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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華校友及其按牧點滴
感謝主，讓我們學院廿年來
栽培了不少傳道人，這些校友
分散在多個國家，為主忠心事
奉，結果纍纍，先後有幾位被
按立為牧師。計有: 聶深信、呂

偉青、林景裕、薜明亮、胡鵬
九。去年 (2019) 十一月廿四日
在巴拿馬之大衛城，何建華校
友接受按牧。
何建華傳道及師母乃來自加
拿大之多倫多，他們於2010年
畢業於我們的學院。畢業後一

直對巴拿馬之大衛城的基督教
會有負擔，蒙他們在加拿大母
會之差派，去那裡事奉五年，
之後又再去一兩年。在他們七
年牧養的過程中，蒙神賜福，
不但教會的事工與人數增長，
教會也成功地購地和建造漂亮

之禮拜堂。
經大衛城教會的要求，和多
倫多母會━━証道浸信會美城
堂的同意，由巴拿馬巴京堂吳
必能牧師過去二年來督導，準
備按牧一事。
當何傳道完成要求：閱讀指
定幾本有助於作為良好牧師之
書籍，並細心寫讀書心得，之
後成立六人組的按牧團。按牧
團成員有：吳必能牧師、鄭貽
富牧師、馬英傑牧師、王志強
牧師、陳世杰牧師以及Pastor
Tejada牧師。
按牧前，通過電話聯線，按
牧團成員向何傳道核審他按牧
資格，結果一致通過。按牧團
成員們於十一月廿三日，先後
由加拿大之多倫多及巴拿馬首
都抵達大衛城，按牧慶典於十
一月廿四日早上十時與主日崇
拜合併舉行。當日一早，多位
弟兄姐妹已經來到教會，協助
預備慶典當日之豐富午餐。
主日崇拜及按牧聚會由吳必
能牧師主持，將近百位會友陸
續抵達會場，聚會開始由陳世
杰牧師帶領祈禱，王志強牧師
負責按牧前之勉勵性講道，王
牧師選用彼前五章一至四節經
文，以“榮耀的牧養”為題，
強調在四方面的牧養：牧養的
純全；牧養的準確；牧養的道
德；牧養的美境。
何傳道述志之後，和何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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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請上台跪下，由按牧團按
手，鄭博士帶領按牧禱告。

按牧後，隨即請馬英傑牧師作
簡短的勉勵，馬牧師誠懇地呼
籲會眾們：牧師是神所呼召，
回應呼召的牧師都是用心勞苦
作牧養群羊之聖職。因此，信
徒必珍惜，敬重和愛護牧者。
加插在這按牧節目中，是件
有意義的差傳與祝禱事項。教
會中有一位講西文之邱雲耀弟
兄，他決定去瓜地馬拉之神學
院受造就。 特請Tejada牧師勉
勵邱弟兄及為他祝禱。會中拍
攝全體照留念，接著動員全會
眾排好桌椅，一起享用弟兄姐
妹愛心預備的豐富午餐。

按牧之感受
按牧不是升級是認證！是因
為我已經完全所以被按立為牧
師？
在中南美洲聖經學院讀完神
學之後就在大衛城教會作主任
傳道，帶領會眾，總覺得有很
多學習的地方，尤其與人相處
就有很大改進的空間，我要提
升自己身邊的領袖，栽培的要
領是從其他領袖身上學習，因
為唯有生命可以持久地影響生
命，好的領袖才可以教出好的
領袖。
在我接手治理這教會以來，
我都在留意有誰可以接受重任
去事奉主，而交以重任。但要
成為他們的導師，我是有很多
學習的空間，因為我正在學習
如何成為一個領袖！
我的弱點是不善於用言語去
表達自己，這正是我在努力改
進中。我發覺自己在愛人、包
容、接納方面，有很大學習的
空間！我向上帝求的是我能待
人的時候有一個自然流露的愛
心、寬容的去與人相處。

大衛城教會在我們七年多前
上任至今，主日崇拜人數都是
維持二、三十人，其中有人離
去，又有新人加入，這些給我
有一種無形的壓力，認為自己
的性格內向，不懂怎樣與人交
往；有時又為了自己的意見，
與人爭辯，我相信上帝是在給
我機會，讓我可以成為一個能
被祂使用的人，慢慢成為祂更
合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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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大衛城教會事奉，是主
的恩典！使我仍有踴躍事奉的
心，是主為我安排了一班願意
與我同工的弟兄姊妹，讓我事
奉主的時候得著很大的支持和
鼓舞，我是很珍惜和這班弟兄
姊妹的相處和關係！其實，是
他們在模造我的生命，多過我
在模造他們的生命！
在家庭方面，我要加把勁去
愛護太太，我發覺她是很容易
被我的說話影響，而弄得不歡
而散。原來她在五種愛的語言
中，最受落是肯定的言詞，而
我在言詞表達上又比較吝嗇，
給她不夠鼓勵和接納，我要多
給她適當的讚賞，我要努力去
愛護她，這樣事奉就事半功倍
了！
看見了自己有這麼多缺點，
我還可以在教會繼續事奉上帝
嗎？按牧是上帝給我的認證，
不是因為我已經完全了，而是
上帝給我一個屬靈的位份，即
使我還是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
方，是上帝的恩典，使我能繼
續在事奉中，去經驗祂更多的
恩典，祂是在模造我成為一個
祂可以使用的人！

學院及校友動態
I. 急請為學院師長代禱
(一)吳必能牧師令堂安息主懷
吳牧師一家於2019年聖誕節
前，途徑美國洛杉磯，準備回
去菲律賓及香港渡假及聯絡教
會，焉知在洛杉磯時，忽接他
媽媽安息主懷消息。因此，多
停留數日，辦妥空運遺體到菲
律賓，之後在馬尼拉舉行安息
及安葬禮。
吳牧師一家計劃於二月中旬

