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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一樣的聯合退修會

往年的受難節
在過去２０多年的耶穌受難
節，巴國的衆教會不分宗派的
齊聚一堂，同心合意以献唱詩
歌，讚美救主宏恩，齊領聖餐
餅和杯，紀念主耶穌為世人受
苦難的犧牲大愛。同時連續幾
埸同領受外來講員帶來豐富寳
貴的培靈信息及生動的個人見
證真是－埸場屬靈饗宴。
全巴國的信徒難得放下工作
安靜地聚集相處，交通團契互
訴事奉生活心得，養兒育女經
驗。每逢這難得的日子，不分
年長／壯年／青少年都開心群
聚的時刻，既使平常聚會不易
見到的弟兄姊妺，也把握此－
年一度的受教機會！聯合退修
會真是大家最期待聚會！更是
教牧同工會必要承担的責任！
肺炎疫情阻斷了退修會
２０１９年底肺炎病毒在亞
洲首度被發現，接著在極短二
／三星期中迅速透過國際飛機
旅客逐漸擴散世界各國，連我
們的僑居國巴拿馬在２０２０
年二月份已悄悄地被帶進來，
當衆人緊張尚在觀望時，巧逢
本地人歡樂嘉年華會節期，節
後果然病毒陸續被人與人接觸
傳開來併發病致死。
此時政府衛生部發現事態嚴
重，斷然宣佈停止—切的群體
聚會！同時也未見截止時限，
跟隨著原先退修會所預訂旅舘

聚會場地亦不能開放、外聘講
員也無法前來！就這連串的訊
息及疫情擴散已經告訴我們：
２０２０年聯合退修會已無法
舉行，所有籌備的工作難以持
續，只能宣佈暫停，所有纪念
主耶穌受難聚會只能由各教會
個自安排！其實連平時實體聚
會也同時被限制了！
敦請專人負責影音技術
籌備同工們綜觀疫情環境實
形又幾經研商後，可預見今年
的受難節來臨前巴國政府原先
的室内聚會禁令肯定尚無法解
封！遂積極整合各教會在過去
一年多的網上聚會經驗，並擬
定分工小組來負責大型網上聚
會需克服的需要。
感謝主！大家同心敦請何建
華牧師來帶領各教會的技術成
員－起承担重任！經牧長們推
荐原已在教會事奉的年青人他
們學有電腦／影音／資訊／廣
告…專長的人才共同分担大會
影音控管！也分别成各教會的
事奉内容搭配實形，共同磨合
演練。
在籌備過程又承接任務：建
立退修會專屬網站，提供給衆
教會信徒們需知／進度／報名
資料／如何使用Zoom / Face
Book /YouTube…等同時又添加
了各教會介绍／牧者介绍／聚
會時間併詳细推荐四位講員的
事奉經歷…都為了聯合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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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備又完整資訊能呈現在每位
信徒手上，俾使增加衆人参與
的意願暨帶領親朋好友一起領
受信息。
神學院２０週年感恩
今年聯合退修會不同於往年
除了採用網上影音聚會外更是
配合慶祝神學院建立廿週年感
恩紀念，特請鄭院長邀請三位
學院老師為中文講員外也安排
工作坊由五位校友分享他們各
自的靈命成長／裝備／事奉／
牧養歷程及心得等寳貴塑造焠
練實形提供成衆弟兄姊妺的激
勵！相信在困難的大環境中神
有豐富的預備。這更是陷在疫
情困境中神額外的祝福！願同
得更真實的塑造，讓生命長出
美麗的果實榮神益人！
（上接第2頁）
洲作宣敎工作的宣敎士，後因
身體狀況不佳回國治療，不久
就回了天家。離世前仍念念難
忘在非洲的那些青少年。
宣教士的工作是一個帶著犧
牲精神，完全的委身。有許多
宣教士帶著師母，還有兒女一
起，例如江榮義博士敎授。約
12:24節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
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直
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網上聯合聚會的挑戰
在巴拿馬有廿萬華人，華人
教會十多間，一直以來教會都
很齊心合辦一年一度的復活節
退修會，全國信徒在那周末一
起聚會，非常熱鬧親切，因為
大多數人是隻身來巴拿馬創業
的，這種大型聚會有如酒宴般
可聚舊，大家都渴望借此聚首
及退修。可惜去年因疫情關係
停辦了，教會此時亦像全球教
會一樣，轉作網絡形式舉行聚
會，也有部份教會崇拜是錄影
了，放在YouTube任由大家找時
間收看。
大會商議能否在網上舉行，
往年參加聚會都有近一千人到
場，按巴拿馬一般華人來說，
大部份只會用微訊，也沒有電
郵，會用電腦的成年人不多，
怎樣可以網上舉行呢? 再停辦一
年吧！

