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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鄭貽富博士不幸中之幸
    眾所周知，新冠病毒不斷的擴散，導致普世的
人受罪，真是大大不幸。對教會與神學教育機構
的影響，也不在話下------教會不能正常聚會，神
學院不能正式上課。由於高科技的發展，結果讓
教會與學院勉為其難，可以在網上舉行。

    本院因疫情，美加之講師無法親自飛往巴拿馬
去授課，今年所有的課程改在網上舉行。沒想到
，報讀和旁聽的學員人數大增。又為講師細心地
運作，成績顯著。以下單舉鄭偉樑博士所教的一
門課程，學員們熱烈和正面的反應，可見一斑：

  鄭博士：謝謝您精心設計了
五天的課程，有神的教導、有
知識、有常識、也有人生的經
驗更有您為神作的見證是豐豐
滿滿的，使我大有收穫。又使
我領受到：我要學習能用神創
造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事物，按
照神造我們的原意去做生活。
神的創造奇妙無比，男女有別
各有特質，也就是萬事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感謝
您辛苦的付出，願神紀念！請
代我們向師母問安！
學生：洪陳荊

  感謝鄭博士耐心真切且貼地
的教導和分享，很生活化，很
實用很多得著和提醒！每天的
課題都有著不同程度深刻的感
受，也感謝大家的分享，感恩
受洗不久有如此美好的課堂作
為禮物去學習，感謝天父！
  也感謝師母對我實在意義深
遠，求主的話時常成為我的提
醒，願神賜福老師與家人以及
大家，盼望主繼續大大使用老
師造福更多的人。

 多謝鄭博士一周的巜家庭教育
》基教課程。獲益良多，求神
悅納老師的事奉，化作每位學
員家庭教育的切實行動，更相

信在各自家中結出豐碩之果。
同時也要謝謝吳牧師，鄭師母
，何師母，鮑姐，雪瑜姊妹，
洪濱弟兄⋯這次講座因有此團
隊不懈的努力，得在註冊、網
群、視頻錄音、課後復習、通
訊互動各環節為大家提供了便
暢。再次謝謝鄭老師和各位！

  其實我們同學們亦要多謝學
院一班老師們的安排，尤其是
鄭院長的辛勞，背後的工作，
四處奔走去接觸聯絡各出色的
老師、教授來教導我們，希望
各同學珍惜這些學習，用在我
們服侍的工場上，願一切榮耀
歸於我們的三一神，阿們。

  非常感謝鄭老師的分享和教
導，使我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其實每個父母都想教好自
己的孩子，都望子成才，只是
好多時會用錯了方法，帶來相
反的效果，鄭老師的教導使我
領悟了很多，使我見到曙光，
使我有方向感，使我在教育兒
女學識去放手，原來是很管用
的，感謝神有這個網絡平台使
我們身在不同國家也可以一起
學習，也感謝一切參與的同工
們使我們在主的大家庭裡一起
的彼此扶持幫助，一起成長！

感恩！願神祝福大家！

  謝謝鄭老師，感謝神，有機
會上鄭老師的課程和老師給我
們信息，老師真的很體會到我
們眾人的需要，也真的幫助我
們和我們與兒女關係和祝福，
要復興福音真的要從家裡做起
我知道真的不容易，但靠著神
和我們真的願意順服肯去行的
話，是可以的慢慢的學習。
願神賜福鄭老師和家人！

  非常感謝鄭老師的細心教導
和Faithful Serving，謝謝你
如此considerate & generous
的寶貴分享，很喜歡聽老師你
的教導，也會參加你將會在十
一、十二月另外的講座，也已
經推薦了給我的姊妹朋友了，
願主祝福你與家人，賜福你的
勞苦保守你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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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故 此 沒 有 違 背 那 從 
天 上 來 的 異 象..."(使徒行
傳26:19b)
    上帝對祂的子民顯明的異象
都是長遠的計畫，超乎我們所
能夠想像的，也超過我們所能
盡的能力範圍。
    起初的目的是要為中南美洲
的華人信徒成立一所聖經學院
，以教授神學，裝備工人。就
如五餅二魚的故事一般，主大
大地加倍賜福，之後它成為靈
糧餵養許許多多的人，所剩餘
的食物裝滿了12個籃子。(約翰
福音6:1-14)
    當上帝給我們一個命令，祂

