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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 ! Happy New Year !!

蔡宇銓

2021-01 Poems

Welcome Our 2021 New Year!
迎接新年詩 其一
New Year Poem # 1
年復一年又新年
庚子苦難神允許 (伯Job 1)
辛丑來臨心如渠
神行萬事按美時 (傳Ecc. 3)
心懷親友萬里涯

二零二壹應非前
安康太平盼前去
權貴古今上天驅 (Prov.21:1)
願民自卑祈福祉 (代下2Chr.7:4)
願信耶穌永生偕 (約John 3:16)

迎接新年詩 其三

迎接新年詩 其二

New Year Poem # 3

New Year Poem # 2
黃斑青光白內障
人生得意須謝恩
高峯深谷人生路

人算什麼竟蒙眷
上帝已認且賜卷
口氣影兒匆匆逝
罪污一生卻蒙洗
殿中橄欖樹常青
我心讚美主不停

耳聾眼矇年張響
莫待白髪無精神
有主偕行則美途

New Year Poem # 2
ARMD (*) Glaucoma OR Cataract ( Ecclesisates 12)
Hearing loss, Blurred vision all come to act
In prosperity & success, forget not giving
thanks ( Philippians & Colossians)
To the Almighty before your hair greying and
thoughts blank ( Ps 90)
Peaks & Valleys of life we have tread (
Psalms 121)
What a wonderful Savior to all who have
been led ! (Psalms 23)

詩
約
詩
約
詩
詩

8:3,4, Ps. 144: 3,4
1:1
90
3:16
52:8
103 & 150

New Year Poem # 3
“What is man that you would care for him “?
Ps.8:3,4; 144:3,
Whom God has accepted in Jesus, the Light & the
Word brilliant ! John 1:1
As breath and shadow we all pass away quickly
Psalm 90
But our sins in life Jesus has cleansed vividly
John 3:16
Like Olive green growing well in His presence
Ps 52:8
How I yearn in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lessons !
Ps. 103 & 150

ARMD (*)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on
，簡寫為AMD或AR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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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雅各與共叔段的成長遭遇
所引發的聯想......
日前，讀到左丘明的一篇《
鄭伯克段於鄢》時，對共叔段
及母親武姜氏頗感興趣，不禁
遐想聯翩：武姜氏與創世記的
利百加有眾多類似之處，膝下
均育有兩兒，兩位母親均寵愛
幼子。
可是，這兩位被母親溺愛之
子的命運有天壤之別，母親的
遭遇亦迥然不同。
簡要概述一下武姜氏為何許
人。武姜氏是春秋戰國時期鄭
國國君鄭武公的妻子。鄭武公
為鄭國的第二代國君。她育有
二子，一曰莊公，又名“寤生
”，顧名思義是難產而生，另
一子名曰：共叔段。武姜氏喜
共叔段，惡莊公。
介紹到這裡，熟悉創世記的
人們是不是覺得似曾相識，是
的，這與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愛
雅各，惡以掃有異曲同工。但
是，這兩位母親與她們所疼愛
的兒子的經歷和遭遇既大相徑
庭，也有雷同。
下面分別加以敘述：
首先，兩位母親都在竭力扶
植提拔自己所鍾愛的那一個孩
子。利百加唆使襄助自己的愛
子雅各從丈夫以撒那裡騙取對
長子的祝福。結果，開啟了雅
各背井離鄉的逃難生活。利百
加仍在家中。
武姜氏鼓動丈夫鄭武公違背
常理立次子共叔段為王儲，沒
有得逞，在長子繼位以後，武
姜氏為愛子共叔段請封，要求
分封之城大到群臣都擔憂，無
奈在位的鄭莊公慮及母親武姜
氏，萬不得已應承。
共叔段依仗著母親的寵幸，

擴張疆界，蓄謀篡位，這個母
親武姜氏身在曹營心在漢，住
在長子莊公鄭國的國都（在河
南新鄭一帶），心裡盤算著小
兒子共叔段偷襲都城的時候，
為其開城門來個裡應外合，結
局是謀反敗落，共叔段逃亡共
國（今河南輝縣），武姜氏被
置於城外。
利百加為雅各騙祝福，武姜
氏為共叔公要封地，爭王位。
她們如此行，都在傷害自己的
另一個兒子。造化弄人，命運
彷彿跟人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
玩笑，利百加與武姜氏的晚年
均由自己所傷害的兒子養老送
終。
筆者在這裡想說的是，雅各
迫不得已逃離家鄉，無可奈何
離開寵愛有加的母親，雖為逃
難，風餐露宿，卻在伯特利遇
見神；雖被拉班奴役，回時卻
妻妾兒女僕婢，牛羊成群，以
至在雅博渡口，成為以色列。
共叔段一直在縱容自己的母親
身邊，在（溺）愛中長大，的
確是錦衣美食，呵護有加，卻
落得被克於鄢陵，苟延殘喘於
他鄉。
試想如果雅各沒有離家，沒
有離開迦南，沒有與溺愛自己
的母親分開，沒有受到拉班的
壓榨，歷盡磨難，他會有雅博
渡口的轉變，成為以色列嗎？
他會與共叔段有何不同呢？共
叔段不停的索取，雅各如是地
步，是不是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呢？如果共叔段年幼時被迫離
開這個充滿“愛”和縱容的母
親，去經歷一種艱辛苦難，他
還會狼狽不堪奔逃共國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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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斯帖

