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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可算是學院歷來年底最
繁忙的一週，但也是最值得留
念的時刻。那段時間，學院有
三件大事接二連三舉行，逐一
簡述如下：
董事年會：2017年曾在年中開
過執行董事會，跟著在年底之
前用電郵方式，通過了2018年度
之預算，結果當年沒有開董事
會。
2018年的董事年會，訂於十一
月卅日至十二月一日，連續兩
天舉行。這次董事會，除了歡
迎兩位巴拿馬本地熱心信徒，
也是多年關心愛護學院教會精
英―鍾緯津及朱新旺―加入成
為董事之外，大會不惜花時間
讓大家真正瞭解學院各方面的
運作。
兩天的董事會分成三個環節:
第一節是“報導”。邀請學院
之教職員參加，無論是受薪或
義務同工，大家作口頭報導過
去兩年來作了些什麼工作，之
後呈交書面的報告。
在十一月卅日下午開始第二
節，檢討：院董會主席馬英傑
牧師，帶領大家做個SWOT之內
省。SWOT是四項省察之要素：
S=Strength(強項)，W=Weakness(
弱點)，O=Opportunity(機會)，
T-Tension(張力，轉意為 “挑戰
”)。經過事工報告，加上
SWOT，就像一個人看了自己的
履歷表，之後再照鏡子一樣。

相信這次的檢討工作，做得比
較落實。
在晚上時間，臨時多加一個
有意義的項目：關心鼓勵的機
會，眼看即將畢業的幾位，準
備要分散到三個國家：中國大
陸、哥斯達黎加以及留在巴拿
馬，將踏上征途為主打屬靈的
仗。董事們關心聆聽各人的負
擔與主的帶領，答應保持聯絡
並代禱，融合氣氛充滿這屬靈
之大家庭。
十二月一日那天，從早上十
點到下年五點，董事們又聚集
在學院之圖書館繼續開會。首
先由院長採用圖析表，解釋組
織的架構。他把理想的目標與
學院實際能作到的情況作個比
較，這令大家領悟到，學院所
作的某些事情是值得感恩，同
時也讓在場者清楚學院事工需
要補足的地方。
在瞭解了學院之實際情況之
後，大家很認真地計劃學院之
將來。首先，先議決將來之大
方向：加強巴拿馬之董事們，
學院之運作權要漸漸移交給本
地同工接任。為配合這計劃，
當日作出很多重要的決定，諸
如董事有任期，努力物色新院
長，並設法穩定學院的經濟情
況，設立足夠的儲備金，努力
招新生。另外大家認同，要組
織好學院的校友會，以便加強
校友間的聯繫，也發揮校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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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之關心與支持。
在興奮地討論學院的前途當
中，大家不約而同地決定，準
備於2020年二月前後，要慶祝
學院成立20週年。其中的一個
項目，乃出版20週年特刊，立
即組成籌備小組，交給有出版
經驗之鍾緯津董事作總策劃。
畢業典禮：2018年12月2 日舉
行第九屆畢業典禮，同時也是

第二屆結業典禮。這次的典禮
有兩個特點：(一) 這一屆有五位
學位學生畢業，上屆有二位。(
二) 這一屆的結業禮，總共有20
位獲頒証書：牙買加有十二位
學生；墨西哥有七位；巴拿馬
本地有一位。
慶典中，我們請兩位特別講

員：(一)
來自加拿
大之馬英
傑牧師，
在會上誠
懇地呼籲
說：人生
在世，不
能沒有目標, 身為基督徒，應該
過有 “召命的人生”。(二)是
來自美國之蔡宇銓醫生，在會
上對畢業生用馬太福音6:24及詩
篇139篇作訓勉。他挑戰地說：
「你們今天出去事奉誰呢? 是要
在世上討好人呢，或是無論在
暗中或明處，忠心事奉那全知
，全在和全能的神?」

小退修會：畢業典禮翌日，
部分董事，學院同工，畢業生
及其家眷，共廿多人，分坐四
部車，出發到離學院約兩小時
半車程，著名白沙灘(Playa
Blanca)旅館，舉行三天兩夜之
小退修會。
大家經過幾天
緊張的開會，聚
會，畢業禮…，
難免感到精疲力
倦，需要有個輕
鬆的時間，使體
力與靈力都可以
恢復。因此這次
退修會沒有安排
什麼節目，
大部份時間讓大家自由交
流。為了能讓心靈得到充
實，第二天早晚各安排一
次培靈會，早上那一堂請
資深董事顧問吳偉權牧師
負責。
吳牧師把他在Hamilton
經歷甜酸苦辣32年的教會
事奉，很坦誠地分享。晚