巴拿馬中南美洲聖經學院本
該去年在退修會中舉行廿周年
紀念，大會不想再拖延下去，
所以決定在網上舉行是次退修
會。因我服侍的大衛城教會，
自從疫情以來就開始在網上聚
會，大會就推舉我做網上聚會
的技術小組負責人，其實我對
這負擔抱著膽戰心驚的心情去
接受。感謝神！當我開始組織
技術小組的時候，神其實已早
有預備，很快就有經驗的弟兄
姊妹響應加入小組，令到整個
聚會能順利完滿地完成！
第一天的第一個聚會開始時
比較混亂，都是一些不慣用
Zoom的朋友需要等到開始聚會
之後，接過去YouTube才能點連
結來看。第二個聚會已沒有問
題，大家很興奮，一學就會，
而且介紹了不少世界各地，甚

至大陸親友參加，跟我們在北
美參加公開聚會沒有兩樣，頓
時感覺到我們就活在地球村當
中，即時把我們聯在一起。西
文組借用PCA學校的300人Zoom
帳戶，兒童組和工作坊的分配
都是即時在網站版面更新，一
目了然。
其實，我只作帶隊，可以做
的有限, 只向教牧同工大會交待
技術小組的進展，感恩有Leo弟
兄精通中西語，認識人多，承
擔了Webinar的操控，並與西文
組合作得很好，我只能在旁為
他祈禱，大會前幾天可見Leo
極為緊張，大會開始之後他操
作得不錯，效果好得很，大會
的所有聚會都可隨時回YouTube
重溫，即使明年再在網上舉行
，我們都有經驗和信心，一切
榮耀歸給我主我神！

為主擺上的宣教士
將近二百年前，有批外國宣
教士在廣東汕頭市傳講福音。
我太祖父聽到了福音，並且接
受了福音，他非常高興，這麼
好的福音怎能不讓鄉親們知道
？決定請這些外國宣教士向鄕
親們傳播福音。
這是山區，青年男士都到外
地求學，成年男子也到外地經
商；留下的是兒童，婦女和老
人。但這些宣教士知道有人向
他們招手，就非常樂意前往這
些窮困的山區，沒有車，坐的
是牛車，還要行走山路。因為
是在山區，沙質土壤不能種稻
米，只能種地瓜，花生，連青
菜也只能自耕自足。
生活對外國宣教士實在非常
艱困。也因為他們的付出，用

愛心表明基督的信仰，建立小
學，慢慢建立中學，而且師資
水準高。他們的勞苦，讓週邊
的人都到我們的村莊聽他們講
福音，學唱聖詩。
我的祖父在北京唸完大學，
回家探望父母；因為聽到了福
音，同時看到家鄕的改變，宣
教士犧牲的精神，感動了他接
受主基督，並且放棄高資的工
作，決定留下來與宣教士一齊
宣教，學習聖經課程，建立敎
會，並成為當地第一位長老教
會牧師。
在一份福音雜誌上，我看到
一幅照片，一位黑皮膚青年人(
約卅多歲)，他雙手拿著一大束
花，放在一個墓前。地點是在
英國，這位青年人說：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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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陳留齡

最不喜歡聽你講聖經褔音的那
一個光頭少年，又常常用髒語
對你發脾氣；你總以愛及你那
溫柔體貼的態度，對我永不放
棄。你教導我們學會愛，教我
們英文、數學。在你回國的那
一刻，我心裡有説不出的難過
和不捨。因為沒有人會像你這
樣，用愛心對我們這些被人看
不起，只配為奴的人。你的愛
讓我們看到了，也體會到上帝
及主基督的愛。
我相信了主，另外幾個也相
信了主，我已經奉獻給主被主
使用。你的付出沒有白費，你
的愛影響了我們周圍的人。你
安心吧！我們就是你所結的果
子。墓中人是英國一位前往非
（下接第 1 頁）

