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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踏新里程
巴拿馬宣教之旅
今年的七月份開始，是我們
人生的另一個旅程，我們放下
了母會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的
牧養服事，再一次投身中南美
洲—巴拿馬的宣教事奉。在7-8
月攜同妻子和女兒，回到了我
們曾經服事多年的巴拿馬，回

到了與我們一同事奉一同成長
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當中。
走訪各城各鄉
在這兩個月當中，我們在巴
拿馬走訪了多個城市鄉鎮的教
會牧者和同工，介紹和推動由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籌辦的—信
徒神學實用課程。一方面瞭解
各教會在信徒靈命成長的情況
和領袖同工服事的挑戰，聆聽
教會牧者的心聲；另一方面，
商討為造就門徒、訓練領袖的
信徒神學實用課程，如何有效
落實開展，讓各個教會有更多
受裝備的信徒領袖，起來與教
會牧者同工配搭事奉。
栽培訓練
首先，我們在大衛城教會家
庭團契有兩次的“建立合神心
意的家庭”專題講座，在巴京
堂夫妻團契的“如何維持幸福

婚姻”聚會，讓基督徒家庭在
聖經真理當中被神建立，以致
彼此相愛的家庭在教會中發揮
良好的服侍。
同時也分別在巴京堂的彼得
團契和成人團契作“個人佈道
訓練”，主要是裝備更多人成
為“得人的漁夫”，不單單是
懂得打魚，更重要是建立漁夫
的生命，與聖靈同工去得人。
傳講主道
在每個週末的主日，有機會
在不同城市的教會主日崇拜講
道，有巴拿馬基督教華人教會
（巴京堂）、阿拉亨基督教華
人教會、大衛城基督教華人教
會、牛口省基督教華人教會、

巴拿馬華人浸信會、貝諾諾美
華人基督教會、以及箇朗華人
教會，甚至有時候是需要上午
一間教會，下午另一間教會。
看見各地教會弟兄姊妹的願意
親近神敬拜祂，渴慕神的話。
求主興起更多宣教士
這次最後的行程，就是參與
了中南美洲聖經學院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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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偉青牧師
學院儲備同工

宣教體驗營”，這是學院每年
舉辦一次，讓有心關心宣教或

有意投身宣教的弟兄姊妹實地
認識宣教的機會。今年有來自
不同國家地區的弟兄姊妹，一
起領受牧者的宣教培靈信息、
宣教士們的見證分享、宣教工
場的介紹講解、參觀本地華人
教會以及基督教學校和機構，
讓營友們親身經歷宣教工場的
文化、生活、事奉機會等等，
預備自己等候恩主的帶領，踏
上宣教事奉的路。
在接觸當中，看見青年事工
的興起，好多教會的青年人追
求成長，對教會的投入，願意
參與服事，教會青年人的人數
漸漸與成年人的人數相仿，他

們極其需要栽培其中的青年領
袖，繼續發展青年事工。又看
見夫婦關係和親子家庭關係的
重要，特別是不斷而來的年青
夫婦，他們需要更多的基督徒
夫婦家庭的資訊和教導。又看
見教會熱心服事的弟兄姊妹不

少，仍然需要更多的裝備和訓
練。以上種種情況，更增加了
我們投身巴拿馬宣教的負擔，
更顯明了上帝對我們的引導。
我們一家也在準備明年7月再一
次搬回巴拿馬的事奉。
經過兩個月的宣教旅程，我
們回到多倫多，繼續在加拿大
華人神學院的進修，以及聯絡
有心宣教的教會和機構的同工
們，邀請你們一起“向南走”
參與巴拿馬以及中南美洲的宣
教行動。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
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

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
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
「要收的
莊稼多，
做工的人
少。所以
你們當求
莊稼的主
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
的莊稼。
」（馬太
福音9：
35-38）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2019年體驗營

2019年8月我和先生參加了中
南美洲聖經學院為期一周的體
驗營，體驗營的目的是藉著所

安排的節目，導師、講員來幫
助那些有意全時間或帶職事奉
主的弟兄姐妹更清楚的明白神
的呼召，指引我們如何預備自
己被神使用，認識學院的課程
以及學生的生活，探索事奉主
的崗位和情況，了解巴拿馬以
及華人福音事工。
體驗營的前面兩天，聖經學
院副院長吳必能牧師親自開車
並擔任導遊帶我們遊覽觀光名
勝古蹟及認識巴拿馬國家的歷
史和現今文化，給我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第三天是主日，
院長鄭貽富博士和副院長吳必
能牧師帶學員們參加了當地華
人教會的主日崇拜，讓我們體

