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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乍看本文之標題，有些不對
題。生病並非是件好事何有感
恩可言？若讀者細讀下文，必
定會同意，筆者沒有標錯題。

(一) 四月南美之行遇阻滯 
    半年前就計劃，將於今年四
月到阿根廷，幫助當地華人神
學院教兩門課程，接著到巴西
參加泛美大會。這次不但我和
師母一起去，還邀請住在印尼
之小弟(充當攝影師)同去，我
們機票都買好了才知道：持美
加護照，需要巴西簽證；持印
尼護照需要阿根廷簽證。弟弟
在印尼雖托旅行社辦理旅遊簽
證，阿根廷諸多要求，若住旅
館，要旅館訂房之証明，若住
朋友家，該朋友必須阿國居民
身份証及邀請信。雖然照一切
需要呈上，到動身前三週, 仍遲
遲未出簽證；而我們申請的巴
西簽證，看來簡單，在網上申
請即可。焉知申請時，諸多挑
剔，嫌照片不夠清楚，或說當
附件寄上時，必須用高密度掃
瞄 (high resolution)。我們試過
四次用不同掃瞄器，仍然不合
用。
    這時，回到我個人的肝臟問
題。兩年前開始，查出有不正
常細胞，約有1.4cm之大。每半
年照CT掃瞄，每次患處增大到
1.8cm，甚至到2.4cm，我的家
庭醫師要我去見肝專科。拖了
四個多月才約定見面，專科醫
生細查我的病歷，建議我去見

另一位資深之肝專科。這資深
之肝專科，本來願意遷就我四
月份公幹計劃，延到五月才跟
進，但我的家庭醫生及內人再
三勸說，醫病要緊，四月份的

工作行程需耽擱下來，我就決
定取消四月份之行程。
    過了三天，早上三點鐘，鄭
師母突然睡夢中驚醒，心胸劇
痛，一股熱氣由腹部直上胸背
及頸項，幾乎喘不過氣來。我
手忙腳亂，即刻叫十字車，送
師母到附近醫院急診室。經過
半天各樣檢驗，終於發現血漏
出心臟表面，即刻轉送到有心
臟外科，可施手術之大醫院。
心臟專科懷疑心臟流出血液之
大動脈有裂痕而出血，建議立
刻動大手術。四月六日下午，
及十日下午，前後做了12小時
心臟大手術。
    鄭師母開刀後送進特護病房 
(ICU) 十二日之久。師母在 
(ICU) 頭十天，我還早晚去醫院
探望她。師母第四天，護士才
停止給她鎮靜劑，人就開始醒

過來。她後來分享說，她醒來
的第一個反應是：怎麼是自己

躺在病床上？鄭牧師來探病，
而不是調轉過來？
    現在叫我回想起，四月份旅
程受阻不能成行，倒是個祝福
―神在冥冥中的安排。設想：
假如一切照原定計劃，我們倆
在阿根廷，師母心臟病突然發
作，在南美洲人地生疏，言語
又不通，怎樣去找醫院急救？
再說，醫藥費也不曉得怎樣去
支付。(按：據自己粗略估計，
師母在多倫多，施手術及住醫
院，至少要卅萬加幣)。

      
      

鄭貽富博士
感恩的生病記

這次經歷，再次印證順服神的
帶領者，總是沒有錯。所以說
這次生病是值得感恩，這是原
因之一。

(二) 手術後同入康復醫院 
    師母在ICU第十天，是我動
肝臟手術之日期，有二件特別
事項要提：
    (a) 我本告知我的肝臟外科醫
生，從四月到五月初我將去南
美，他說五月才幫我跟進，後
來我改變計劃，取消行程，要
求他盡快幫我開刀，他也即刻
答應，定於四月十七日。他說
要我即刻作手術前的各樣準備
工作，以便趕於預定四月十七
日動手術。
    (b) 小女思惠(sofia) 在美國紐
約，因準備六月中旬在意大利
結婚事宜，我和師母不想讓她
知道我們的病情，以免給她太
大的壓力。說來奇怪，我當時
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我們倆
的手術會順利進行，等情況穩
定，才告知女兒。
    後來家庭醫生講了句慎重的
話：這麼大的手術，應該讓女
兒知道。言外之意，開心臟手
術，不是沒有風險，萬一有何
不測，終身遺憾。故我在我肝
臟手術前兩晚，把實情一五一

