial) 本身也颇享声誉。她在 1967 年至 1986 年期间服务
于大伦敦市议会，也是肯辛顿 (Kensington) 和切尔西 (Chelsea)
皇家自治市镇的市长。甘力克自称是无神论者直到就读于剑桥
三一学院时归主。他读遍新约之后说终于找到他毕生所寻求的
。1976 年 (生于 1955 年)修读法律毕业 之后，他跟随父亲一样
成为执业律师。在这其间，他定期出席骑士 桥(Knightsbridge)
圣三一布朗普顿堂 (Holy Trinity Brompton church)的崇拜。在
1982 年，他宣布放弃律师业务并接受英国教会的圣职受训。
1983 年，他在牛津威克里夫学院 (Wycliffe Hall in Oxford) 开始
神学课程。经过一段时间谋职不成之后，在 1986 年回到他本
来的教会，伦敦圣公会圣三一布朗普顿堂担任副牧师。在 1987
年受命成为牧师。他于 2005 年正式任命为教会牧师。由于他
藉启发课程对广大教会的贡献，他获颁格洛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的荣誉博士学位。
［http://n.wikipedia.org/wiki/Nicky_Gumbel］

启发课程并非甘力克创办的。在他成为副牧师之前，教会已经
成立了启发课程。但是，他来到教会之后，极力发展改革并将
它推广遍及全球直到今天的地位。
［http://n.wikipedia.org/wiki/Nicky_Gumbel］因此，他被称为现
行启发课程的 “创办者”。

…待续（第 9 页）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 接续（第4页 )

启发课程内容 – 若要了解一个人的教导最好是先了解
他的背景。它们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为了要了解神的宝贵
、神圣话语。个人的神学背景以及他所联系的圈子，这一切
能透露相当多关于他个人以及他在神之真道的教导。
评论单张 “为什么信耶稣
为什么信耶稣？
为什么信耶稣？” – 要评论启发课程就要以神的话
语作比较而不是以其他宗派作标准。这是公平的方式。甘力
克写了一本书 “为什么信耶稣？”，其实这是传福音的单张。
单张的主要重点是神的爱。它有足够的 “圣经真理”比如神的
爱，也引用经文如约翰福音 3：16，使它看起来像一张传讲救
恩的单张。它的表现手法很合乎逻辑。甘力克从基督徒需要
和神建立关系开始。他接着提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神。他说人
的内心空虚，除了神以外，这是无法填补的空洞。唯有神才
能满足人对生命意义与目标的渴求。人渴求死后的生命、人
渴望被宽恕。甘力克的问题在于他似乎不敢应用 “罪”这个字
眼。他引用的罗马书 6：23 有 “罪”字但是他自己却完全不提
到 “罪”。他尽量避免用 “罪”字而以 “错”代之。耶稣降世为世
人的罪而死是圣经的教导。要传讲福音不可能不先提到世人
都是罪人。全人类不仅是罪人而且是完全败坏的罪人，不能
自救。甘力克逃避应用 “罪”字就足以判他传讲另一类福音。
因为他以 “错”替代 “罪”，所以很难判他传假福音之罪。他的
确淡化了福音信息以迎合众人的心意。这比起灵恩派所传讲
假的健康与富贵的福音更危险，因为这很明显是假的福音。
然而，甘力克在启发课程所教导的福音的错误微妙得难以觉
察。若不畄意而接受了甘力克的 “基督”，以为自己得救了，
实际上很可能是没有。

待续（夹页 A）

接续（第夹页 A）

接续（第 9 页）
很明显的，甘力克也没有提到地狱是那些不在基督里并死在罪中的最
终去处。在传讲福音时提到地狱是有多重要呢？耶稣在马可福音 9：
43 – 48 中说， “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 44 你缺
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45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 46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
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47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
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 48 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只有在罪与死与地狱被解释清楚之后人
才会变得虚心，而真正的救恩始于虚心。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花了
3 章长的篇幅 (罗马书 1 – 3)有力地证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
耀！ 甘力克这冗长的单张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这一点。

甘力克对基督的描述也不完整。也没有阐释基督是童女所生以及基督
是完全的神与人。他也没有引用经文加以证实基督的神性与复活，反
而引用人的言论，如 C ·S ·路易斯 (C S Lewis)、英国首席大法令勋爵
(Lord Darling) 所说的话。无论是多伟大的人，他们所说的话绝对不能
替代神的完美话语。若不解释基督是完全的人，甘力克又如何解释耶
稣是最配得为任何人死？甘力克所讲的基督救恩信息迏不到圣经的标
准。此外，他也没有强调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却在这个事实
加上行善或以人的传统与教会传统，这些完全是错的。

…待续（第夹页 B）

甘力克解释相信基督之后能获得 “自由”。自由包括摆脱罪疚、摆
脱犯罪的习惯和摆脱恐惧。可是他漏掉信徒得到的最重要 “自由”
就是摆脱了罪的束缚、死亡和地狱。罗马书 6：23 说， “因为罪的
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
生。”

根据甘力克，得到 “救恩” 之后， “信徒”可以自由地认识神、爱人
并且洗心革面。甘力克针对认识神的自由的解释与圣经相差不
远，因为他说 “我们犯的错成为神和我们之间的障碍。以赛亚书
59：2 说： ‘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藉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
死，拆除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阻隔，使我们得以与创造主建立关
系，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会在我们心中确认这种关系，并帮助我
们亲近神，认识神。圣灵又会帮助我们祷告，让我们明白神的话
语 (圣经)。”甘力克所说的看起来似乎是正确。但是，最该谈的
“罪”以及信徒已经与基督同死所以圣洁对在基督里的信徒而言是最
重要的而基督就是改造基督徒的却完全没有提到。类似这样在一
些分量的真理中混入遗漏差错的微妙错误使得甘力克的福音吸引
了灵恩派、新福音派以及罗马天主教。人知道他与神建立了关
系，这是按他自己的心意，他的旧人仍然存在，外在的改变只不
过是一些自我积极想法的心理幻觉毫无永恒价值。

（待续 28/07/2013）
摘自2013
摘自2013年英语崇拜周刊
2013年英语崇拜周刊（
年英语崇拜周刊（郭全佑牧师）
郭全佑牧师）

夹页 A

夹页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