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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鄭貽富博士

（下接第 2 頁）

從香港、美國、蘇利南、巴拿馬 ―
對梁得人牧師的回憶及懷念

    回想起來，筆者與內人(鄭楊
惠卿)對梁得人牧師及師母 (梁
張信瑤) 的聽聞、接觸、進而同
事的過程，是漫長而重重，分
享如下：
    (A) 對梁得人牧師的回憶

I 話由香港始―長洲「建道」
    筆者於1962至66年由印尼到
香港，在長洲島之建道神學院
接受神學裝備。當時常聽到已
故劉福群院長 (William Newbern) 
提起建道的歷史。梁牧師及師
母是建道同班同學，全班20位
學生 (十男十女)，經劉院長的
幫忙，由大陸廣西梧州一個一
個出來到長洲之建道。他們是
建道遷到香港長洲第一屆畢業
生 (51班)，也算是最具有建道
精神 ― 吃苦、開荒，火熱 ― 
建道校友中之佼佼者。他們畢
業後，班上 1/3 留在香港，1/3
到東南亞，1/3到北美， 盡忠到
底事奉主。
    在60年代筆者在建道受造就
時，就開始看到梁師母，她經

常幫外國講師，教課或講早會
時由英譯中 (粵語) 傳譯。79年
12月筆者在美國學成，獲得博
士學位 (Ph.D主修舊約)，與鄭
師母就應建道第一位華人院長
滕近輝牧師邀請，回到香港母
院幫忙 ─ 筆者當教務主任；鄭
師母任入學主任。身為教務主
任，筆者就邀請梁師母當基督
教教育系主任，也請大家熟悉
的溫以諾博士作差傳系主任。

II 事從美國起―加州之洛杉磯
    因為美國居留手續的問題，
筆者一家人於1984年回美國，
居住於加州之洛杉磯。當時筆
者幫王永信牧師：他在香港當
世界華福會總幹事，而北美華
福 (即美國及加拿大) 則由筆者
負責。
    80年代美國多間華人教會先
後成立，87年某月美國華聯會
派梁得人牧師，找筆者約談。
會談中始悉，美國華人宣道會
想在紐約之Nyack，美國宣道會
神學院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中開設 “華人雙文化
教牧碩士科。這事工將由滕牧
師作主任帶動；但滕牧師要筆
者當副主任協助。 
    蒙神恩待，這個部門順利開
始。筆者就邀請梁師母教授一
些基督教教育科目。沒想到這
部門栽培出良好的天國人才，
有很多優秀的畢業校友。校友

中包括中南美洲信徒所熟悉的
孫雅各博士，張獻珉牧師，陳
家榮博士，梁思進牧師，鍾加
強牧師…。這些校友們都到過
巴拿馬，有些當過我們聖經學
院的同工或講師。

III 福音南下傳―南美之蘇利南
    滿有宣教熱忱的梁牧師及師
母，多年前就南下到蘇利南傳
福音。他們宣教工作產生果效
，有一些信徒很渴慕真理，也
有心參與事奉。梁牧師與師母
隨後與筆者聯絡，請筆者設計
提供給熱心信徒一系列造就課
程；自己也親自南下一趟。第
一次到蘇利南，很興奮認識了
好多位熱心愛主的信徒，諸如
李惠祥弟兄夫婦，以及現在居
住在牙買加之張雪程及其弟弟
張雪斯…等。
    筆者到過中南美洲幾個不同
的國家，但沒有像第一次飛往
蘇利南，那樣驚險和奇特。首
先，蘇利南本來擁有一架破舊
之747大飛機，專為飛往紐約而
用，中間停在邁阿密 (Miami)。
一星期只有一班，但每月必定
壞一次，飛機在紐約修理，安
排搭客住旅館。
    有一次，筆者安排莫新靈牧
師 ( 註: 他是梁牧師在建道的同
班同學 ) 要飛到蘇利南，那一
週正好輪到747壞掉要修理，莫