十全告知女兒。第二日，女兒
及未婚夫由美國趕來多倫多。
四月十七日，他們倆陪同我去
動肝臟手術。回首看，幸虧他
們有來，三週左右時間，跑到
兩間不同醫院照顧父母，也幫
助處理日常事務，同時打聽出
院後的安排等等事宜。
    從我們進醫院動手術，到進

院療養，甚至到康復院，仕宣
教牧同工，弟兄姐妹，恩霖同
工，加協加神，渥太華華人教
會弟兄姐妹……，甚至由美國
威郡華人宣道會弟兄姐妹，不
辭勞苦，開車10至12小時，前
來多倫多探望我們，使我們真
受感動！憶起約伯，當他受到
極大試煉時，他的摯友們，遠
途過去陪伴，七天七夜，所謂 
"患難見真情"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我的肝臟外科醫生告訴我，
施手術後應該很快復元，住在
加護病房 (Acute Room，比ICU
低一級之護理病房) 三天，才
可到普通病房三四天，就應該
可以自理日常生活。還沒等我
開口，他補充說：你根本不需
要，也不會給你去康復醫院 
(Rehab Hospital)。這使我著急，
我若回家，不能自己開車，我
需要有人照顧，而師母去康復
院，我們會彼此担心。
    結果還是小女，周旋於兩間
醫院，與社工人員交涉，結果
奇蹟出現―兩間醫院同意我們
兩人，同日去同一間康復醫院
去療養。而且讓我們住四週之
久。我可以肯定，這不是偶然
的，而是神奇妙的安排。這是
生病要感恩，原因之二。

(三) 急病醫好而計劃照行 
    這次歐洲之行，對我們倆是
非常特別，是“一生一次經驗
”(Once in a life time experience) 
―將在意大利嫁女；接著，我
要在法國幫侄女証婚。另外，
我們的親戚與良友，有在印尼
的，法國及美國，都表示會去

參加。因此，師母非常細心地
安排。大家難免會想，這麼遠
道飛到意大利，印尼親戚們還
要費時費力去申請歐盟簽證 
(Schengen)才能成行，難道只參
加一天婚禮就回家嗎？何不趁
這難得機會，婚禮後來一個家
庭大團圓的旅遊行程。結果好
不容易找到適合我們日期，又
是大家同意的遊輪 (Cruise)。
    沒有想到，這種夢想成真，
是幾重難關之一。原來從婚禮
後到遊輪日期，還有五天空檔
時間，何不組織十人組之陸遊
團? 真巧，有人介紹在羅馬一
家基督徒旅行社。經接洽，該
旅行社忙中樂意幫我們特設一
團。他們把費用估計好，令我
們吃一驚，每人要付差不多一
千一百歐元，這與我們的構想
相反。我們是想找便宜，安全
又方便之陸遊團。
    這時，有人介紹法國華人經
營的 "經濟" 陸遊團，由巴黎出
發，長途車歷遊羅馬五六日，
開價是很便宜，但有許多費用
還未算在內，聽說他們包住的
旅館不很安全，我們團隊成員
對這一團很有顧忌。
    旅行團一般都有會他們的規
矩，一決定就要付訂金，而且
過不多久，要全付餘款。一簽
約，無論如何，不能取消和退
款，這叫師母感到很無奈，慶
幸得到兩個旅行社的諒解，同
意延遲到五月初才決定要不要
參加。
    焉知這猶豫不決的"難關"後
面，又有神奇妙的安排―我們
倆先後動手術。我們無論參加
哪一團，但對我們動過手術的
人，都可能成為一種 "壓力"。
旅行團為了照諾言，天天要趕
路或趕時間，這時我們倆老一
定吃不消。結果，還是由小女
及未來女婿來個折衷的辦法―
租住位於羅馬市中心，最利便

