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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濱傳道

《門徒牧養感想》 鄧澤恒

    陳世欽牧師的課程–門徒導
向的牧養概念及實踐，討論了
教會存在意義及目的、針對門
徒訓練、門徒生活操練，提出
應有的模式及實踐華人文化對
門徒訓練，甚至教會運作模式
的影響。
    當提到教會最主要的存在意
義及目的，陳牧師提到是建立
門徒、建立生命，而不只是去
「作」，因為當教會提到大使
命的時侯，就是馬太福音第二

十八章十九至二十節時，「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很多教會及基督徒都把重點放
在「去」這一字上，但是原來
翻看這兩節的聖經原文時，「
去」這一個字並不是主要動詞
，而是過去分詞只是當補充整
節經文意思的作用，而主動詞

卻是「使」這一字，耶穌給予
門徒及至我們的命令是使萬民
作衪的門徒，建造門徒，而不
是單單的傳福音 。
    而陳牧師探討當今教會的門
徒訓練，提到大部份教會都認
為門徒訓練是一個課程，就是
給教材、用課本的內容傳授知
識，結課最後有一張畢業證書
，就當完成了門徒訓練。但是
陳牧師發現這種所謂的門徒訓
練，

巴拿馬教牧同工退修會
在中南美洲聖經學院召開

    2022年4月11~12日，來自巴
拿馬十多間華人基督教會的三
十多位教牧同工，齊聚中南美
洲聖經學院，召開每年的復活
節退修會。受邀擔任今年復活
節信息講員的前世界華福總幹
事陳世欽牧師，主領了這次退
修會;  他分兩天宣講了與教牧
事奉關係密切的兩個主題。
   《重思聖經中的教牧事奉哲
理》是第一天的信息主題，經
文選自彼前5:1-4,  分析了四個
事奉中的哲理 : 一、愛心重於
責任。二、榜樣重於教導。三
、生命重於事工。四、團隊重
於個人。指出樹立正確的教牧
事奉理念，將直接影響牧者在
教會中的事奉實踐。
  《建立強而有力的事奉團隊》
依據腓2:1-5, 重點探討事工與生

命的問題，要處理好兩種的關
係 : 一、個人與基督的生命關
係。二、個人與同工的生命關
係。與神親近和好是對每個事
奉者的核心要求，保持常態需
要我們每天放下自我跟隨主。
感謝主，在屬神的教會中，事
奉總是提供個人與同工配搭的
平台，團隊在事奉中得以健康
的壯大，四個要素應引起同工
們重視 : 透明、坦誠、信任和
謙卑。
    退修會上，吳必能牧師，陳
武俊長老，馬鴻磊牧師，陳暉
鴻牧師、陳秀意傳道等牧長以
過往牧會的體驗，見證主耶穌
在巴拿馬所彰顯的大能大工。
幾乎所有參會的同工和在校的
神學院師生，圍繞兩個主題展
開討論，無疑這將對各堂會今

後的團隊事奉產生積極影響。
    在會議結束前，陳世欽牧師
特別對神學生作出勸勉，要求
每一位即將成為神僕人的事奉
者，要在主裡尋得屬靈的長輩
為導師，加強靈命操練，增力
減壓，一生忠心地事奉我們的
主。營會中文部由學院同工呂
偉青牧師和王琨璞傳道主持。
西文部由Pastor Tejada帶領。

是對基督徒的靈命、生命成長
上是完全沒有功效，上完了門
訓的基督徒很多的還是說的一
套，作的又是一套;在人前、在
教會裡是一個好好的先生及弟
兄，但在背後卻是跟很多非基
督徒沒有差別，甚至比不信的
還要差很多。陳牧師總結出一
個原因就是華人太著重知識的
傳遞，而往往忽略了生命的建
立，把門徒訓練看為其中一項
事工，而不是生命的建立。
    因此陳牧師提出，教會應該
著重門徒的生活操練，就是理
想的一個牧人、導師帶領著四
人為一小組把他們帶進人群、
在社區當中實踐信仰生活，在
生活中活出信仰，就是融合聖
經的真理繼而把信徒帶到群中
，做信仰生活操練，而不是授
課式的門訓課程。因為陳牧師
提到信仰就是生活，而生活就

是使命，信仰是不能跟生活分
開，使門徒在生活當中經歷基
督，才能實踐基督的使命。
    我覺得陳牧師實在翻轉了過
往我對門徒訓練的看法。因為
我以前待過的教會，都是把門
徒訓練當作一個課程，而不是
去想怎樣建立信徒的生命，使
他們由信徒變成門徒。陳牧師
這一課啟發了我對基督使命有
更深的認識，就是主耶穌的命
令是要我們建立門徒，而不是
單單地去。因為‘去’只是基
本，而‘建立門徒’是更重要
的。這讓我更渴慕親近神與神
建立一個更親密的關係，幫助
我使我長成更成熟，能夠成為
滿有基督身量的生命，使我能
夠去建立主的門徒擴展神的國
度。
    另外陳牧師豐厚及多元的牧
養經驗，讓我在將來牧養教會
處理教會內人際的關係及配搭