嗎？
由此看來，雅各儘管顛沛流
離，實屬神恩典的經歷。正是
雅各的離開，看似遭遇苦難的
開始，不料卻是遇見神，經歷
神同在的開始。這也應了中國
一句俗話：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
無論是何境況，是貧窮、富
足、困苦、順境，都以感恩之
心相信、順服上帝的掌權，就
如在以斯帖記中，上帝以隱形
的手來掌管一切。約伯說“我
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
你”。這是約伯在遭遇苦難的
困境之中遇見神。
結語：人在幼年負軛，這原
是好的。 （哀3:27）溫室裡孕
育不出參天大樹，耶利米在哀
歌中的感嘆值得我們深思。

編後語
對本期內容稍作簡介:
蔡宇銓醫生是本院之
榮譽董事。他對人生經
歷豐富, 在此發表令人
省思的感觸。
林斯帖是本院校友,
現在新加坡進修中。
Maritza Cumba在
本學院廿週年特刊用西
文撰稿, 特此用中文發
表。
最後, “學院動態”
是關心我們讀者常想知
道的消息。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
手中的箭。 詩篇 127:4
我們和在這新的世紀一起出
生的人，多數都已成年，主要
是使用西班牙語發展。然而，
雖然我們在此慶祝二十周年，
但這一切的開始要追溯到出生
之前。
每當我們慶祝生日或周年記
念，都會追想出生那日，或機
構成立的首日，並由該日開始
算起。不可忽視的是，在那個
日子之前還有許多日子，也有
許多週，甚至許多年的成長、
籌備、和鍛鍊。
在2000年的某一個日子，成
立一所中南美洲宣道會聖經學
院的夢想終於實現。如同這個
書院深長的名字，此機構的異
象也極其深廣：為中南美洲地
區華裔基督徒社群提供神職的
栽培。
最近幾日當我在研讀摩西的
生平時，頓然發現他所做的一
切事情都是要促使以色列人可
以得到自由。儘管聖經的記述
將所發生的事情一件件地，以
連貫的方式述出，但我們知道
每件事發生的時段可能長達幾
日、幾週甚至更長時間。
由此，我們學到了這重要的
真理：在世界的時間(kronos)之
演變中，上帝選擇了特定的時
刻(kairos)來到對我們每個人顯
明祂的自己，並堅固我們的信
心。
就以宣道會聖經學院來做比
較，這所新的神學院是用西班
牙文來教學，與當初二十一世
紀所成立的聖經學院之異象不
相同，如今改名為“神學聖經
學院”。
我是2013年來到巴拿馬，很
快的就認識這所聖經學院，並

且參與教導的工作。
我有機會加入這學院的初步
教授行列，並且為某些學生提
供西班牙語精讀課程。我也與
Luis和Patricia Beltran牧師夫婦配
搭擔任領導工作，讓成立這所
聖經書院的夢想落實。
每日所發生的事情都出乎意
料，第二代華人移民的增長比
第一代快的多，故此，我們也
發現了用西班牙文教學的必要
性，因此牧師、宣教士和各種
神職人員才可以順利交接，將
福音的火把向新一代基督徒傳
遞。
某一日我發現了Betran牧師夫
婦已完成了神學碩士課程並在
2012由拉美神學院(FATELA)取
的文憑，吳必能牧師也開始了
他的博士學位課程，Pastor
Tejada牧師是由巴拿馬浸信會神
學院畢業的。我們因此組成了
教職團隊，包括我本人在內，
成為了這學院的教師。
基於這確信，加上每位老師
的熱心付出，2017年1月25日神
學聖經學院正式成立。在最初
的幾個聚會中Michael Liang牧師
與我們一同度過，Nick Tsang牧
師也表示出他對第二代華人年
輕人事工的負擔。
2017年9月12日許多人就讀神
學的夢想都已成真，我們需要
找一個更實用的地點，因為課
程是以實地教學的方式進行。
仁愛書院慷慨地打開大門，讓
我們使用該學校的校舍。
之後三年我們定期教
學，為學生提供系統神
學、教牧學、基督教教
育學、宣教學等講座和
課程。學生們由來自世
界各地的講員聽取教導
，包括來自哥斯達黎加
的Mario Barbosa博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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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za Cumba
Gustavo Vindas，來自美國的
Christian Matthews博士和Fred
Smith博士，來自波多黎各的
Sonia Maldonado博士，來自哥倫
比亞的Lucy Giraldo，來自秘魯
的Miguel Angel Palomino博士和
Juan Jose Barrera；巴拿馬本地講
員也包括有Luis Bruneaus，Jose
Ceballos和Marna Medina。
目前，本校共有24名成績計
分的學生定期上課，若加上旁
聽生的人數，總數超過30名學
生。一步步地我們的學生人數
逐漸增長，他們來自巴拿馬四
間不同的華人教會，我們希望
可以吸引更多教會信徒來本校
求學。
每個月我們都會開會檢討並
計劃，為要將此校辦的更加完
善。2019年Rosa Leung博士加入
我們的領導團隊，感謝她的付
出和幫助，使得本校更有組織
和規律。
從今年2020年初開始，因全
球疫情緣故本校面對到新的挑
戰，但本校教學並未因瘟疫而
停頓，我們仍繼續用網路教學
方式進行，並且達到十分優異
的教學成果。
感謝上帝賜下這幾年的初嫩
生命，使我們成為中南美洲聖
經學院“少年所生的兒女”。
我們就如勇士手中的箭，將神
的國度傳遍天下。
當慶祝聖經學院建校20周年
時，我們紀念到當初的夢想已
成為現實。