牧師在邁阿密 (Miami) 白等一星
期，結果放棄，失望地飛回多
倫多。後來政府拋棄747，改用
向委內瑞拉租用坐百人的小飛
機。
    筆者去的那一年是搭那小飛
機。等抵達要領取行李時，呆
在行李出口處超過45分鐘，看
見各種物件，如小冰箱，汽車
輪胎，小孩腳踏車…不斷地出
來，卻未見自己的行李。突然
心想，百人小飛機，怎麼載了
像747的行李容載量？這時才懂
得“怕”，感謝主讓這“重量
級”的小飛機沒有墜落，可以
平安抵達。

IV 訓練於中美―巴拿馬之首都 
    從多年事奉的經驗學習到；
佈道要植堂，植堂要訓練。首
先，感謝主，讓宣教之先鋒者
發出 “向南走” 的呼聲；又推
動 “二千二千” (即到公元2000
年，希望巴拿馬能有二千個信
徒) 的運動。結果，神祝福中南
美洲的華人福音事工。
    到1998年，在巴拿馬聯合退
修會，神感動多位信徒願意獻
身事主。1999年神帶領在加拿
大開荒聯 (陳啟棠作代表)，建
道中心 (鄭貽富作代表)，華福 (
馬英傑作代表) ，配合在巴拿馬
的同工們，馮志初長老，梁得
人牧師及師母，鄭彼得弟兄，
韋饒元牧師，吳必能牧師，陳
武俊長老等，商量開辦聖經學
院的計劃。
    長話短說，中南美洲聖經學
院終於2000年2月13日，在巴拿
馬運河區之Los Rios正式成立（
註：2005年1月才搬到現址) 。
學院成立初期，梁得人牧師當
第一屆董事會主席，梁師母作
入學及註冊主任。筆者被選作
校監兼教務主任…。後因體力
關係，梁牧師與師母先後敬辭
院務行政工作，改作院牧及教

課老師。

    梁牧師及師母年事已高，未
回到美國長居紐約之前，最後
一次參與聖經學院於2016年12
月5 日第七屆畢業及第一屆結
業典禮。我們特請梁牧師負責 
“祝福”。當時梁牧師行動已
經不方便，不但要手持拐杖，
還要人扶他上台。當他站在講
台上，台下的人無不對這位屬
靈長輩肅然起敬。

    (B) 對梁得人牧師的懷念
    以下是聖經學院認識梁牧師
之早期校友，對恩師表達懷念
的話。由於篇幅所限，略選其
中幾位之感言，刊登於下：
    何建華師母: 猶記恩師教導，
終身事主模範，當跑的路已跑
盡，榮歸天國，主懷安息!

    呂偉青牧師：紀念屬靈的導
師，宣教之前輩 !

    黎偉強傳道夫婦 :  那美好的
仗梁得人牧師已經打過了，當
跑的路梁得人牧師已跑盡了，
所信的道梁得人牧師已經守住
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
為主的僕人存留。 恩師主懐安
息!

    吳蘊賢傳道:  我們懷念梁得
人牧師，我們的恩師，忠心的
好牧者，我們事奉的榜樣 !

    胡鵬九牧師:  懷念梁得人牧
師，求神安慰他的家人。耶穌
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
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
不死。願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
常與我們同在。阿門。  
 
    洪濱傳道夫婦: 梁得人牧師夫
婦是我們的宣教前輩。 
 
    張記輝傳道: 懷念恩師梁得人
牧師，忠心宣教事奉主！
忠心事奉主，
心記大使命；
宣教中南美，
教導主門徒；
事主最上算，
奉献與身教，
主迎回天家。

    侯保行傳道 : 致良師―梁得
人牧師
梁牧建良人 ,
得主之賞悅，
人愛人敬也；
良牧忠事主，
牧養中南美。

   秦淑儀傳道 :《百年歸老、安
息主懷、盡忠職守、至死方休
》
梁牧師！謝謝您的寶貴教導，
謝謝您成為我們的好榜樣，但
願我們都能夠學效您。

    Julio 劉武揚傳道:
致愛良師息主懷，
敬神救靈顯真愛。
梁臣忠僕守正道，
牧人心腸得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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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頁）

    回想起來，筆者與內人(鄭楊
惠卿)對梁得人牧師及師母 (梁
張信瑤) 的聽聞、接觸、進而同
事的過程，是漫長而重重，分
享如下：
    (A) 對梁得人牧師的回憶