會豐豐富富地供應我們的需要
，這是我們都可目睹的事實。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乃是華人
教會共同異象之一，其他異象
還包括青少年夏令會、晨光書
房、復活節退修會、英文營、
仁愛書院和建造地方教會，這
些事工都反應了世界華福
CCCOWE對於基督大使命的宏
觀計劃。
    上帝還為此異象添加了一項
寶物，就是西班牙與教學的神
學課程，隨著第一代華人在家
庭和靈命上發展蓬勃，新一代
的華人信徒也可受神學裝備。
    西班牙語聖經學院原本是要

為有意全時間事奉的年輕人所
預備的學校；聖靈已興起了華
裔年輕人，這屬於第二代或第
三代的華裔群體，成為祂的僕
人，來到更認識上帝，更有效
率地事奉祂，並且傳承福音使
命，直到耶穌第二次來到，一
起等候神的榮耀降臨。
    在此文章內筆者並沒有列出
姓名，願上帝親自報答他們，
在天上為他們預備獎賞。這些
神的僕人所付出的都是為了父
神、聖子耶穌和聖靈的榮耀而
做。
    對上帝和這些神僕我表示永
恆感恩。阿門

一個長遠的異象

“UNA  VISIÓN DE LARGO ALCANCE” 
“….no fui rebelde a la visión celestial…” 
Hechos 26:19b.
    Las  visiones que Dios le revela a su pueblo, 
llegan a ser de largo alcance y se proyectan 
mucho más allá de lo que podamos imaginar o 
del esfuerzo que le dediquemos.
    Como fue la meta de establecer una 
ESCUELA BIBLICA TEOLÓGICA PARA 
CENTRO Y SUR AMÉRICA  
    Comenzó como una pequeña canasta infan-
til con solo cinco panes y dos pececillos que el 
Señor ha multiplicado, alimentando espiritual-
mente a miles y aún llenando  doce canastas 
más. (Juan 6:1-14)
    Es una evidencia viviente que  cuando Dios 
da una orden, Él provee abundantemente.
     Al establecerse formalmente  la obra cristia-
na entre los paisanos chinos se  estructura 
esta visión  en la ESCUELA BÍBLICA ALIANZA 
PARA CENTRO Y SUR AMERICA, en conjunto 
con los Campamentos Juveniles, Retiros de 
Semana Santa, Campamentos en Inglés, la 
Librería Book de Ligth, Escuela Panamá Chris-
tian Academy, y el establecimiento  y crec-
imiento de Iglesias locales, con enfoque tanto 
chino como global para el cumplimento de la 
Gran Comisión de nuestro Señor Jesucristo y 

su proyección como un eco de CCCOWE.
    Dios le añade, un tesoro más a toda esa 
visión, que es impartir CLASES TEOLOGICAS 
FORMALES EN IDIOMA ESPAÑOL, consid-
erando que las primeras generaciones ya se 
han multiplicado tanto familiarmente como 
espiritualmente.
    EL INSTITUTO BÍBLICO EN ESPAÑOL, 
planeado inicialmente para jóvenes que toman 
la decisión de dedicarse al Ministerio Cristiano 
a tiempo completo; el  Espíritu Santo ha des-
pertado un nuevo  avivamiento  entre nuestra 
juventud china de segunda y siguientes  gener-
aciones que también ha impactado a cristianos 
mayores.  Para profundizar su comunión con 
Dios  y  prepararse para servirle mejor; para 
establecer un legado de Generación de Relevo 
hasta la gloriosa  Segunda Venida de Jesucris-
to y en la espera de  nuevas maravillas que 
Dios hará. 
    En este escrito, no parecen nombres de 
personas, a los cuales Dios les reserve tesoros 
en los cielos y ellas son las mismas que 
hicieron todo únicamente para la Gloria de Dios 
Padre, Hijo y Espíritu Santo. 
    A Dios y a todos ellos, nuestra eterna grati-
tud. Amén.