上由學院拓展部副院長曾湛光
牧師帶領，他使用林前第12章
經文，把“肢體生活，恩賜配
搭”這事奉的重要秘訣，用遊
戲方法活潑地表達出來。十二
月五日午餐過後，大家心滿意
足，卻依依不捨地離開退修會
營地。

學生畢業感言
《難忘的學習》
一晃之間，三年眨眼而過。
學院的松林，濤聲依舊。回首
初來之時，既沒有先例可循，
亦無先人之跡可行。滿載親人
和弟兄姐妹的叮囑與關愛，攜
帶著可改簽的機票，藏著迷茫
與忐忑，懷揣盼望與期待，漂
洋過海，來到中南美洲。不能
確定前路，這是不是神恩慈的
引領？進入了中南美洲聖經學
院。
事實顯明，這實在是神的恩
賜，是恩典之路，盼望之路。
在箴言10:22這樣說：耶和華所

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
慮。感謝神的愛，在中南美洲
聖經學院學習乃是福分。
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學院所邀
請、經過甄選的講員，無私的
愛與奉獻：為了傳講神的道，
教導更多前人的經驗與教訓，
講員放棄休息時間，見縫插針
地傾情講解傳授，解惑答疑，
直至到要搭乘飛機的時間快到
了，毫無保留地留下錄音與文
字資料，以幫助即將出工場的
莘莘學子。
還有講員牧師以身示範耶穌
基督的謙卑服事態度，身體力
行地諄諄教導事奉應有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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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怎
不叫人程門立雪。
最後以兩段經文共勉：希伯
來書12:28：所以我們既得了不
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
所喜悅的，
用虔誠、敬
畏的心侍奉
神。提摩太
後書2:15 ：
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
喜悅，作無
愧的工人，
按著正意分
林玉珍
解真理的道。

《主愛永存》

我要感謝主，賜我健康的母
會，牧者同工們悉心的愛護我
的家人，有針對性的幫助我的
成長。主的愛從資深的牧者、
講師、學院各位同工的身上，
從課堂講授到學院生活中，不
斷流入我的心田，讓我感到溫
暖，叫我學到榜樣，自覺地加
深親近神，渴慕地追求聖經真
理，誠實無虛的愛護同工，竭
力傳揚福音。
我深深的感謝神賜給眾多同
窗學友，從每一位同學身上我
學到優秀，也映射出自己的不
足。老師、同學們對我學業上
的幫助讓我銘記心中，難以忘

懷。
主的愛
永存於我
心。我將
帶著這些
主愛進入
工場，帶
著這難忘
的珍貴的
經歷，帶
著使我生
洪濱
命得到塑
造的老師教誨，回到我的弟兄
姐妹中間，配合我的牧者、同
工，壯大事奉團隊，榮耀我們
的神。

主蒙福」，此話真是不假。
幾年前，當我完全順服主的
回顧在巴拿馬聖經學院的學習 呼召，願意踏上全時間事奉的
生活，我心中不禁湧起對主深
道路時，神就藉著不同的人，
深的感恩，也更清楚地看見祂
將我一步步帶領到這個中南美
洲的宣教培訓基地。
手的帶領。
雖然學院的學習生活既緊張
三年多來，我不僅完成了神
學課程，找到了事奉的工場，
又充滿挑戰，但卻是我們踏上
還遇見了生命的另一半，與她
宣教工場前極為必要的預備階
共結連理。基督徒常說：「事
段。

在這裡我們除了接受正規的
聖經和神學訓練外，也能遇到
基督教圈子中各式各樣的人和
事，這使我對人性有了更深的
認識，也初步體會到了牧會的
複雜性。神把我放在這樣的環
境中訓練，實在是智慧。
我要一生宣揚上帝的偉大和
奇妙。

經過前後六年時間的學習，
我在巴拿馬中南美洲聖經學院
完成了系統的聖經神學裝備，
不但順利的取得畢業證書，還
完滿地通過畢業專文的審核，
意想不到的獲得神學學士 (ThB)
學位。
神的愛如此奇妙和浩大，祂
著實讓我驚嘆，衪賜給我有一
位無私奉獻，堅韌支持和鼓勵
我完成學業的好妻子。祂賜給
我有三位好女兒，用她們的勞
作來倍伴媽媽做生意，料理家
庭。

《祂帶領我》

王琨璞

《充滿祝福的神學裝備》
2014年3月初，我回應神的呼
召來到中南美洲聖經學院進入
裝備。那時有個念頭，就是為
了掌握更多的神學知識，以便
將來更好地事奉。
今天畢業了。在近五年來，
神的祝福不是單單在知識上給
多了我，而且多方面都保守了
我。叫我以後也要經歷祂、依
靠祂。例如：有很多時候遇到
密集課程和功課緊迫的情況，
使自己變成筋疲力倦、頭腦空
白的人。遇到這種情況下，我
乾脆唱歌讚美神，向祂祈禱交