參觀景點的宿舍 (Apartment)，
把陸遊團改為既便宜，又富有
彈性之 "自由行"。
    我們特蒙恩准，四週在康復
醫院，從鍛煉腳力到手力，到

走十幾廿階樓梯，進展順利。
但想到出院回家，到原定飛歐
日期，只有半個月左右。按照
復元情況，我大祗上是沒有問
題。但師母的情況不然，她的
體力及氣力不算很充沛，加上

醫生一般認為，動了心臟大手
術後，通常要等三個月才能出
外旅行。這就成為我們面對第
三，且是最大的“難關"。若師
母不能參加"一生一次嫁女" 的
婚禮，那是難以想像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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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 "經濟" 陸遊團，由巴黎出
發，長途車歷遊羅馬五六日，
開價是很便宜，但有許多費用
還未算在內，聽說他們包住的
旅館不很安全，我們團隊成員
對這一團很有顧忌。
    旅行團一般都有會他們的規
矩，一決定就要付訂金，而且
過不多久，要全付餘款。一簽
約，無論如何，不能取消和退
款，這叫師母感到很無奈，慶
幸得到兩個旅行社的諒解，同
意延遲到五月初才決定要不要
參加。
    焉知這猶豫不決的"難關"後
面，又有神奇妙的安排―我們
倆先後動手術。我們無論參加
哪一團，但對我們動過手術的
人，都可能成為一種 "壓力"。
旅行團為了照諾言，天天要趕
路或趕時間，這時我們倆老一
定吃不消。結果，還是由小女
及未來女婿來個折衷的辦法―
租住位於羅馬市中心，最利便

參觀景點的宿舍 (Apartment)，
把陸遊團改為既便宜，又富有
彈性之 "自由行"。
    我們特蒙恩准，四週在康復
醫院，從鍛煉腳力到手力，到

走十幾廿階樓梯，進展順利。
但想到出院回家，到原定飛歐
日期，只有半個月左右。按照
復元情況，我大祗上是沒有問
題。但師母的情況不然，她的
體力及氣力不算很充沛，加上

醫生一般認為，動了心臟大手
術後，通常要等三個月才能出
外旅行。這就成為我們面對第
三，且是最大的“難關"。若師
母不能參加"一生一次嫁女" 的
婚禮，那是難以想像的遺憾! 

（下接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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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看本文之標題，有些不對
題。生病並非是件好事何有感
恩可言？若讀者細讀下文，必
定會同意，筆者沒有標錯題。

(一) 四月南美之行遇阻滯 
    半年前就計劃，將於今年四
月到阿根廷，幫助當地華人神
學院教兩門課程，接著到巴西
參加泛美大會。這次不但我和
師母一起去，還邀請住在印尼
之小弟(充當攝影師)同去，我
們機票都買好了才知道：持美
加護照，需要巴西簽證；持印
尼護照需要阿根廷簽證。弟弟
在印尼雖托旅行社辦理旅遊簽
證，阿根廷諸多要求，若住旅
館，要旅館訂房之証明，若住
朋友家，該朋友必須阿國居民
身份証及邀請信。雖然照一切
需要呈上，到動身前三週, 仍遲
遲未出簽證；而我們申請的巴
西簽證，看來簡單，在網上申
請即可。焉知申請時，諸多挑
剔，嫌照片不夠清楚，或說當
附件寄上時，必須用高密度掃
瞄 (high resolution)。我們試過
四次用不同掃瞄器，仍然不合
用。
    這時，回到我個人的肝臟問
題。兩年前開始，查出有不正
常細胞，約有1.4cm之大。每半
年照CT掃瞄，每次患處增大到
1.8cm，甚至到2.4cm，我的家
庭醫師要我去見肝專科。拖了
四個多月才約定見面，專科醫
生細查我的病歷，建議我去見