Wayne Ho 譯

by Pastor Tej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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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動   態

一所重要的學校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

    投資大筆資金，在藍山購買
一片土地並施工建築來作為校
舍，坦白來說是一個極其艱鉅
的挑戰，而這所學校就是中南
美洲聖經學院。
    想必成立這所學校之前，必
經過多番考慮，畢竟巴拿馬是
全拉丁美洲華人人口第二密集
的國家。
    巴拿馬是一個交通方面的流
通中心，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各
國都經常來往的橋樑。
    然而，成立一所學校不單單
是建築校舍，也包括其他許多
細節，如接送教師和學生，接

應學生到各華人教會實習，並
且宣傳的作業，各個方面環環
相扣，並也要顧及到學校財務
狀況才可保持經濟平衡。
    其中一個籌款方式，並且同
時對外宣傳這所聖經學院，就
是舉辦“基督教音樂晚會”。
鍾偉津弟兄是首次舉辦此類活
動。在2019年9月5日的一個美
麗夜晚，Efrain Figuera弟兄與妻
子並另外兩人於Marriot酒店為
眾人演奏了宜人樂曲將榮耀歸
給上帝。
    許多弟兄姊妹都受邀前往酒
店欣賞優美音樂，並慷慨奉獻

支助聖經學院，幫助這個能夠
裝備華人神僕的事工。此乃第
一次以音樂會的方式籌款，筆
者相信當晚眾人都享受到美妙
音樂，來自各個華人教會的弟
兄姊妹共享時光，之後又品嘗
小點心，十分愉快。
    最重要的是，當晚眾人都明
白裝備主的工人的重要性，藉
由協助這所學校發展便可達到
此目的。但願每個月弟兄姊妹
們都可拿出一些金錢來奉獻給
學院。
    記得，巴拿馬沒有許多機構
都帶有這麼崇高的使命。

    在這疫情期間，我們(中南美
洲聖經學院)這屬靈家庭的確面
對種種的挑戰，但神在多方賜
恩，讓我們得勝有餘。特此分
享如下：

(I) 學院同工近況
    (一) 學院副院長吳必能牧師
之長兄，多年被病痛纏繞，已
於本月二日安息主懷。安息禮
拜由吳牧師於本月七日在網上
舉行。
    (二) 大家所敬重的蔡宇銓醫
生夫婦，多年來關心支持學院
各種需要，不單出錢出力，凡
事親身參與，並擔任了學院的
榮譽董事及講師，十幾年如一
日。現年事已高，決定於十月
27日搬入「退休屋村」居住。
請為他們的搬遷及適應新環境
代禱。
    (三) 因疫情影響，學院今年
所有課程都在網上舉行。沒有

想到，反應非常好，多國傳道
人，校友及熱心追求的信徒們
報讀或旁聽。感謝主！
    (四) 期待數月，本院廿週年
特刊，終於月前編好出版。電
子版已寄發給院董，校友及學
院之友。感謝主，讓我們在多
倫多找到基督徒印刷館，樂意
於非常低廉價錢，全本彩色精
美印制。現存放在「恩霖中華
」辦公室
。歡迎熱
衷主工，
學院之友
們親臨「
恩霖」免
費索取。