回巴拿馬，請禱告記念他們的
行程。
(二)曾湛光牧師身體嚴重欠佳
曾牧師為神馬不停蹄地奔波
勞碌，月前發現臟胃不適，瀉
肚難止，最後經超聲波檢查，
驗出胰臟生六公分之腫瘤。
今年一月十九日，再經掃描
(CT Scan)，証實是惡性瘤，且
已擴散。
曾牧師有個心願：在本月底

回香港，為年老之母親 (96歲)
慶祝生日後，再回來加拿大查
看切片檢查(Biopsy)的結果，才
決定下一步之治療方法，請以
禱告支持曾牧師及他的家眷。

II. 一位新生報名
感謝主，在2020年新學年，
多倫多劉燕芬姐妹報名，到巴
拿馬全時間接受造就，她準備
三月初飛抵學院。

校友近況
(一) 關嘉齡傳道 (Miami):
在邁亞美的華人浸信會聚會及參與教會的探訪
事工，求主繼續使用。

教會的中文學校，青年團契，關顧部等開會。
(五)呂偉青牧師夫婦 (多倫多進修):
安排4月份回去巴拿馬參與受難節退修會和宣
教體驗營，6月去哥斯達黎加做培訓課程，7-8月
回巴拿馬仍有培訓的服事。

(二) 薛亮明牧師 (哥斯達黎加聖荷西教會):
在2019年12月中不慎跌倒，跌斷了膝頭蓋骨，
感謝神經過一個月打石膏，斷骨已連接，不用做
手術，只需要做物理治療，求主給他完全康復。
在教會事奉方面，他也希望能更有系統幫助教
會同工及傳道人建立更清楚的事奉方向和態度，
求主賜給薛牧師智慧，在教牧同工小組中一起學
習成長。

(六) 何建華牧師夫婦 (巴拿馬大衛城基督教會):
回到多倫多休假至六月，主要是拿回健康保障
及滿足居住要求，感恩有三對牧者幫忙牧養。十
一年來第一次留家如此久，求神重建家人親友關
係，能智慧運用時間。
(七) 胡鵬九牧師:
現時在台灣覆診，心臟手術後康復得好，感謝
神身體檢查各樣都妥當。

(三)王琨璞傳道夫婦 (巴拿馬亞拉亨教會):
這對在去年結婚而還在彼此適應和磨合中的夫
妻，神恩忽臨: 醫生診斷師母月前前懷孕，王傳
道夫婦將於今年十月間，榮陞為人父母。

(八)聶深信牧師 (美國):
求神給他牧會智慧，也祝福他回南美洲宣教的
心志。

(四)侯保行傳道(巴拿馬基督教會):
去年初動了個大手術，頸椎的C4-7 節補修，
是以前經常撞車所致，醫生說，很多病人做完同
樣的手術，現時還躺在床上，但感謝神的恩典，
保行能够康復得很理想，生活自理，現時還在休
病假。
物理治療漫長，也忍不住已經開始在家工作，

(九) 吳樹文傳道 (聖荷西基督教會):
靠著主一齊事奉甚麼都可做得來，對初信主的
人有點心急，生命改變慢，尋求更多幫助他們在
聚會，生意和生活上活出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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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20週年院慶活動及體驗營
I. 體驗營與巴拿馬聯合退修會一起進行
1. 日期為2020年4月9日至16日
a. 4月9日至11日住在巴拿馬旅館
甲. 退修會主題: 生命的塑造; 講員: 陳琛儀博士
乙. 工作坊主題: 生命的事奉;
講員: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校友們
分組由不同講員講不同分題
(一)從豐富生活到豐盛生命
(二)蒙一出、做三出
(三)生命得蒙塑造、為要塑造生命
(四)蒙恩、感恩、施恩
(五)於當地受裝備、為要裝備當地
b. 4月11日至16日住在聖經學院
甲. 主題: 真人、真事、真見証
乙. 創校董事及同工們
收費: 1) 報名費: 外地參加者----$50美元
巴拿馬本地----$20美元
2) 營費: a) 旅館費----$180美元
b) 4月11-16日旅遊及食宿費用:
甲) 外地參加者----$400美元
乙) 本地參加者----$200美元
(沒有參加旅遊)
3) 優惠及截止日期:
a) 晨鳥報名者，免繳報名費，但於
2020年2月15日為止。
b) 所有的報名於2020年3月15日截止。
2. 2020年4月16日至19日體驗營短宣隊
在阿拉亨教會舉行; 費用US$300
II. 2020年4月17日，學院董事年會
地址：聖經學院
III. 2020年5月29日至6月7日, 聖地學習旅遊團
主題: 跟耶穌的腳踪行
名額: 連領隊共57人(已於2019年12月15日額滿截止)
費用: UD$1,700(不包機票)
IV. 出版20週年特刊(2020年9月30日)
特刊主題: 承受使命、繼往開來
版面設計及出版編輯: 鍾緯津弟兄
內容編輯: 鄭貽富博士
主編: 鄭貽富博士
編輯委員: 陳榮基、黄麗芬、蔣祖方
院訊辦公室: 北美地址 – 110 Riviera Drive, Unit 6A, Markham, Ontario, Canada L3R 5M1
Tel: 905-489-1979
Fax: 905-489-1984
學院院址: San Pedro, Cerro Azul, Panama, Republic of Panama
Tel: 507-297-0086
Fax: 507-297-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