I 話由香港始―長洲「建道」
    筆者於1962至66年由印尼到
香港，在長洲島之建道神學院
接受神學裝備。當時常聽到已
故劉福群院長 (William Newbern) 
提起建道的歷史。梁牧師及師
母是建道同班同學，全班20位
學生 (十男十女)，經劉院長的
幫忙，由大陸廣西梧州一個一
個出來到長洲之建道。他們是
建道遷到香港長洲第一屆畢業
生 (51班)，也算是最具有建道
精神 ― 吃苦、開荒，火熱 ― 
建道校友中之佼佼者。他們畢
業後，班上 1/3 留在香港，1/3
到東南亞，1/3到北美， 盡忠到
底事奉主。
    在60年代筆者在建道受造就
時，就開始看到梁師母，她經

常幫外國講師，教課或講早會
時由英譯中 (粵語) 傳譯。79年
12月筆者在美國學成，獲得博
士學位 (Ph.D主修舊約)，與鄭
師母就應建道第一位華人院長
滕近輝牧師邀請，回到香港母
院幫忙 ─ 筆者當教務主任；鄭
師母任入學主任。身為教務主
任，筆者就邀請梁師母當基督
教教育系主任，也請大家熟悉
的溫以諾博士作差傳系主任。

II 事從美國起―加州之洛杉磯
    因為美國居留手續的問題，
筆者一家人於1984年回美國，
居住於加州之洛杉磯。當時筆
者幫王永信牧師：他在香港當
世界華福會總幹事，而北美華
福 (即美國及加拿大) 則由筆者
負責。
    80年代美國多間華人教會先
後成立，87年某月美國華聯會
派梁得人牧師，找筆者約談。
會談中始悉，美國華人宣道會
想在紐約之Nyack，美國宣道會
神學院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中開設 “華人雙文化
教牧碩士科。這事工將由滕牧
師作主任帶動；但滕牧師要筆
者當副主任協助。 
    蒙神恩待，這個部門順利開
始。筆者就邀請梁師母教授一
些基督教教育科目。沒想到這
部門栽培出良好的天國人才，
有很多優秀的畢業校友。校友

中包括中南美洲信徒所熟悉的
孫雅各博士，張獻珉牧師，陳
家榮博士，梁思進牧師，鍾加
強牧師…。這些校友們都到過
巴拿馬，有些當過我們聖經學
院的同工或講師。

III 福音南下傳―南美之蘇利南
    滿有宣教熱忱的梁牧師及師
母，多年前就南下到蘇利南傳
福音。他們宣教工作產生果效
，有一些信徒很渴慕真理，也
有心參與事奉。梁牧師與師母
隨後與筆者聯絡，請筆者設計
提供給熱心信徒一系列造就課
程；自己也親自南下一趟。第
一次到蘇利南，很興奮認識了
好多位熱心愛主的信徒，諸如
李惠祥弟兄夫婦，以及現在居
住在牙買加之張雪程及其弟弟
張雪斯…等。
    筆者到過中南美洲幾個不同
的國家，但沒有像第一次飛往
蘇利南，那樣驚險和奇特。首
先，蘇利南本來擁有一架破舊
之747大飛機，專為飛往紐約而
用，中間停在邁阿密 (Miami)。
一星期只有一班，但每月必定
壞一次，飛機在紐約修理，安
排搭客住旅館。
    有一次，筆者安排莫新靈牧
師 ( 註: 他是梁牧師在建道的同
班同學 ) 要飛到蘇利南，那一
週正好輪到747壞掉要修理，莫

牧師在邁阿密 (Miami) 白等一星
期，結果放棄，失望地飛回多
倫多。後來政府拋棄747，改用
向委內瑞拉租用坐百人的小飛
機。
    筆者去的那一年是搭那小飛
機。等抵達要領取行李時，呆
在行李出口處超過45分鐘，看
見各種物件，如小冰箱，汽車
輪胎，小孩腳踏車…不斷地出
來，卻未見自己的行李。突然
心想，百人小飛機，怎麼載了
像747的行李容載量？這時才懂
得“怕”，感謝主讓這“重量
級”的小飛機沒有墜落，可以
平安抵達。