(II) 學院校友消息
    (一)  王琨璞傳道夫婦
感謝神，女兒王心欣平安於8月
15日出生，過程果真有神豐足
恩惠。

    孩子在35週檢查時發現羊胎
水不足，少於3度會有窒息的危
險，所以醫生要我入院急診，
望兩天藥物注射能有改善，但
入院必須先作Covid-19 測試，
怎料琨璞呈陽性反應， 被醫院
勒令回家禁足，我雖屬陰性，
也要等第二次測試結果才能上
病房，結果等到晚上9點多才出
結果上病房。
    沒有入院準備且要獨個兒去
面對，又不敢對親人講病情，
怕他們擔心，心中極之徬徨，
但天父賜下兩首聖詩（天父必
看顧；這世界非我家）。在懷
孕初期出血要臥床，我倆一直
為孩子禱告，神能保守至今，
對45歲的孕婦來說已是難得，
所以堅信天父必繼續看顧。
    感恩自己沒有感染，在兩天
後，羊胎水沒有改變，醫生要
立刻剖腹取子，感謝教會肢體
校友們代禱，

母女平安，現在心欣由五磅多
增至八磅多了，醫生說她一切
正常，除去我們高齡產婦的擔
憂。在院期間一姊妹特來醫院
照料我，分享她的經驗，使我
心安定下來。
    出院後不能回家，也不知自
己是否有潛伏期的COV19，不
想累及吳牧師一家， 感謝神讓
我想到一位姊妹買了一大廈單
位，收樓後回加拿大，她慷慨
的容我入住她的豪宅，詩歌這
世界非我家，我無一定住處。 
真是最好形容， 神愛我，為我
預備安身之所， 其間不同肢體
搬來傢俱及衣服，更有姊妹上
門照顧我的飲食， 教會這大家
庭讓我感受到神無比的大愛，
感恩的淚忍不住流，天父必看
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
供應一切所需用的。
    主保守琨璞只屬感染初期，
吃了一點藥物像感冒般就過去
了，且能在家進修神學和帶教
會查經班， 無盡感恩，榮耀歸
神。多謝大家的愛心行動，禱
告支持，願神代我報答大家。

(二) 劉武揚傳道夫婦
    近況都是忙於事奉與照顧家
庭，但感謝神讓自己可以更加
依靠神，同時，也看到弟兄姊
妹因著疫情而參與更多學習與
裝備，預備為主所用，感恩。

(三) 李惠祥傳道夫婦
    感恩疫情中，宣道會建堂工
程仍可以繼續進行，好快主體
建築物就要封頂了。請繼續為
我們祈禱。四面建好後就安屋
頂， 是從巴黎運來的，搭上去
可能會困難些。求主統管整個

工程，能榮耀祂名。

(四) 薛亮明牧師夫婦
    1）在疫情期間，無論是生活
上或事奉上都要面對很多困難
和挑戰，但感恩的是，越艱難
越經歷主的恩典。
    2）教會牧養工作全都改以網
上形式進行，感恩弟兄姊妹都
願意嘗試以這形式繼續學習。
    3）為本國政府祈禱，求主給
在位掌權者有智慧管理國家。
特別在疫情仍然嚴峻和經濟治
安向下走的情況中，能有最好
的方案去處理。

(五) 關嘉齡傳道夫婦
    美國疫情仍是嚴峻，教會無
論是崇拜，查經，主日學都是
在網上進行。教會的實體事奉
停頓，暫時只能用電話聯繫作
為關懷代替探訪。

(六) 余雋禧傳道夫婦
    感謝神在這個疫情特別嚴重
的美國仍然看見神的恩典 (詩
121:3-4)。不
經不覺我已
經踏入金門
神學院的第
二年，學習
加上實習讓
我的生活更
加充實。大
兒子已經五

歲，也參加了一個『在家教學
課程』，所以他是兩天上課，
三天在家學習。小兒子則大部
份時間跟著慧琳。感恩神的看
顧與預備，讓我們一家在疫情
中經歷到主的平安 (腓4:7)！