網上課程：學員們的感受

眾所週知，由於新冠病毒疫
情的影響，網上上課已成為普
遍的授課方式。本院去年下半
年開始至今，幾乎所有課程都
改在網上舉行。今年第一季，
特選其中二門課程；江榮義博
士所教授的「宣教士之資格與
裝備」以及王建熙博士教授之
「研讀雅歌書」，幾位學員分
享他們的感受:

(一) 曾偉基
感謝神,給我有機會在中南美
洲聖經學院學習到【宣教士之
資格與裝備】課程。
有神忠心的僕人江榮義博士
教導，可以說得益良多，大長
知識。知道做一個宣教士的資
格與裝備。做一個宣教士或者
傳道人，首先要接受四年神學
裝備。不但聖經知識的裝備，
更是生命的操練塑造。因為，
事奉神不是隨隨便便的事情。
教會應該把宣教擺在第一優先
位置。
要學習主耶穌【道成肉身】
的委身，如果沒有委身就沒有
宣教。順服神的呼召，順服神
的帶領，不怕苦、不怕累、這
樣就不會半途而廢，才會越事
奉越甘甜，才會事奉長久。又
要有愛人的心，愛靈魂得救的
心和捨己精神。還要選擇好的
同工一齊配搭，一齊服侍，不
要單打獨鬥，自己先要以身作
則，首先要做好榜樣，有好的
見證和行為，要有愛會眾的心
，樂意關心幫助他們。這是做
宣教士或者傳道人最基礎的資
格與裝備。
(二) 陳銀萍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學習關
於宣教士的資格與裝備這課學
科，江榮義博士在非洲宣教二
十多年，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

給我們上了豐富的一課，讓我
得益良多，對宣教士有了更多
的了解以及做為一名宣教士所
要做的準備！
首先要清楚明白自己是個重
生得救的基督徒，清楚神的呼
召，確定這是一件值得捨棄和
委身的事，要有堅定的信念，
這樣才可以義無反顧地，充滿
從神來的信心與力量，帶著神
的使命踏上宣教的旅程。並要
學習主耶穌“道成肉身”的宣
教，去到他們中間，與他們做
朋友，了解他們的習慣及當地
的文化風俗。要去的地方有時
環境是出乎意料的，所以，要
做好吃苦的心理準備，不然遇
到困難就會軟弱堅持不下去。
同時，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就等
於上前線打仗一樣，需要有後
方的支援，需要有強大的禱告
團隊！在宣教的路上，意想不
到的事時有發生，絕不可能做
到萬無一失。
所以，要堅信主必同在，主
必看顧保守及供應，操練自己
屬靈的生命，每天與主親近，
從主那裡支取力量，靠著聖靈
才會有信心力量打勝仗，留下
佳美的腳蹤，榮耀主的名。

(三)鄧澤恆
我是John 鄧澤恆，上完了王
建熙牧師所教的雅歌，我真的
獲益良多!因為雅歌這書是我覺
得，在聖經當中其中最難明白
的一卷書。但是王牧師從實意
解經的方法，教導我們雅歌的
內容，再引伸到我們與神之間
那種愛的關係。
我覺得這教學模式十分棒，
因為我不單可以從雅歌當中，
能明白神在人的愛情中所定下
的心意，包括聖潔、忍耐和仰
望神的榮耀，而且還可以知道
神對衪所揀選的子民那份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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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因為我不太喜歡很多雅
歌的解經家，都只從靈意的角
度去詮釋雅歌，而完全抹去了
情侶關係當中，那份聖潔、浪
漫及恆久的愛。所以，真的！
從王牧師的教導中，我真的獲
益匪淺，謝謝王牧師，願神更
多使用王牧師，在神的話語上
造就更多的人！
(四)陳淑貞
我在教會的生活都已有20 多
年。有心願想認識雅歌這本書
卷。(可能好少人講。)我祇聽過
一次，傳道人在台上講雅歌!雅
歌，是舊約最短，最難明，最
漂亮，最動人，最露骨，最寓
意的書卷。亦是最難講解,最難
明白。
感謝主派了他的僕人，資深
又有愛心，有委身和智慧，講
解雅歌書的老師王建熙博士。
用心解釋，由一見鍾情講到白
頭到老。描述所有委身的愛關
係，淋漓盡致!雖然衹是用Zoom
上課。學生得益不少，獲益良
多!明白我愛良人，良人屬我。
基督愛我們，我們更愛基督。
衷心感恩主的恩典和美意。
(五) 吳樹文
有本書將「雅歌」單講成基
督與教會的關係，像失去原汁
原味的餐。
王建熙博士就不同，他從原
意（主題：堅貞的愛～不朽之
情）去解釋，證明是歌中的雅
歌。使人明白婚姻愛情極其美
麗；男尊女嬌，含情脈脈，相
互愛慕，如死之堅強，是神賜
福的婚姻。愛情有時亦出現痛
苦，卻因神的加入而轉為（瑪
哈念跳舞）極大的樂趣。神祝
福人的心靈，亦賜福男女結合
的崇高肉體生活，因人是祂造
的。