上都有很大的指點及裨益。陳
牧師實在是一位用生命的經驗
及把聖經真理與信仰生命融合
的好老師，使我覺得他的課堂
不像課堂，反之更像一個培靈
會，叫人反思基督、反思生命
、反思生活及反思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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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釋經學》學習感想 崔翠 （Esther Joy）
    非常感恩能夠有機會到中南
美洲聖經學院接受裝備。我畢
業於韓國的一所神學院， 曾就
讀於社會福利專業。畢業之後
在不同的國家服侍一些弱勢群
體， 在服侍中讓我意識到要在
神學方面需要有更多的提升。
感謝神在我意識到這重要性的
時候， 神就在這方面為我開了
路，引領我來到巴拿馬進修。
    我在學院進修的第一門課是
《釋經學》。教課講師是徐隆
琪博士。他教導我們釋經學最
重要的是在釋經過程中尊重原

文。在每一個字，詞，句上精
益求精，一點都不能馬虎。課
程要求我們掌握釋經的五個步
驟。第一步， 抓住經文對當時
重要的意義。第二步， 衡量需
要跨越時代鴻溝的寬度。第三
步，跨越鴻溝的原則之橋。第
四步， 參考整本聖經。第五步
， 抓住經文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文意脈絡的兩個要素： 第一
， 文體， 第二， 周邊的上下
文。具體來說要我們掌握： 第
一個是一般原則和具體細節， 
第二個是問答與答案， 第三是
對話的形式， 第四是目的/結果
的陳述，第五是方法途徑-籍此
成就目的， 第六是條件句，第
七是人物作為/角色， 神的作為
角色，第八事情反語法，第九
是語氣。
    上了這一門課， 發覺以前在

讀經， 查經， 釋經上存在的一
些問題。這將幫助我有針對性
的來克服這些問題。從而在讀
經中正確的理解字，詞，句，
段的意思。
    通過這樣正確的釋經能夠藉
著聖經作者的表達，體會到神
話語的心意。幫助我在查經時
，能以聖經的原則建立起思維
思考模式，以釋經學得出的整
全的聖經原則，應用在我們現
今的社會中。這次的學習令我
非常受益。
     非常感恩能夠加入中南美洲
聖經學院的大家庭當中， 成為
這個大家庭當中的一員。也非
常期待接下來的時間在這裡學
習和生活操練的時間， 期待神
在這裡會如何帶領我，期待神
會如何在這裡讓我更多的經歷
神。

    陳世欽牧師的課程–門徒導
向的牧養概念及實踐，討論了
教會存在意義及目的、針對門
徒訓練、門徒生活操練，提出
應有的模式及實踐華人文化對
門徒訓練，甚至教會運作模式
的影響。
    當提到教會最主要的存在意
義及目的，陳牧師提到是建立
門徒、建立生命，而不只是去
「作」，因為當教會提到大使
命的時侯，就是馬太福音第二

十八章十九至二十節時，「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很多教會及基督徒都把重點放
在「去」這一字上，但是原來
翻看這兩節的聖經原文時，「
去」這一個字並不是主要動詞
，而是過去分詞只是當補充整
節經文意思的作用，而主動詞

卻是「使」這一字，耶穌給予
門徒及至我們的命令是使萬民
作衪的門徒，建造門徒，而不
是單單的傳福音 。
    而陳牧師探討當今教會的門
徒訓練，提到大部份教會都認
為門徒訓練是一個課程，就是
給教材、用課本的內容傳授知
識，結課最後有一張畢業證書
，就當完成了門徒訓練。但是
陳牧師發現這種所謂的門徒訓
練，

是對基督徒的靈命、生命成長
上是完全沒有功效，上完了門
訓的基督徒很多的還是說的一
套，作的又是一套;在人前、在
教會裡是一個好好的先生及弟
兄，但在背後卻是跟很多非基
督徒沒有差別，甚至比不信的
還要差很多。陳牧師總結出一
個原因就是華人太著重知識的
傳遞，而往往忽略了生命的建
立，把門徒訓練看為其中一項
事工，而不是生命的建立。
    因此陳牧師提出，教會應該
著重門徒的生活操練，就是理
想的一個牧人、導師帶領著四
人為一小組把他們帶進人群、
在社區當中實踐信仰生活，在
生活中活出信仰，就是融合聖
經的真理繼而把信徒帶到群中
，做信仰生活操練，而不是授
課式的門訓課程。因為陳牧師
提到信仰就是生活，而生活就