另一位資深之肝專科。這資深
之肝專科，本來願意遷就我四
月份公幹計劃，延到五月才跟
進，但我的家庭醫生及內人再
三勸說，醫病要緊，四月份的

工作行程需耽擱下來，我就決
定取消四月份之行程。
    過了三天，早上三點鐘，鄭
師母突然睡夢中驚醒，心胸劇
痛，一股熱氣由腹部直上胸背
及頸項，幾乎喘不過氣來。我
手忙腳亂，即刻叫十字車，送
師母到附近醫院急診室。經過
半天各樣檢驗，終於發現血漏
出心臟表面，即刻轉送到有心
臟外科，可施手術之大醫院。
心臟專科懷疑心臟流出血液之
大動脈有裂痕而出血，建議立
刻動大手術。四月六日下午，
及十日下午，前後做了12小時
心臟大手術。
    鄭師母開刀後送進特護病房 
(ICU) 十二日之久。師母在 
(ICU) 頭十天，我還早晚去醫院
探望她。師母第四天，護士才
停止給她鎮靜劑，人就開始醒

過來。她後來分享說，她醒來
的第一個反應是：怎麼是自己

躺在病床上？鄭牧師來探病，
而不是調轉過來？
    現在叫我回想起，四月份旅
程受阻不能成行，倒是個祝福
―神在冥冥中的安排。設想：
假如一切照原定計劃，我們倆
在阿根廷，師母心臟病突然發
作，在南美洲人地生疏，言語
又不通，怎樣去找醫院急救？
再說，醫藥費也不曉得怎樣去
支付。(按：據自己粗略估計，
師母在多倫多，施手術及住醫
院，至少要卅萬加幣)。

      
      

這次經歷，再次印證順服神的
帶領者，總是沒有錯。所以說
這次生病是值得感恩，這是原
因之一。

(二) 手術後同入康復醫院 
    師母在ICU第十天，是我動
肝臟手術之日期，有二件特別
事項要提：
    (a) 我本告知我的肝臟外科醫
生，從四月到五月初我將去南
美，他說五月才幫我跟進，後
來我改變計劃，取消行程，要
求他盡快幫我開刀，他也即刻
答應，定於四月十七日。他說
要我即刻作手術前的各樣準備
工作，以便趕於預定四月十七
日動手術。
    (b) 小女思惠(sofia) 在美國紐
約，因準備六月中旬在意大利
結婚事宜，我和師母不想讓她
知道我們的病情，以免給她太
大的壓力。說來奇怪，我當時
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我們倆
的手術會順利進行，等情況穩
定，才告知女兒。
    後來家庭醫生講了句慎重的
話：這麼大的手術，應該讓女
兒知道。言外之意，開心臟手
術，不是沒有風險，萬一有何
不測，終身遺憾。故我在我肝
臟手術前兩晚，把實情一五一

十全告知女兒。第二日，女兒
及未婚夫由美國趕來多倫多。
四月十七日，他們倆陪同我去
動肝臟手術。回首看，幸虧他
們有來，三週左右時間，跑到
兩間不同醫院照顧父母，也幫
助處理日常事務，同時打聽出
院後的安排等等事宜。
    從我們進醫院動手術，到進