(七) 何建華牧師夫婦
    去年12月我們回到加拿大，
原定6月返回大衛城，由於疫情
的原故遲遲未能成行，暫時估
計明年初回大衛城的機會比較
大。雖然疫情肆虐，教會不能
有實體聚會，但我們用Zoom 在
網上聚會，反而更能幫助弟兄
姊妹成長，所以明年當疫情緩
和下來時，教會有更大的挑戰
去平衡網上聚會和實體聚會。

(八) 呂偉青牧師夫婦
     9月開始新一學期的神學課
程，求主加恩加力。在疫情期
間女兒學校也是選擇在家上網
課，求主幫助適應這種學習新
常態。

(九) 洪濱傳道夫婦
    1)  近期在網群中有異教、異
端、極端的不同信仰鏈接，大
家需提防及小心分辨遏止。
    2)  感恩能夠參加學院網上教
學，這方法能讓各地信徒一起
學習， 增長對聖經、信仰、靈
命的認識，求主幫助學員有更
好的服事。

(十) 吳樹文傳道夫婦
    我現在的少與多：身體勞累
少了，養身運動多了。上門串
戶少了，電話關懷多了。愁煩
憂慮少了，詩歌讚美與禱告多
了。太陽照耀少了，聖經的亮
光增多了。

by Ana de Chung 
Wayne Ho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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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疫情期間，我們(中南美
洲聖經學院)這屬靈家庭的確面
對種種的挑戰，但神在多方賜
恩，讓我們得勝有餘。特此分
享如下：

(I) 學院同工近況
    (一) 學院副院長吳必能牧師
之長兄，多年被病痛纏繞，已
於本月二日安息主懷。安息禮
拜由吳牧師於本月七日在網上
舉行。
    (二) 大家所敬重的蔡宇銓醫
生夫婦，多年來關心支持學院
各種需要，不單出錢出力，凡
事親身參與，並擔任了學院的
榮譽董事及講師，十幾年如一
日。現年事已高，決定於十月
27日搬入「退休屋村」居住。
請為他們的搬遷及適應新環境
代禱。
    (三) 因疫情影響，學院今年
所有課程都在網上舉行。沒有

想到，反應非常好，多國傳道
人，校友及熱心追求的信徒們
報讀或旁聽。感謝主！
    (四) 期待數月，本院廿週年
特刊，終於月前編好出版。電
子版已寄發給院董，校友及學
院之友。感謝主，讓我們在多
倫多找到基督徒印刷館，樂意
於非常低廉價錢，全本彩色精
美印制。現存放在「恩霖中華
」辦公室
。歡迎熱
衷主工，
學院之友
們親臨「
恩霖」免
費索取。

(II) 學院校友消息
    (一)  王琨璞傳道夫婦
感謝神，女兒王心欣平安於8月
15日出生，過程果真有神豐足
恩惠。

    孩子在35週檢查時發現羊胎
水不足，少於3度會有窒息的危
險，所以醫生要我入院急診，
望兩天藥物注射能有改善，但
入院必須先作Covid-19 測試，
怎料琨璞呈陽性反應， 被醫院
勒令回家禁足，我雖屬陰性，
也要等第二次測試結果才能上
病房，結果等到晚上9點多才出
結果上病房。
    沒有入院準備且要獨個兒去
面對，又不敢對親人講病情，
怕他們擔心，心中極之徬徨，
但天父賜下兩首聖詩（天父必
看顧；這世界非我家）。在懷
孕初期出血要臥床，我倆一直
為孩子禱告，神能保守至今，
對45歲的孕婦來說已是難得，
所以堅信天父必繼續看顧。
    感恩自己沒有感染，在兩天
後，羊胎水沒有改變，醫生要
立刻剖腹取子，感謝教會肢體
校友們代禱，