IV 訓練於中美―巴拿馬之首都 
    從多年事奉的經驗學習到；
佈道要植堂，植堂要訓練。首
先，感謝主，讓宣教之先鋒者
發出 “向南走” 的呼聲；又推
動 “二千二千” (即到公元2000
年，希望巴拿馬能有二千個信
徒) 的運動。結果，神祝福中南
美洲的華人福音事工。
    到1998年，在巴拿馬聯合退
修會，神感動多位信徒願意獻
身事主。1999年神帶領在加拿
大開荒聯 (陳啟棠作代表)，建
道中心 (鄭貽富作代表)，華福 (
馬英傑作代表) ，配合在巴拿馬
的同工們，馮志初長老，梁得
人牧師及師母，鄭彼得弟兄，
韋饒元牧師，吳必能牧師，陳
武俊長老等，商量開辦聖經學
院的計劃。
    長話短說，中南美洲聖經學
院終於2000年2月13日，在巴拿
馬運河區之Los Rios正式成立（
註：2005年1月才搬到現址) 。
學院成立初期，梁得人牧師當
第一屆董事會主席，梁師母作
入學及註冊主任。筆者被選作
校監兼教務主任…。後因體力
關係，梁牧師與師母先後敬辭
院務行政工作，改作院牧及教

課老師。

    梁牧師及師母年事已高，未
回到美國長居紐約之前，最後
一次參與聖經學院於2016年12
月5 日第七屆畢業及第一屆結
業典禮。我們特請梁牧師負責 
“祝福”。當時梁牧師行動已
經不方便，不但要手持拐杖，
還要人扶他上台。當他站在講
台上，台下的人無不對這位屬
靈長輩肅然起敬。

    (B) 對梁得人牧師的懷念
    以下是聖經學院認識梁牧師
之早期校友，對恩師表達懷念
的話。由於篇幅所限，略選其
中幾位之感言，刊登於下：
    何建華師母: 猶記恩師教導，
終身事主模範，當跑的路已跑
盡，榮歸天國，主懷安息!

    呂偉青牧師：紀念屬靈的導
師，宣教之前輩 !

    黎偉強傳道夫婦 :  那美好的
仗梁得人牧師已經打過了，當
跑的路梁得人牧師已跑盡了，
所信的道梁得人牧師已經守住
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
為主的僕人存留。 恩師主懐安
息!

    吳蘊賢傳道:  我們懷念梁得
人牧師，我們的恩師，忠心的
好牧者，我們事奉的榜樣 !

    胡鵬九牧師:  懷念梁得人牧
師，求神安慰他的家人。耶穌
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
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
不死。願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
常與我們同在。阿門。  
 
    洪濱傳道夫婦: 梁得人牧師夫
婦是我們的宣教前輩。 
 
    張記輝傳道: 懷念恩師梁得人
牧師，忠心宣教事奉主！
忠心事奉主，
心記大使命；
宣教中南美，
教導主門徒；
事主最上算，
奉献與身教，
主迎回天家。

    侯保行傳道 : 致良師―梁得
人牧師
梁牧建良人 ,
得主之賞悅，
人愛人敬也；
良牧忠事主，
牧養中南美。

   秦淑儀傳道 :《百年歸老、安
息主懷、盡忠職守、至死方休
》
梁牧師！謝謝您的寶貴教導，
謝謝您成為我們的好榜樣，但
願我們都能夠學效您。

    Julio 劉武揚傳道:
致愛良師息主懷，
敬神救靈顯真愛。
梁臣忠僕守正道，
牧人心腸得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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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聽到有關這所西班牙
文聖經學院時在我腦中浮現的
一個問題。
    當時我在想，拉丁美洲的教
會在學術上已經十分成熟，可
以自己訓練和栽培工人，為何
要多此一舉 ?  此外，我又見到
在經濟上和人力上的缺乏，為
何不聚集資源，著重發展西班
牙語方面的事工 ? 這是我最初
的想法。
    總體來說，我的疑惑是合理
的。然而，我很快便明白巴拿
馬華人群體的需要，此乃非常
特殊的情況，而事實證明在巴
拿馬的確沒有一所可以栽培這
個特別學生族群神學機構，好
使這些學生可以在此特殊環境
內事奉主耶穌。
    我所指的是一群亞裔年輕信
徒，他們被神呼召得到異象，
並願意受裝備成為神國度的精
兵。這個群體有特殊的優勢，
具有戰略性的潛能，可讓上帝
大大使用。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這新一代
的族群屬於“千禧世代”或"Y
世代”的年輕人，他們普遍上
享有較多的教育機會，並對科
技的使用瞭如指掌，對於國際
資訊和通訊可輕易取得。此外
他們是多元化族群，所成長的
環境和他們父親不同，在某種
程度上他們就如“第三文化小
孩”。