院療養，甚至到康復院，仕宣
教牧同工，弟兄姐妹，恩霖同
工，加協加神，渥太華華人教
會弟兄姐妹……，甚至由美國
威郡華人宣道會弟兄姐妹，不
辭勞苦，開車10至12小時，前
來多倫多探望我們，使我們真
受感動！憶起約伯，當他受到
極大試煉時，他的摯友們，遠
途過去陪伴，七天七夜，所謂 
"患難見真情"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我的肝臟外科醫生告訴我，
施手術後應該很快復元，住在
加護病房 (Acute Room，比ICU
低一級之護理病房) 三天，才
可到普通病房三四天，就應該
可以自理日常生活。還沒等我
開口，他補充說：你根本不需
要，也不會給你去康復醫院 
(Rehab Hospital)。這使我著急，
我若回家，不能自己開車，我
需要有人照顧，而師母去康復
院，我們會彼此担心。
    結果還是小女，周旋於兩間
醫院，與社工人員交涉，結果
奇蹟出現―兩間醫院同意我們
兩人，同日去同一間康復醫院
去療養。而且讓我們住四週之
久。我可以肯定，這不是偶然
的，而是神奇妙的安排。這是
生病要感恩，原因之二。

(三) 急病醫好而計劃照行 
    這次歐洲之行，對我們倆是
非常特別，是“一生一次經驗
”(Once in a life time experience) 
―將在意大利嫁女；接著，我
要在法國幫侄女証婚。另外，
我們的親戚與良友，有在印尼
的，法國及美國，都表示會去

參加。因此，師母非常細心地
安排。大家難免會想，這麼遠
道飛到意大利，印尼親戚們還
要費時費力去申請歐盟簽證 
(Schengen)才能成行，難道只參
加一天婚禮就回家嗎？何不趁
這難得機會，婚禮後來一個家
庭大團圓的旅遊行程。結果好
不容易找到適合我們日期，又
是大家同意的遊輪 (Cruise)。
    沒有想到，這種夢想成真，
是幾重難關之一。原來從婚禮
後到遊輪日期，還有五天空檔
時間，何不組織十人組之陸遊
團? 真巧，有人介紹在羅馬一
家基督徒旅行社。經接洽，該
旅行社忙中樂意幫我們特設一
團。他們把費用估計好，令我
們吃一驚，每人要付差不多一
千一百歐元，這與我們的構想
相反。我們是想找便宜，安全
又方便之陸遊團。
    這時，有人介紹法國華人經
營的 "經濟" 陸遊團，由巴黎出
發，長途車歷遊羅馬五六日，
開價是很便宜，但有許多費用
還未算在內，聽說他們包住的
旅館不很安全，我們團隊成員
對這一團很有顧忌。
    旅行團一般都有會他們的規
矩，一決定就要付訂金，而且
過不多久，要全付餘款。一簽
約，無論如何，不能取消和退
款，這叫師母感到很無奈，慶
幸得到兩個旅行社的諒解，同
意延遲到五月初才決定要不要
參加。
    焉知這猶豫不決的"難關"後
面，又有神奇妙的安排―我們
倆先後動手術。我們無論參加
哪一團，但對我們動過手術的
人，都可能成為一種 "壓力"。
旅行團為了照諾言，天天要趕
路或趕時間，這時我們倆老一
定吃不消。結果，還是由小女
及未來女婿來個折衷的辦法―
租住位於羅馬市中心，最利便

參觀景點的宿舍 (Apartment)，
把陸遊團改為既便宜，又富有
彈性之 "自由行"。
    我們特蒙恩准，四週在康復
醫院，從鍛煉腳力到手力，到

走十幾廿階樓梯，進展順利。
但想到出院回家，到原定飛歐
日期，只有半個月左右。按照
復元情況，我大祗上是沒有問
題。但師母的情況不然，她的
體力及氣力不算很充沛，加上

醫生一般認為，動了心臟大手
術後，通常要等三個月才能出
外旅行。這就成為我們面對第
三，且是最大的“難關"。若師
母不能參加"一生一次嫁女" 的
婚禮，那是難以想像的遺憾! 