會到華人教會弟兄姐妹們的熱
情，看到他們熱心服事，彼此
相愛，為他們向神獻上無比的
感恩。
巴拿馬一年四季溫暖如春、
氣候宜人，聞名世界的“黃金
水道”巴拿馬運河、西班牙建
築特色的巴拿馬古城、原始的
海島和純淨的沙灘都讓人流連
忘返。巴拿馬人友善禮貌、熱
情好客；這裡出產的食物純天
然、無污染，而且消費低，生
活在巴拿馬很有幸福感。如今
在巴拿馬約有40萬的華人，使
我們看到禾場之大，需要更多
的工人來收割莊稼。
這次的主題講員是來自加拿
大的鄧廣華牧師，透過他在北
美牧會二十幾年以及在許多福
音機構擔任總幹事所累積的經
驗，從神而來屬靈的看見，與
我們分享了現今教會所面對的
困難和神給的異象和託付，每
個基督徒都應該回應神事奉的
呼召，在各自的禾場：工作崗
位上，家庭生活中，教會服事
中，用生命去影響生命，全人
的事奉才有生命的果效，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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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一定要注重門徒訓練，神
的國度從來不缺信徒，缺的是
一群願意被神使用能勝過試探
的門徒。只有門徒訓練才能使
更多的信徒認識神，更深的經
歷神，效法主的榜樣，最後才

能出來牧養主的羊。
事奉如果不是因為愛主，不
是因為知道主有多愛你，那就
是屬血氣的事奉，是不會被神
悅納和祝福的，事奉的動力和
動機在乎我們愛主有多深。甘
心順服神所得的獎賞才是最重
要的。
在這次體驗營中，學員們都
得到了很深的造就，每個人都
分享了心得體會。讓我們領受
一場屬靈的盛宴，開闊了我們
屬靈的視野，擴張了我們屬靈
的境界。

學道 踐道 揚道 守道
2019巴拿馬中南美洲聖經學院體驗營有感
2019年8月16日，因著我所在
教會多倫多中華基督教長老會
的李鄧碧真長老的資助，我得
以到巴拿馬參加中南美洲聖經
學院（Alliance Bible School of
Central＆South America，簡稱
ABS）第十二屆基督徒獻身事
奉體驗營。儘管在出發前一天
臨時抱佛腳蒐集查閱了一些資
料，對巴拿馬城和ABS的福音

工作有了一些了解，上帝在這
片熱土上的奇妙作為仍令我深
深地震撼，真真是空空而來、
滿滿而歸。 “一生勤學道，生
命彰顯道， 遠近傳揚道，順逆
堅守道”，這是ABS的校訓，
也是體驗營給我最深的觸動。
我願以此鞭策自己，竭盡全力
去學道、踐道、揚道、守道，
堅固根基、擴展神家，在世寄
居之旅惟求神的喜悅。
作為一所聖經學院，ABS當
然是一所學習聖經和神學知識
的學院。然而，如果它的目的
和意義僅僅止步於此，那麼它
與世界上眾多的神學院並無二
致。 在8月16日來到ABS的當天
下午，我旁聽了鄭貽富院長給
學生上的《舊約概論》一堂，
下課後才知道在ABS的學生中
有大學學歷的，但有些學生卻
只有高中畢業文憑，甚至個別
學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然而
我在課堂上卻絲毫沒覺察出太
大的差別。接下來一周的體驗
營學習，班上學員的文化程度
同樣參差不齊，我也還是沒覺
出任何的違和感。在我頭腦的

聖經知識使我在理性上承認“
神凡事都能”（可10：27）；
我也知道，大神學家、法學家
聖保羅（放在現代社會，他怎
麼也得是博士吧！）、醫生路
加、稅吏（政府官員）馬太以
及沒念過幾天書的漁夫彼得、
安得烈、雅各、約翰都可以同
堂學習、與主同工，彼得這塊
頑石最終更是成為教會建之其
上的堅固磐石。然而，是這次
體驗營將我的聖經知識落實到
了生活實際，我親身體驗了在
神裡面的無限可能性。ABS不
僅是學習神學的學院，為弟兄
姊妹一圓大學夢、碩士夢提供
一個平台；它更是神的學院，
是神掌權的學院，是“一生勤
學道”、立志事奉的弟兄姊妹
學習神的真道的學院。
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所學之道如果不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出來，基督徒的生命如果
不彰顯所學之道，即使把聖經
翻個七十個七遍、倒背如流也
是毫無意義的。與其他神學院
下課放學後“各回各家、各找
各媽”不一樣，ABS所有的傳
道人、師母、任課老師、學生
全都住在學院的宿舍樓，分工

合作，管理圖書館，負責打掃
衛生，輪流使用洗衣房，輪班
做飯、洗碗、給植物澆水，師
生一起禱告、唱謝飯歌，一起
在山間晨跑、餵狗溜狗------生
命影響生命，生命建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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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之間的朝夕相對、對同道
人日常生活瑣碎的高度參與，
孜孜求道者才能更好地去學習
“用愛心說誠實話”、學習“
不要論斷人”，更深地去實踐
饒恕弟兄到七十個七次，更扎
心戰兢地去反省自己眼中的樑
木、而非一味地盯著弟兄眼中
的一根小刺。
或遠或近，“務要傳道，無
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
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
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
後4：2）。“遠近傳揚道”，
這是ABS校訓的第三句。感謝
主，ABS的師生確實也是這樣
行的。自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三
日開幕禮宣告學院成立，至今