    他們多才多藝，不單了解父
母的中華文化，也懂得欣賞本
地拉丁習俗。這個群體的成員
多數都有多語言能力，平均每
人都可講三種語言。雖然世界
各地都有千禧兒，但唯有這個
巴拿馬第二代華人群體享有多
方優勢，成為傳播基督福音的
橋梁，不單單可以向華人傳福
音，也可以對拉丁鄰舍們分享
救恩。
    在最近幾十年內我聽到了巴
拿馬運河(又被稱為世界工程奇
蹟)，許多國際企業都到這裡投
資基礎建設工程，巴國的經濟
也因此飛騰，也因此緣故華裔
群體也被吸引來到這裡發展，
冀望可改善生活。
    我也聽說大量的北美和亞洲
宣教士來到巴拿馬短宣，他們

都認為，巴拿馬得天獨厚的環
境，乃是向拉丁美洲擴展福音
的跳板。到了2019年我親眼目
睹華人群體許多僑胞有機會聽
到耶穌基督的福音，並也有許
多年輕人回應了神的呼召，願
意成為工人事奉主，這是外來
傳道人和短宣隊幾年來努力播
種耕耘後所得的成果。
    現在這是良好時機，一所以
西班牙文教學的聖經學院，可
成為巴拿馬執行大使命的一個
重要環節。並藉著這所聖經學
院，成為神的工人用來裝備神
學知識和聖經工具，來到建立
巴拿馬本地自屬的華人教會或
福音中心，完全自主和獨立，
對本地巴拿馬人和華人宣傳基
督福音，將這好消息傳到世界
地極。

為什麼要創立西班牙文的聖經學院? Rosa Leung博士
(加拿大 ACyM傳道)

      (I) 學院現況
(1) 聯合大會及聖地旅遊
    本該於2020年舉行，全巴拿
馬華人教會聯合退修及本院廿
週年院慶大會，改於今年受難
節聖週在網上舉行。(甲) 教牧
退修會，由譚文鈞牧師/博士主
講。若教牧同工錯過，或想重
溫，請與鄭貽富院長聯絡 
(ptpaulthe@gmail.com)；(乙) 信
徒講座由陳陳綺梅博士主講；
而培靈會或佈道會由陳琛儀牧
師/博士主講。歡迎讀者上網聆
聽或重溫：http://aiccpanama.org.
    聖地旅遊學習團，暫訂改於
今年十二月上旬動身，名額限
定為50人。到目前只剩10名額
，有意參加者，請從速與鄭楊
惠卿師母聯絡詢問：theophilus-
jane@gmail.com或致電
647-308-8993.

(2) 學院惜別兩位基督忠僕：
    一位與本院同行多年之梁得
人牧師。他已於三月十日安息
主懷，安息禮拜在美國紐約於
3/18日在網舉行，另參本期院長
的話。另一位是本院2003班畢
業之校友 ― 伍卓培傳道。回想
當年他與師母 (伍簡鳳雯師母) 
決心走這條事奉的路，實在不
容易，因面對多方的挑戰：首
先，他要放下在美國作老板舒
適的生活；報讀作學生時是本
院年齡最大的一位，讀書很吃
力不在話下；再者，他是動過
心臟大手術 (5 By-Pass) 身體弱
者。他能讀到畢業實在難得。
沒有想到他們倆畢業後留在巴
拿馬牧養過兩間教會 (Chitre 及 
Arraijan)，且幫這兩間教會興建