學
(I) 學院事工近況
（一）學院廿週年院慶:
學院本定於2020年慶祝廿週
年，但由於冠狀病毒疫情，延
至今年仍然與全巴拿馬聯合退
修會一起舉行。
特別節目包括: 於今年3月29
至30日請譚文鈞博士主領三堂
教牧同工退修會，另於4月2日
下午開辦多個工作坊，由學院
同工與校友負責。
（二）學院同工現況:
(A) 學院顧問董事麥希真牧師
今年年屆九十高齡，前幾年已
搬到香港，住在老人院。最近
身體欠佳在醫院療養，香港時
間1月26日早上6時安息主懷。

院

動

同工陣容。
另外，蒙神特別安排讓王琨
璞校友於去年秋季在美國紐約
信心神學院進修的道學碩士
(M.Div.)課程，希望在年餘時間
內完成，又加入學院的同工陣
容。
（三）學院新生近況:
由於疫情，去年(2019)已被接
納之新生:
住在香港之鄧澤恆弟兄至今
未能開始學習；
來自加拿大之陳淑貞姐妹希
望今年春季可以飛往巴拿馬學
院，開始住院全時間學習；
另外，來自牙買加而現暫住
多倫多之張鍾淑芳姐妹，她已
開始參加網上上課。

(B) 學院的榮譽董事張靜毅長
老，原住在印尼或新加坡，多
年來關心學院的發展，並且在
經費上大力支持學院的需要。
最近自覺年事已高，決定今年
開始卸任學院董事一職。
對張長老向來熱心愛主，對
主聖工不遺餘力，特此致以萬
分的謝意。求主繼續保守張長
老，成為多人的祝福。

(II) 學院校友消息:

(C) 這幾年來學院注重“ 同
工儲備”的工作。感謝主，已
帶領學院校友呂偉青牧師，於
2020年12月完成他在加拿大
Tyndale Seminary基督教研究碩
士課程(MTS)，準備在今年春季
舉家搬到巴拿馬，加入學院的

（二）校友簡鳳雯
所屬教會: (美國) 紐約中華海
外宣道會
2021年教會的主題: <<中宣四
鏈: 信、家、友、期>>

（一）校友關嘉齡
所屬教會: (美國) 美亞美華人
浸信會
2021年教會的主題: <<重啟信
仰>>
事奉岡位: 翻譯，探訪部
代禱事項: 為美國疲情，政治
的混亂，新政府治國的方向。

態
（三）校友何建華
所屬教會: (巴拿馬) 大衛城基
督教會
代禱事項: 早日結束疫情，五
月能重返巴拿馬。
（四）校友胡鵬九
所屬教會: (台灣) 台北靈糧堂
代禱事項: 世界疫情，身體健
康。
（五）校友呂偉青牧師
感恩: 12月完成了在加拿大受
裝備的碩士課程。
代禱: 2021年將一家前往巴拿
馬事奉，為能按時起行及各樣
安排代禱。
（六）校友劉武揚傳道
在秘魯嚴峻疫情下每天獻上
神的話語，教會弟兄姊妹生活
在此環境下壓力大，特別為此
疫情，保守教會每個家庭的平
安代禱。
（七）校友李惠祥牧師
法屬圭亞那教會建堂，求神
讓建堂事工能順利進行。
（八）校友薜亮明牧師
所屬教會: (哥斯達黎加) 聖荷
西華人福音教會
今年主題: <<穿起全副軍裝，
作基督的精兵>>
校友團隊: 吳樹文，伍裕琴，
洪濱，鄭泳欣，呂可溫
代禱事項: 同心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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