十九個年頭，ABS已為神國的
宣教工場培養了九屆共39位畢
業生（其中有七位獲得學士學
位），他們分散在十多個國家
事奉，其中在巴拿馬開了八間
教會，四間已經有自己的聚會
堂所。無論在校師生，還是已
完成ABS學業開始新一階段事
工的畢業生；無論在中南美洲
當地植堂牧會的傳道人，還是
征戰在世界不同禾場的工人，
ABS的師生校友皆牢記“你當
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
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提後2：15，這是ABS
經訓）。
“一生勤學道，生命彰顯道，
遠近傳揚道，順逆堅守道”，

在初看之時，我的思維便定勢
使我在腦海裡自動將“順逆堅
守道”調到“遠近傳揚道”之
前，因為當然地以為ABS的這
四句校訓是一個遞進的關係，
即是只有把道學好了，生命才
能彰顯真道；只有在順境逆境
中都能堅守住真道了，才能成
為傳道人、做“遠近傳揚道”
的工作。
通過一周體驗營的學習，以

學院消息
1. 吳必能牧師於今年6月3日

至7日帶隊到哥倫比亞作短宣。
2. 學院2019年院董年會已訂
於2019年11月30日及12月2日，

校友近況
(一) 中美洲校友接待外來短宣
隊：1.) 到阿拉亨之短宣隊；
2.) 到哥斯達黎加之短宣隊；
3.) 到貝諾諾美之短宣隊。
(二) 校友身體欠佳，請代禱：
1.) 巴拿馬侯保行近期做了頸
椎骨神經手術，現在康復中。
2.) 胡鵬九在台灣停留了大半
年，結果做心臟手術，現已回
哥斯達黎加休養。
3.) 居住在多倫多之秦淑儀，
眼疾嚴重，身體軟弱，請多多
代禱。

及與ABS師生們、營會學員的
朝夕相處，使我更清晰地領悟
到：“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
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
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
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弗6：12）；在順境和逆境中都
能堅守真道的並不一定是傳道
人；最能彰顯真道的時刻並不
一定是在主禮、證道等看上去
十分光鮮的講台上，反而是在

日復一日最瑣碎的生活中、也
許在最不起眼的信徒身上、在
那些人後默默無聞付出的稻場
裡；學習真道並非是一勞永逸
的階段性事業，而是我們成聖
路上孜孜以求的終生性事工。
無論得時不得時，無論是傳道
人還是平信徒，學道、踐道、
揚道，以及守道，實為一場貫
穿我們整個人生客旅的交替互
建、平行並進的屬靈戰爭。

在巴拿馬聖經學院舉行。
敬請各位董事出席，共同商
討學院廿週年院慶及學院前面
路向。
3. 學院廿週年院慶節目之
一：將由鄭貽富博士及曾湛光
牧師帶隊，於2020年5 月29日
至6 月7 日組織到聖地之學習旅
遊團━━跟耶穌的腳蹤行。團
費每人暫定$1,700美元 (不包括
機票)。有意參加者可諮詢：
北美（美國及加拿大）:
鄭貽富博士 : 647-308-7993 ;
曾湛光牧師 : 403-651-2299 ;

中美及南美 :
吳必能牧師 : 507-6613-9428 ;
4. 學院於今年暑期安排四位
講師，在海外教延伸科:
i) 楊世禮醫生於7 月4日至7日
到墨西哥；
ii) 鄭貽富博士於8 月12至14日
到哥斯達黎加；
iii) 潘國華博士於9 月16至22日
到牙買加；
iv) 司徒林少賢傳道於十月八
日至十日到哥斯達黎加。
參加上課的學員都感到獲益
非淺，感謝主。

(三) 黎偉強從美國暫時返回厄
瓜多爾，協助基多教會之事工
，而師母留居美國。
(四) 曾在巴拿馬大衛城事奉七
年之久之何建華，將於11月24
日在大衛城教會接受按牧。之
後計劃於12 月11日返回加拿大
半年，以便保留加拿大醫保。
請為他將來之事奉代禱。
(五) 感謝主，讓呂偉青牧師回
多倫多事奉一段時間，現在加
神進修。呂牧師一家清楚神的
帶領，決定明年暑期回巴拿馬
事奉三個月， 完成學業後，加
入我們學院的同工團隊。 (有
關他將來事奉的見證， 已刊登

本期院訊， 請各位參閱)。
(六) 2018年12月畢業榮獲基督
教教育學士之林玉珍校友，清
楚神的帶領，今年再去新加坡
浸會神學院進修, 攻讀基督教教
育碩士學位。

編後語

本期院訊多方刊登有關學
院之好消息及代禱事項。特
請大家留意明年聖地之旅遊
消息，有意參加者，請儘早
與本院聯絡，索取海報及報
名表格，以免錯過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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