自己的堂所！他們的事奉是我
們校友中，最明顯蒙神祝福的
校友之一。

      (II) 校友進展
    王琨璞傳道夫婦: 非常感恩，
疲情中事奉上產生的變化，我
們也學習從網上繼續牧養，教
導的工作，同時也在網上修讀
神學課程。神去年賜給我們一
個女兒，現在已七個月。她很
活潑健康，帶給我們夫婦倆極
大的喜樂，滿足，感謝神，我
們願意更盡力去事奉祂。

    李惠祥傳道夫婦: 感謝神，我
們皆因華人宣道會建堂事工一
切順利，副堂基本上完成，正
堂的屋頂，因設計特別，需要
在巴黎定購，要三個月完成，
再運回來安裝，請代禱。
    還有今年假期兒童聖經班，
因疫情的關係，4月份在網上舉
行；其他二次分別在另外城市
舉行，日期約在6月與8月，請
代禱。

    呂偉青牧師夫婦: 感謝神， 
2021年一月可重回巴拿馬的工
場宣教，這次我有機會參與聖
經學院的服事，求主帶領和使
用。
    暫時仍是在網絡上服侍，幫
助神學生有更好的學習。請為
我們一家搬回巴拿馬的時間禱
告，現在我們在多倫多輪候接
種疫苗，求主恩領。

    薛亮明牧師夫婦: 經歷了整整
一年疫情的時間，雖然日常生
活、教會的事奉都因為疫情的
緣故而有所改變，有些時候也
會感到困難。但感恩一家人在
主裏有平安，生活上也沒有缺
乏；在敎會事奉裏面，亦讓我
們能在更廣闊的層面中學習和
成長。
    在最不容易的時候，上帝原
來早已為敎會預備了不同恩賜
的肢體，在疫情中繼續一起守
護敎會，叫主的敎會能夠在疫
情中得以運作。
    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因為
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
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
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
篇 30:5)

    伍簡鳳雯傳道： ３月中伍卓
培傳道心臟衰竭，腎臟排水功
能弱，引致肺部有積水，呼吸
困難入院。 
    伍師母守候在側跟他讀經禱
告，求神賜給他有平安的心，
主在4月1日早上六時把他接去
了，求主加力伴隨師母渡過這
憂傷階段。

     
    侯保行傳道： 兩年前做了頸
椎手術，現神經修復中，身體
狀況時好時差，坐立難安，神
給我學習忍耐等候的功課。然
而，因疫情影響常需坐在電腦
前工作 ，並停了物理治療，求

主繼續醫治，以及繼續物理治
療， 阿們！

    秦淑儀傳道： 感恩主保守， 
經過一段靜修期，會學習在科
技上的聯繫， 更好服侍主！

    聶深信牧師夫婦： 請為我夫
婦面對更多事奉的挑戰中求神
給予智慧。並為我太太近日開
始坐骨神經痛的治療與我在事
奉主與家庭的工作代禱。五月
底的網上退修會， 求神給我充
足的準備。

    本院榮譽董事蔡宇銓醫生，有鑒伍卓培傳道走上人生事奉的
旅程，年齡和經歷與自己有一點相似。於伍傳道息勞歸主之際，
作詩衷表慰言。

少年喪親苦成材                  年壯偕妻越洋海
北美謀生家計忙                  蒙神憐憫經商旺

    

六旬還志宣敎場                  夫妻同心同道唱
巴京聖經學院往                  重病愈後仍開荒

       

鄉鎭傳道十三載                  建堂敎會一而再
今日共慶兄一生                  他朝天家齊頌神

Goodbye, Brother, we will meet again soon in our 
Father's m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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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動  態
      (I) 學院現況
(1) 聯合大會及聖地旅遊
    本該於2020年舉行，全巴拿
馬華人教會聯合退修及本院廿
週年院慶大會，改於今年受難
節聖週在網上舉行。(甲) 教牧
退修會，由譚文鈞牧師/博士主
講。若教牧同工錯過，或想重
溫，請與鄭貽富院長聯絡 
(ptpaulthe@gmail.com)；(乙) 信
徒講座由陳陳綺梅博士主講；
而培靈會或佈道會由陳琛儀牧
師/博士主講。歡迎讀者上網聆
聽或重溫：http://aiccpanama.org.
    聖地旅遊學習團，暫訂改於
今年十二月上旬動身，名額限
定為50人。到目前只剩10名額
，有意參加者，請從速與鄭楊
惠卿師母聯絡詢問：theophilus-
jane@gmail.com或致電
647-308-8993.