美好的家園何處尋？服事巴拿馬和利馬後感 鄭偉樑
    今年5月我們夫婦二人再有機
會「向南走」，到巴拿馬(7天)
和秘魯利馬(10天)服事，包括
在中南美洲聖經學院授課、在
兩地的華人教會和社區內分享
信息。
    這次服事及接觸的群體，都

是在不同年代從中國移居過去
的，有老華僑（包括土生的第
二代）、新移民、持工作簽證
的、非法入境的、有從廣東來
的、臺灣來的、福建來的……
他們的背景雖異，但卻擁有相
同的夢想——透過努力奮鬥，
為自已和家人改善生活，建立
美滿的家園。
    離鄉背井、辛勞拼搏，卻不
一定如願以償。因為地方政治
體制不健全，政策朝令夕改，
營商困難，加上近年委內瑞拉
經濟全盤崩潰，輸出了大量難
民，令巴拿馬和秘魯這兩個鄰
近的國家的治安更壞，生命財
產都難以受保障，綁架、搶劫
時有所聞；加上華人家長對當
地的教育沒有信心，認為下一
代單靠學業的表現，無法扭轉
家庭的命運，因此教育問題確

有待改善。
    期望上的落差，導致許多當
地華人抱著「暫居」的心態，
缺乏融入主流社會、落地生根
的決心。華人學習西語、與當
地人交往的動力都不太積極，
只是埋頭工作，辛勤地、長時
間地守候自己的雜貨店、五金
店或Chifa（中式餐館），等待
賺錢的機會。其中有的僑胞因
為看不見出路，意志消沉，只
有過一天算一天，轉而及時行
樂、紙醉金迷，沉迷賭博；也
有考慮再移民別處。俗語說：
人望高處走，水望低處流，有
能力的想方設法，先把子女送
去美國或加拿大升學，期望他
們能為家庭另謀出路。也有新
移民因應中國經濟起飛，索性
考慮回流中國……
    我們與其他到巴拿馬和秘魯
短宣或訪宣的基督徒都能清楚
地看見，這是兩塊廣大的福音
禾場，生活的艱辛卻隱藏著極
大的福音契機。僑胞千里迢迢
來到異鄉，好不容易賺來的財
富，在一瞬之間或被搶劫、或
因貨幣貶值而失去！客觀條件
早已預備他們來領受《聖經》
的教導，「不要為自己積攢財
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
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馬太福音6:19）。所以，若他
們能夠聽到主耶穌的話：「人
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
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
甚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

16:26）僑胞們能不認真考慮接
受福音嗎？
    其實，僑胞們「暫居」的心
態是正確的，因為我們都是客
旅、是寄居的，只是該羨慕的
樂土不在這世上，乃是主耶穌
為屬祂的人預備的永恆家園！
主說：「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
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
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
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
那裡。」（約翰福音14:2-3）
    倘若巴拿馬、秘魯的僑胞還
憧憬北美的生活：「能移民北
美便好！」指望拿到美加的居
留，夢想裡的理想家園便能實
現的話，他們的期望只會再次
落差！從北美來的短宣隊便能
告訴他們：美加也非樂土！沒
有基督的人生，無論生活在哪
裡，人的心靈仍舊是空虛的，
因為心靈的空缺，只有主才能
把它填滿。
    這次短宣服事令我們不能明
白（也不能接受）的是，秘魯
利馬擁有一千萬居民（其中約
百分之十有華人血統），擁有
拉丁美洲最大（也最長歷史）
的華人社區，卻只有兩所華人
教會堂址，每週參加崇拜的總
數不超過150人！
    我們要透過禱告特別記念利
馬的麥嗣勇牧師夫婦、劉武揚
傳道夫婦和曾光華教士夫婦，
求主大大加力給祂的僕人，也
懇求聖靈向神的兒女說話，興
起更多工人，去收主的莊稼。

（上接《感恩的生病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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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買加教延伸科有感
黎曾愛華 傳道

