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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期間:
飛往國外事奉的感恩

天災人禍，人人或多或少都
會面對過；但這次新冠肺炎病
毒，其影響遍及普世之迅速，
乃是筆者平生第一次的經驗。
很自然，多人想在這“災難”
中，找出一些意義來，筆者也
包括在內。回顧過去一兩個月
時日，自覺學習到：「患難生
忍耐，忍耐生信靠，信靠看見
果效」的功課。簡述如下，以
與讀者共勉。
(I)巴拿馬之行 ─ 2020 年 2
月 17-21 日
今年是巴拿馬中南美洲聖經
學院成立 20 週年。去年於董事
年會已議決，今年要舉辦一連
串之慶祝節目。2019年12月5日
趁筆者還在巴拿馬，與巴拿馬

華人教牧同工執委一起開會，
商討怎樣將特別慶典與週年退
修會聯合舉辦。
焉知我們的主要同工之一，
副院長曾湛光牧師突然於去年
十二月期間感到身體不適，瞬
間於今年一月意外被診斷，體

內胰臟生有個 6 公分大之惡性
腫瘤，而且已經於三月十三日
早上，在加拿大卡加里安息主
懷。(按：在2020年5月號恩霖
通訊有刊登懷念曾湛光牧師圖
文特稿。)
沒想到，今年把體驗營提前
到四月九至十六日與退修會聯
合舉行。而且大會節目的安排
，講員的邀請等，交由學院統
籌。現在由於我們的曾牧師突
然離世，眼看大會的日期日漸
迫近，筆者決定於二月下旬，
親自飛往巴拿馬一趟，與巴拿
馬教牧同工職員們開會，作好
緊急安排措施。
開會時，大家同感這次要辦
的事，實在太多因素非在我們
意料或掌握中。但大家仍然耐
心和細心，按部就班把酒店訂
房，場地佈置，攤位擺設，節
目及講員的安排…等等，作靈
活的調整。
雖然，後來還是要把四月份
之大會及其他活動，延遲到今
年年底酌量裁定。有人也許會
說：「人算不如天算。」筆者
卻要補充說：「人還是要算！
」無所不知的神，既然讓人活
在宇宙中，受時空限制的人(包
括基督徒)，經過人生的這些階
段，莫非要給人機會，具體表
現出人的盡責與機警。感謝主
，讓筆者同時感受到巴拿馬籌
備同工們之間的同心與忠心。
1

鄭貽富博士

(II)阿根廷之行 ─ 2020 年 3
月 9 至 24 日
筆者去阿根廷拉丁美洲基督
神學院教書的計劃，本是去年4
月 2 至 19 日的安排。豈料，筆
者臨時獲醫生通知，需要盡快
動肝臟手術，教書計劃不得不
取消。(按：詳情已寫成“感恩
生病 記”，刊登於恩霖中華
2019 年八月號之「通訊」)。事
後與院方聯繫，同意改於今年
3月 9 至 24 日補教。
3月 9 日帶著希奇心理，先飛
往巴拿馬。奇怪？機場裡面見
不到任何人戴口罩。院方負責
人卻再三囑咐，由巴拿馬繼續
飛往阿根廷的機上，一定要戴
口罩。上了飛機，才發現全飛
機搭客中，連自己才只有三人
戴口罩，機上的人看見我們三
位，覺得有點怪怪的。
(A)課堂教授第一科
3月 10 日早上, 飛機按時順利
安抵首都布宜諾斯機場，由柯
院長夫婦親自接機。離開移民
局，去領取行李，直走到接客

大廳，筆者再次驚奇，在機場
裡面見不到任何人戴口罩。自
己抵達的當天晚上，就開始上
課，班上共有九位同學。(註：
聽說另有兩位，因車子臨時出
問題，未能來上課) 看見班上學
習氣氛濃厚，同學們帶著渴慕
的心來學習，自己心中很感快
慰。
焉知教書的第二天，收到小
女由紐約發電郵說，巴拿馬於
3月 9 日在機場中，發現新到旅
客之一，被確認已受到病毒感
染，原來他是來自西班牙，官
方即刻把他直接送到醫院。但
與他同機者，到底有幾位被他
感染，就不得而知。
(B)三間教會主日講道
早在抵達阿根廷前，自己已獲
通知，院方已 有安排，將在未
來之二個主日，在三間教會 講
道。第一主日之前一天，新興
教會負責人通知說，次日教會
聚會決定改用網上祟拜，要求
筆者當晚把講道先錄影好，預
備次日早晨崇拜時播放。但同
日下午，聚會之聖經教會方舟
堂，決定照舊有崇拜聚會。為