(2) 學院惜別兩位基督忠僕：
    一位與本院同行多年之梁得
人牧師。他已於三月十日安息
主懷，安息禮拜在美國紐約於
3/18日在網舉行，另參本期院長
的話。另一位是本院2003班畢
業之校友 ― 伍卓培傳道。回想
當年他與師母 (伍簡鳳雯師母) 
決心走這條事奉的路，實在不
容易，因面對多方的挑戰：首
先，他要放下在美國作老板舒
適的生活；報讀作學生時是本
院年齡最大的一位，讀書很吃
力不在話下；再者，他是動過
心臟大手術 (5 By-Pass) 身體弱
者。他能讀到畢業實在難得。
沒有想到他們倆畢業後留在巴
拿馬牧養過兩間教會 (Chitre 及 
Arraijan)，且幫這兩間教會興建

自己的堂所！他們的事奉是我
們校友中，最明顯蒙神祝福的
校友之一。

      (II) 校友進展
    王琨璞傳道夫婦: 非常感恩，
疲情中事奉上產生的變化，我
們也學習從網上繼續牧養，教
導的工作，同時也在網上修讀
神學課程。神去年賜給我們一
個女兒，現在已七個月。她很
活潑健康，帶給我們夫婦倆極
大的喜樂，滿足，感謝神，我
們願意更盡力去事奉祂。

    李惠祥傳道夫婦: 感謝神，我
們皆因華人宣道會建堂事工一
切順利，副堂基本上完成，正
堂的屋頂，因設計特別，需要
在巴黎定購，要三個月完成，
再運回來安裝，請代禱。
    還有今年假期兒童聖經班，
因疫情的關係，4月份在網上舉
行；其他二次分別在另外城市
舉行，日期約在6月與8月，請
代禱。

    呂偉青牧師夫婦: 感謝神， 
2021年一月可重回巴拿馬的工
場宣教，這次我有機會參與聖
經學院的服事，求主帶領和使
用。
    暫時仍是在網絡上服侍，幫
助神學生有更好的學習。請為
我們一家搬回巴拿馬的時間禱
告，現在我們在多倫多輪候接
種疫苗，求主恩領。

    薛亮明牧師夫婦: 經歷了整整
一年疫情的時間，雖然日常生
活、教會的事奉都因為疫情的
緣故而有所改變，有些時候也
會感到困難。但感恩一家人在
主裏有平安，生活上也沒有缺
乏；在敎會事奉裏面，亦讓我
們能在更廣闊的層面中學習和
成長。
    在最不容易的時候，上帝原
來早已為敎會預備了不同恩賜
的肢體，在疫情中繼續一起守
護敎會，叫主的敎會能夠在疫
情中得以運作。
    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因為
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
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
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
篇 30:5)

    伍簡鳳雯傳道： ３月中伍卓
培傳道心臟衰竭，腎臟排水功
能弱，引致肺部有積水，呼吸
困難入院。 
    伍師母守候在側跟他讀經禱
告，求神賜給他有平安的心，
主在4月1日早上六時把他接去
了，求主加力伴隨師母渡過這
憂傷階段。

     
    侯保行傳道： 兩年前做了頸
椎手術，現神經修復中，身體
狀況時好時差，坐立難安，神
給我學習忍耐等候的功課。然
而，因疫情影響常需坐在電腦
前工作 ，並停了物理治療，求

主繼續醫治，以及繼續物理治
療， 阿們！

    秦淑儀傳道： 感恩主保守， 
經過一段靜修期，會學習在科
技上的聯繫， 更好服侍主！

    聶深信牧師夫婦： 請為我夫
婦面對更多事奉的挑戰中求神
給予智慧。並為我太太近日開
始坐骨神經痛的治療與我在事
奉主與家庭的工作代禱。五月
底的網上退修會， 求神給我充
足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