校
一、聶深信夫婦:
(2001年畢業)
事奉: 牧養美西鳳凰城教會8
年，關注疫情帶來教會新動向
和信徒領袖栽培。
代禱: 為腰脊椎扭傷康復仰望
主。
二、呂偉青夫婦:
(2003年畢業)
事奉: 完成神學研究碩士
(MTS)進修，任中南美洲聖經學
院院牧工作，帶領在校神學生
靈修週會，並開始任教講學。
代禱: 為八月份完成二針疫苗
接種後如期赴巴拿馬仰望神。
三、洪濱:
(2018年畢業)
事奉: 順利結束哥斯達黎加生
意，陪伴在聖經學院接受裝備
的太太陳荊，已前往巴拿馬，
投入全職事奉。
代禱: 為家庭異地網上崇拜仰
望主。
校友互動，參加校友呂偉青
牧師《個人佈道》課程，並與
校友吳樹文傳道一起探訪，帶
領人信主。

友

消

四、何建華夫婦:
(2010年畢業)
事奉: 堅持《豐盛生命》連續
短宣佈道訓練，培育長期傳福
音隊工。
代禱: 為兩位兒女婚禮如期舉
行，為十月份能重返大衛城牧
會仰望主。
五、藍敬雲夫婦:
(2001年畢業)
事奉: 參加近期聖經學院《以
西結書研讀》，繼續帶領福音
小組查考聖經。
代禱: 為前期身體不適的康復
仰望主。
六、張記輝夫婦:
(2001年畢業)
事奉: 建立網上靈修群組，定
時分享聖經信息。
代禱: 為三個孩子的學習，為
父親的順利火化移葬感恩。
七、伍簡鳳雯:
(2003年畢業)
懷念: 各地教會教友，多懷念
伍卓培傳道事奉主的往事。
代禱: 為適應新的事奉和家庭

息

生活仰望神。
校友互動: 與教會的鍾弟兄夫
婦、周弟兄夫婦，在紐約約同
哥國來訪校友洪濱夫婦暢敘短
宣經歷。
八、侯保行:
(2001年畢業)
事奉: 關注教會中文班教學，
用此平台傳揚主的道，帶領更
加多學員及家長信主。
代禱: 為前期頸椎手術後康復
仰望神。
九、薛亮明夫婦:
(2004年畢業)
事奉: 協同加拿大中信和中南
美洲聖經學院，加大聖經網課
學習，提高會友靈命素質。
代禱: 為培養愛主的下一代仰
望神。
十、王琨璞夫婦:
(2018年/2001年畢業)
事奉: 琨璞邊牧會邊進修道學
碩士(M.Div.)課程，蘊賢邊牧會
邊照料孩子家庭。
代禱: 為合理安排好時間仰望
神。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廿週年！
感謝神恩賜異象，
恩典降臨中南美；
中心原則育神僕，
南北東西齊相聚；
美意主旨建學院，

洲洲同心且合意；
聖靈帶領眾忠僕，
經歷基督蒙揀選；
學習聽從與順服，
院址已建巴拿馬；

洪濱校友編集

張記輝校友
廿載培育主精兵，
週年慶典盼高峰，
年復一年出忠賢；
慶賀學院必興旺，
祝願學院萬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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