你離開得真是合時，再拖一天
就不行了。」徐弟兄補充說：
「這次你的到來以及離開的日
期非常好…」(註：原來我抵達
阿國，兩天之後，美國被列入
需要隔離 14天的名單中，而我
是用美國護照入境的。) 阿國政
府宣佈 3月 19 日晚上開始，全
國陸空交通封鎖，全部暫停。

了防患，當日有特別措施：會
友進教堂，門前先接受體溫檢
測；進到堂內之會友，崇拜時

也多有人戴口罩。崇拜聚會之
各項程 序都順利進行。在聚會
完結後，大家移步到隔壁“飯
堂”，共享豐富的午餐。
第二主日( 3月 22 日)本安排
於下午，在宣道會講道。但早
於 3月16 日接獲通知，宣道會
決定取消公眾聚會形式的主日
崇拜。
(C)更改回程日期
第一天抵達布宜諾斯市時，
據悉阿國只有 2個感染病例。
一星期後，病例急增至 49 個。
適值教完第一門課程，其時筆
者與柯院長同感疫情已日趨嚴
重，應該提早趕回加拿大。當
晚就電話拜託熟悉 Copa 航空公
司之蘇弟兄，請他幫忙 要求改
早回程日期。蘇弟兄答應隔天
一早，便去航班代理處辦理這
事。可惜，翌晨傳來的消息：
3月 19 或 20 日，由阿根廷經巴
拿馬第一段旅程不成問題，但
由巴拿馬回加拿大多倫多的下
一段航程已全滿座。幸虧柯院
長 3月 17 日當晚，也同時請班
上熟悉辦理機票之徐肇明同學
幫忙。他連夜接二連三打電話
給 Copa 公司負責人。隔天早晨
接獲徐同學的好消息，提早於
3月 19 日回程可以成行。為了
小心起見，自己再請蘇弟兄確
認這事。蘇弟兄驚喜地說，本
人兩段機票已更改好。
3月 19 日一早就到布宜諾斯
市機場，希望盡快辦好登機手
續。飛機飛離阿根廷之後，當
天晚上接獲柯師母電郵說：「

（上接第4頁）
求主幫助政府有智慧去處理。
2. 洪濱傳道 :
感恩太太趕得及三月封城前
回學院上課，三個女兒都不需
負擔，面對疫情生意淡泊，屋
主減租以致壓力不太大，更專
心教會傳道部的事奉，為響應

教會向下札根，向上結果的主
題，尋集及預備資料，每天分
發各組長共同學習，有聖經基
礎，基要真道，個人談道，基
督徒生活等。
C. 秘魯
1. 劉武揚傳道 :
感謝主，我們都很好，政府

還在封城狀態，全民居家隔離
中。教會事奉改成在線網絡聚
會。
請為我們的事奉方向禱告；
為做餐飲業的同胞，主內弟兄
姊妹禱告，可能要到最後今年
底才解封。剛剛最新消息，再
封城到5月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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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更恐怖，本人接獲巴拿馬
同工吳必能牧師消息：巴拿馬
政府已透露(隔日宣佈) 說：首
都機場將於 3月 22 日到 4月 21
日關閉一個月。想想看，本人
若不得改期，後果不堪設想！
鄭師母獲得本人改期之喜訊
的同時，又聽到加拿大政府已
實施新措施：所有國外回來之
旅客，一到埗必須自行隔離 14
天。她急忙與小女商量，感謝
主，她們通過網站，成功租到
離自己家不遠之一個獨立房間
─又乾淨又安靜地自行隔離。
感謝讚美主！這次阿根廷之
行，不單沒有遭受要作廢機票
或改期而被罰款的損失，而且
如願以償前往授課，自己所得
到的教訓是：神不誤事；祂能
為信賴祂的人作合時的安排！