託、仰望，讓祂為自已開路。
不久，神就開我的心竅，完成
各課的作業。
有時家人有難處也使自己心
靈軟弱，學習也帶來障礙甚至
是情緒低落。記得，在這幾年
裡，妻子在家大病幾次，腳傷
要敷石膏一次。但每次老師同
學們都為我祈禱、並幫我處理
功課上的電腦問題，我教會及
其他教會都為我的妻子祈禱，
並且到我家探訪，給我帶來極
大的安慰。使我精神很快就振
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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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
我裝備中
奇異作為
不是一點
點。其實
自已每天
都在經歷
吳樹文
衪，享受
祂的同在與恩典。現在回想起
來，祂的恩典是超出了我自己
所求所想的。更使我明白，當
我們行在祂的旨意、並全心依
靠祂的時候，神一定會賜下能
力和豐富的恩典給我們。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第九屆畢業生代表致辭
各位尊敬的來賓、院長、各
位校董和老師們，晚上好！
我代表聖經學院五位畢業生
感謝各位的厚愛，在百忙中抽
出時間，來參加我們的畢業典
禮！
我們幾位同學今天能夠完成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的學習，首
先要感謝上帝的恩典！是祂藉
著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環境奇妙
地帶領我們來到這間學院。
其次，我們要感謝學院的院
長、校董、老師和同工們！若
沒有你們傾盡全力地教導、訓
練和關愛，我們根本無法完成
如此多的課程。我們不僅從你
們學到聖經和神學的知識，更
重要的是從你們的生活為人看
到神僕人的各種美德、智慧與
堅韌，感受到父母親般的愛心
鼓勵。正是因為你們一路的陪
伴，我們可以勝過許多學習的
困難。
同時，我們並要對各自的母
會、實習的教會及巴拿馬其他
兄弟教會多年來給予我們的幫
助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們的成
長，也與你們對我們當面的鼓
勵與背後的支持分不開，甚至
也有世界其他國家的多間教會
或基督徒個人，從不同方面給
予學院或我們學生個人以禱告
或經濟的支持。
這些真誠的幫助，真正顯示
出主內一家的精神，也是主內
肢體的合一的表現。
此時此刻，我們也向我們的
家人致以深深的謝意，因為神
藉著你們將祂的愛傳遞到我們

身上；是你們無私的奉獻與鼓
勵，增強了我們勝過困難的信
心。
這幾年住校的生活，使同學
們之間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
開始學習欣賞別人的長處和了
解自己的短處，也逐漸培養了
團隊合作的意識。我們常常能
彼此體諒，互相幫助；與此同
時，我們也對人的罪性，特別
是對自己的罪性有了更深的認
識。於是我們明白，我們被神
呼召作祂的僕人，實在是神的
恩典，而不是自己配得。
長期的朝夕相處，使我們同
學、老師、同工之間建立起真
摯的友誼。今晚畢業典禮之後
不久，我們將要分手，各自遠
去，實在令我們依依不捨。但
我們將永遠懷念在中南美洲聖
經學院的日子。
我們深知，從學校畢業並不
代表學習的結束，而是意味著
我們將開始新一階段的事奉和
學習，那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
和挑戰，但無論我們在何處、
在何種處境，我們都將持守信
仰、忠於主的託付，忠心地在
神的家中事奉，努力建立教會
，實踐所吩咐的大使命。
這幾年當中，許多的老師和
牧者也不斷提醒我們，神國的
事工不是憑著血氣，而是依靠
上帝的能力。因此，我們需要
更加順服在主面前，謙卑地與
主同行。
我們將牢記聖經教導：「你
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義分解

王琨璞

真理的道。」（提後2:15）
最後，我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點是：在中南美洲地區，大
部分的華人同胞尚未信主，甚
至有些人還沒有聽過福音。但
主耶穌吩咐所有的基督徒：「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因此，我們必須要遵行主
的命令，將宣教與植堂付諸行
動。然而普遍的情況卻是，第
一代的華人信徒中，奉獻作傳
道的人非常之少；教會多數靠
外來的宣教士牧養；因為缺少
本地工人，使福音的事工難以
開展，信徒的屬靈生命成長緩
慢，不能達到成為「主的門徒
」的要求。
故此，藉這個機會，我們呼
籲中南美洲的華人教會，一起
迫切地懇求「莊稼的主」打發
工人收祂的莊稼。我們這些畢
業生，願意與眾弟兄姐妹們一
起，投入到大使命當中。
願神繼續賜福巴拿馬的眾教
會，賜福巴拿馬聖經學院，也
繼續帶領和塑造我們的生命，
使我們成為祂無愧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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