    今年6月，我和丈夫(Wayne) 
應中南美州聖經學院邀請，在
牙買加教授關於崇拜和音樂的
延伸課程。這是我們第一次到
牙買加，我們很高興有機會在
那裡服侍，並看到神在牙買加
的工作。
    與北美相比，牙買加是一個
人們過著簡單生活的地方。然
而，這並不意味著生活容易。
在牙買加謀生並不容易，特別
是對華人居民來說，他們需要
長時間工作，幾乎沒有休假。
然而，每個星期天弟兄姊妹們
都會花時間去教會敬拜神。
    這就是為什麼崇拜教育對每
個信徒都如此重要的原因，因
為所有的基督徒都會在星期天
去教會參加崇拜。每個主日早
上，我們都去崇拜，但很多時
候，我們只知道這是基督徒應
該做的事，但我們並沒有加以
思考: 我們正在做什麼，及為什
麼我們這樣做。
    特別是對於在崇拜中服侍的
弟兄姊妹，需要了解他們的角
色和目的是什麼，才能叫服侍
有果效。所以，我們為牙買加
的弟兄姊妹設計了【同更新，
齊敬拜】課程，盼望透過本課
程，教會中的崇拜事奉人員，
包括: 教會崇拜部員、主席、領
詩、敬拜隊、司琴、音響及投
影控制員都得到裝備和造就。
    通過研究聖經的崇拜基礎，
學員們建立了對敬拜的神學理
解以及正確的理念，並且學習
到崇拜的結構和當中意義。感
謝神，學員們都非常投入並渴
望學習。他們非常專心，在課

堂中記下了很多筆記。
    課程中我們還談及崇拜事奉
人員在敬拜中的角色和責任。

通過小組的分享和討論，讓他
們反思當前的事工，及如何為
神做得更好。就如羅馬書12:2
所教導，通過“心意更新而變
化”，開始了解神在敬拜中的
旨意，因此更激勵我們獻上合
神心意的敬拜，與更美的祭。
    但是只有學習這些理論是不
夠的，崇拜事奉人員需要實用
的技能來有效地將這些理論運
用到事工當中。因此，在本課
程中，我們還教授實用技巧，
包括基本樂理，基本音符和節
奏理解，崇拜流程編排，如何
選曲，團隊成員之間的溝通，
音響基礎知識以及如何建立敬
拜團隊。
    此外，Wayne 還特別為司琴
舉辦了工作坊，透過技巧的指
導，啟發司琴尋求更新與實踐
理論。當中我們認識到一位弟
兄，多年來一直在牙買加教會
擔任司琴。他從未正式學過鋼
琴，卻是自學成才。即使他本
身對音樂沒有太大自信，他也
為了教會有此需要的原故，加
上自學的技巧，忠心作司琴的
服侍。我們真的很欣賞他事奉
的心和他願意學習的心。弟兄
更表示從未聽說過現代伴奏的

演奏方式，因此，工作坊開啟
了他的視野，給了他靈感和渴
望學習這種新的伴奏方式作司
琴， 以致與敬拜隊更好配合，
幫助會眾投入敬拜。
    在這一星期，我們看到牙買
加的弟兄姊妹縱然每天需要長
時間工作，他們都會晚上來上
課。有些人甚至需要開車從遠
處來上課。看到他們為此課程
願意犧牲擺上自己的時間，我

和 Wayne都為他們追求成長、
願意學習的心而非常感恩。透
過這次的機會，神也幫助我們
了解到在牙買加培訓資源的需
要。盼望我們這次的服侍能夠
對此需求作出一些幫助。
    最後，我們更從分享中聽到
了大家對牙買加福音需要的負
擔，特別是華人在當地的生活
模式，實在很少有機會聽到福
音。盼望我們的主繼續建立牙
買加教會，透過各肢體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侍主，
作成美好見證，將福音宣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