疫情中之巴拿馬華人教會
一. 播道會駐堂主任韋饒元
牧師，來電郵告知 :
他與師母於今年三月初回到
美國加洲，沒想到因疫情，巴
拿馬封閉，暫時不能回去。每
星期錄了信息，主日在網上播
放。星期三也在網上舉行祈禱
會，每次都有十餘人參加。至
於奉獻金方面，請弟兄姐妹憑
感動存入教會銀行戶口。
二. 貝諾諾美教會的陳暉鴻
牧師 :
巴拿馬政府在三月八日的報
告，感染新冠狀病毒COVID-19
只有三人，其中一人死亡。同
時宣佈學校停課。而我們貝諾
諾美華人基督教會在中國的13

位肢體們在三月五日平安回到
巴拿馬，按政府的要求隔離十
四天。他們正等候隔離完畢，
就可以返教會一同敬拜感恩，
但在三月十三日經巴京堂西人
牧師與衛生局確認，要停止一
切聚會，包括全巴拿馬華人教
會受苦節的退修會。於是各教
會匆忙地籌備視頻敬拜。
三月十七日開始關閉商業場
所，娛樂場所等。除了超市、
藥店、醫治中心與販賣燃料的
場所例外。三月十八日晚上開
始宵禁，營業時間改為早上六
點至下午六點三十分。一星期
後更變得嚴厲，星期一、三、
五女性可按身份證號碼外出兩
個小時。男性二、四、六可以
外出兩個小時。如今星期六和
日，一律禁止外出。於是很多

商鋪被迫停止營業至今已經超
過六個星期。
這次疫情為教會帶來提醒和
回應：
1.視頻敬拜
從政府下令停止聚會，以及教
會改用視頻敬拜，表面上是有
效。但是我真的懼怕昔日歷史
重現，神因衪子民的悖逆，不
惜聖殿被毀，也不接受以色列
人的虛假敬拜。
如今我們改用視頻作敬拜，
但我們是躺臥在牀上，或是忙
碌在廚房中，吃著點心，飲著
茶，或是衣衫不整朝見神呢？
神藉瑪拉基先知責備昔日的以
色列人，指責他們的敬拜是虛
假的，他們藐視神，不敬畏神
，褻瀆神。因此每一次在空中
敬拜的時候，我也要不厭其煩
地與肢體們互相提醒。
2.禱告和學習
在這次疫情中更多肢體願意參
加禱告會，也學習禁食禱告。
在視頻禱告會中，一同學習聖
經真理。
3.社區和主內的關懷
不少肢體的商店停止營業，
但店鋪仍要交租，生活仍要開
支。他們也陷在經濟的危機和
壓力下，但仍然樂於參與教會
對外的扶貧工作。同時也感謝
母堂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的愛
心和關懷，通過多倫多之恩霖
機構及巴拿馬之聖經學院的幫
助，以實際的行動幫助我們設
立慈惠金，成為有困難需要肢
體的幫助。
三. 巴拿馬基督教華人教會(
巴京堂)陳秀意傳道 :
1.疫情對教會的影響
自從巴拿馬政府規定, 不能夠
有五十人以上的聚會,我們教會
就開始用網上崇拜，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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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的團契用網上聚會，起
初學習時對長者比較困難，感
謝神克服這個困難。
疫情對弟兄姊妹和巴拿馬居
住的人有影響，政府啓動了團
結計劃，以身份証作為“借記
卡”來用，可以購物付費。這
就減少人力派發現金和食物。
巴拿馬運河操作仍然繼續，
特別的讓MS Zaandam 贊丹郵輪
透過大洋間航綫佛羅里達州勞
徳代尔堡的旅程，雖然沒有讓
乘客下來，巴拿馬政府提供道
主義援助，因為他們正遭遇受
着“痛苦的監禁惡夢”，協助
這郵輪盡快去到目的地。
巴拿馬政府和酒店的主人協
議，將已感染病毒者轉移到酒
店，那裏已安頓了醫務人員和
護士來供應呼吸器來治療。巴
拿馬衞生局設立呼叫中心，負
責檢控所有不住院病人，協助
政府醫院或診所，不會因為人
流過多而崩潰。巴拿馬政府也
動用了消防員將葯送到家中，
給那些有長期病的人。例如:有
血糖的病人等。同時，巴拿馬
政府呼籲很多商人，一同協助
全國人，渡過這困難時期。
2. 教會亦在這期間, 提供社區
救濟品，體現耶穌的教訓 ――
關心及愛護隣舍。