母女平安，現在心欣由五磅多
增至八磅多了，醫生說她一切
正常，除去我們高齡產婦的擔
憂。在院期間一姊妹特來醫院
照料我，分享她的經驗，使我
心安定下來。
    出院後不能回家，也不知自
己是否有潛伏期的COV19，不
想累及吳牧師一家， 感謝神讓
我想到一位姊妹買了一大廈單
位，收樓後回加拿大，她慷慨
的容我入住她的豪宅，詩歌這
世界非我家，我無一定住處。 
真是最好形容， 神愛我，為我
預備安身之所， 其間不同肢體
搬來傢俱及衣服，更有姊妹上
門照顧我的飲食， 教會這大家
庭讓我感受到神無比的大愛，
感恩的淚忍不住流，天父必看
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
供應一切所需用的。
    主保守琨璞只屬感染初期，
吃了一點藥物像感冒般就過去
了，且能在家進修神學和帶教
會查經班， 無盡感恩，榮耀歸
神。多謝大家的愛心行動，禱
告支持，願神代我報答大家。

(二) 劉武揚傳道夫婦
    近況都是忙於事奉與照顧家
庭，但感謝神讓自己可以更加
依靠神，同時，也看到弟兄姊
妹因著疫情而參與更多學習與
裝備，預備為主所用，感恩。

(三) 李惠祥傳道夫婦
    感恩疫情中，宣道會建堂工
程仍可以繼續進行，好快主體
建築物就要封頂了。請繼續為
我們祈禱。四面建好後就安屋
頂， 是從巴黎運來的，搭上去
可能會困難些。求主統管整個

工程，能榮耀祂名。

(四) 薛亮明牧師夫婦
    1）在疫情期間，無論是生活
上或事奉上都要面對很多困難
和挑戰，但感恩的是，越艱難
越經歷主的恩典。
    2）教會牧養工作全都改以網
上形式進行，感恩弟兄姊妹都
願意嘗試以這形式繼續學習。
    3）為本國政府祈禱，求主給
在位掌權者有智慧管理國家。
特別在疫情仍然嚴峻和經濟治
安向下走的情況中，能有最好
的方案去處理。

(五) 關嘉齡傳道夫婦
    美國疫情仍是嚴峻，教會無
論是崇拜，查經，主日學都是
在網上進行。教會的實體事奉
停頓，暫時只能用電話聯繫作
為關懷代替探訪。

(六) 余雋禧傳道夫婦
    感謝神在這個疫情特別嚴重
的美國仍然看見神的恩典 (詩
121:3-4)。不
經不覺我已
經踏入金門
神學院的第
二年，學習
加上實習讓
我的生活更
加充實。大
兒子已經五

歲，也參加了一個『在家教學
課程』，所以他是兩天上課，
三天在家學習。小兒子則大部
份時間跟著慧琳。感恩神的看
顧與預備，讓我們一家在疫情
中經歷到主的平安 (腓4:7)！

(七) 何建華牧師夫婦
    去年12月我們回到加拿大，
原定6月返回大衛城，由於疫情
的原故遲遲未能成行，暫時估
計明年初回大衛城的機會比較
大。雖然疫情肆虐，教會不能
有實體聚會，但我們用Zoom 在
網上聚會，反而更能幫助弟兄
姊妹成長，所以明年當疫情緩
和下來時，教會有更大的挑戰
去平衡網上聚會和實體聚會。

(八) 呂偉青牧師夫婦
     9月開始新一學期的神學課
程，求主加恩加力。在疫情期
間女兒學校也是選擇在家上網
課，求主幫助適應這種學習新
常態。

(九) 洪濱傳道夫婦
    1)  近期在網群中有異教、異
端、極端的不同信仰鏈接，大
家需提防及小心分辨遏止。
    2)  感恩能夠參加學院網上教
學，這方法能讓各地信徒一起
學習， 增長對聖經、信仰、靈
命的認識，求主幫助學員有更
好的服事。

(十) 吳樹文傳道夫婦
    我現在的少與多：身體勞累
少了，養身運動多了。上門串
戶少了，電話關懷多了。愁煩
憂慮少了，詩歌讚美與禱告多
了。太陽照耀少了，聖經的亮
光增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