學
(I) 教職員近況
1. 今年二月初，亞洲及北美
洲對新冠病毒的侵襲，開始緊
張；但中南美洲似乎沒有受到
威脅。所以，鄭貽富院長還二
度飛行，出外事奉。詳情請閱
本期院長的話。而副院長吳必
能牧師也於 3月9至16日，特地
飛到牙買加教校外延伸科。結
果，吳牧師有驚無險僅僅趕回
巴拿馬。
2. 我們敬愛的拓展副院長曾
湛光牧師，從被診斷患有惡性
胰臟癌，約兩個月內，終於三
月十三日安息主懷，恩霖中華
2020年5月號之「通訊」有刊登
懷念圖文稿件。
(II) 學生現況
在過去兩三年，每年都有外
國新生報名，但最後多半因申
請不到入境簽證而作罷。今年
有三名新生報名，都被接納入
學。
1. 第一位是多倫多之劉燕芬
姐妹，她信主後一直努力傳福
音，後來決定放下工作，到巴
拿馬接受裝備，使能更好事奉
神。可惜她身體欠佳，曾經動
過心臟手術，預計今年三月初
新學年開始前幾日動身。兒女
因為媽媽身體軟弱，要飛往國
外，極度擔心，經過禱告，決
定擱下到國外讀書計劃。
2. 第二位是
住在加西卡加
里之陳淑貞姐
妹，她早有獻
身事主心願，
直到去年十二
月到巴拿馬一

院

動

行，看見了那裡福音需要，又
挑起她接受裝備，全時間事奉
的道路。她本決定今年三月底
動身，但因疫情緣故，巴拿馬
機場封閉至4月21日，後來又延
至五月底，她希望能趕於六月
初第二學季入學。
3. 第三位是由香港報名之鄧
澤恆弟兄。
鄧弟兄是經
由他屬靈契
爺介紹認識
我們聖經學
院。經過約
兩個月的申
請手續，呈交見證，推薦信等
証件，入學主任鄭師母又經長
途電話與他交談，最後學院接
納。他很希望能盡快回到巴拿
馬，但因疫情機場未開放，他
不得不延到第二或第三學季才
開始。
(III) 校友消息
A. 多倫多
1. 敖薇傳道 :
因為疫情，為了安全，多留
在家裡。開始幫助教會網上查
經，網上主日學，新的學習及
體驗，新的嘗試。感謝主保守
一切平安、健康！
2. 呂偉青牧師夫婦 :
因著疫情的全球蔓延，被迫
取消了今年4月巴拿馬和6月哥
斯達黎加的行程，祈盼7 - 8月
的巴拿馬行程可以成行。
在多倫多的神學進修，現在
神學院都改爲網絡上課。現在
巴拿馬教會都改爲網絡聚會，
我有機會加入他們的網上聚會
，並且準備在5-8月負責其中一

態
個主日學課程的教導。
3. 關漢生傳道 :
(按: 為方便師母醫病，由卡加
里搬到多倫多居住，結果師母
安息主懷，以下是他的心聲) :
「我的最愛崔碧珊宣教士，在
2020年2月20日，午夜兩點被慈
愛的上帝接到天家了，因為全
身的器官被癌細胞侵入，因此
只有一對美麗的眼睛捐出，當
早醫生就即時做了手術，醫生
說幫了一些失明的人可以重見
光明。她的遺願，即時火化，
不做任何喪禮儀式，只把骨灰
用來植樹，因此她雖然睡了，
但她仍然永遠活著在我心中，
她雖然把美麗帶走，但她那學
效主耶穌的善良慈愛的心，也
會遺愛人間。」
4. 何建華牧師：
聖誕前回來，打算用半年時
間拿回加拿大的健康保障，結
果出現新冠病毒，代我們的宣
教士要徹退，改作網上聚會，
與此同時家庭在買賣房子，師
母爸爸暈倒數日離世歸主，身
心靈壓力難以形容。感謝主在
疫情嚴峻下房子能賣出，深切
體會在困難中會靈性低落，只
能注目主慈憐的手。
B. 哥斯達黎加
1. 薛亮明牧師 :
感謝主，我受傷的腳已經康
復得很好。教會活動已經改為
網上聚會，弟兄姊妹也開始掌
握技巧。
請繼續為本國疫情祈禱，雖
然確診人數開始放緩，但經濟
民生方面的問題就開始湧現，
（下接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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