是使命，信仰是不能跟生活分
開，使門徒在生活當中經歷基
督，才能實踐基督的使命。
    我覺得陳牧師實在翻轉了過
往我對門徒訓練的看法。因為
我以前待過的教會，都是把門
徒訓練當作一個課程，而不是
去想怎樣建立信徒的生命，使
他們由信徒變成門徒。陳牧師
這一課啟發了我對基督使命有
更深的認識，就是主耶穌的命
令是要我們建立門徒，而不是
單單地去。因為‘去’只是基
本，而‘建立門徒’是更重要
的。這讓我更渴慕親近神與神
建立一個更親密的關係，幫助
我使我長成更成熟，能夠成為
滿有基督身量的生命，使我能
夠去建立主的門徒擴展神的國
度。
    另外陳牧師豐厚及多元的牧
養經驗，讓我在將來牧養教會
處理教會內人際的關係及配搭

上都有很大的指點及裨益。陳
牧師實在是一位用生命的經驗
及把聖經真理與信仰生命融合
的好老師，使我覺得他的課堂
不像課堂，反之更像一個培靈
會，叫人反思基督、反思生命
、反思生活及反思使命。

本期刊登有:
（一）學院目前運作之
重要事工。 
（二）校友們對學院之
懷念。惜因篇幅所限, 有
二篇要延遲發表。 
（三）聖地旅遊學習團
延至今年九月起程。鼓
勵大家及早報名，額滿
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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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中就不能缺少我的人生
伴侶，與我並肩同心同步事奉
拍檔伍卓培傳道，他巳經安息
主懷剛一年了。
    如果没有(他)可能我就不會與
聖經學院结下深感的情懷！因
他想追補信主太遲的時日，自
知年纪大身體欠佳，只有及時
行動回應；神的恩典與呼召接

受裝備全身事奉，作為妻子的
我怎能不順服配合他的正確決
定。
    2001年我們是第二屆學生，
校園生活要懷念的大事小事開
心有趣不愉快的事太多了！在
两年課程裝備學習當中人與事
，這些一切都成為我與伍卓培
傳道在生活和事奉裏有很多的

話題和提
醒從中得
益。
    記得入
學初在巴
拿馬就要
舉辦一個
盛大的聚
會是泛美華福大會，當時的我
對一切都很陌生未有聽聞見識
過，大會籌劃各地福音機構，
神學院，社區基教本地福音工
作各自設計攤位展示推介。
    這次聖經學院攤位推介我是
有機會參與學習。第一要搜集
所有創校過程及開幕照片的資
料，使我更清楚知道當他們肩
負神的使命時，他們不畏艱辛
不遺餘力推動，遵從神的托付
成就了由無到有。第二要搜集
現在學生的生活，課堂學習，
教會實習事奉相片，使我知道
多間教會現況，認識同學不同
的恩賜。第三要專輯相片和文
章，簡介神學院建立校址，培
育資源和拓展使命的工作與前
瞻。(展示板圖文并茂)攤位有橫
額一切佈置内容豐富一齊推介
校院事工。
    在年底又有一次大型聚會來
了就是聖經學院第一屆畢業典
禮，要設計一個活動大型展示
板，本屆各畢業生家庭來自國
家教會簡介照片，課堂環境導
師教學照片，學生課餘生活與
教會實習事奉的照片，全面有
層次展示出使外來嘉賓更清晰
知道認識；神學院是蒙神呼召
有心志事奉要實踐大使命前裝
備的平台學習必經的階段。

懷念學院三遷 劉武揚傳道(秘魯)

    提到巴拿馬聖經學院，實在
有很多值得感恩懷念的事情，
只是懷念的心情總被生活中的
忙碌所沖淡，有時只是在腦海
中一閃而過，但美好的回憶卻
是自己事奉的力量之源。感謝
神，為自己預備了學院這個特
殊的基督工人搖籃栽培自己，
可以更好的認識神，經歷神，
事奉神。
    回想自己走過的路，仍歷歷
在目，但又好像聖靈的風吹過
一樣；飄逝的歷練如同夢境，
然而卻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忘記
初心！
    學院優秀的師長都是自己事
奉的榜樣與引路人，不同階段
進入學院接受裝備的校友成為
自己的鼓勵，看到神用祂獨特

的方式，在巴拿馬特殊的地理
位置建立學院，吸引不同地區
和背景的校友來到此地接受訓
練，成為時代的工人，服侍現
今的世代，拓展神的國度；是
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
    自己有幸親身經歷了學院三
個階段的搬遷，從巴拿馬運河
區的校舍，到購置總統別墅，
再到新建院舍；看到神每一次
帶領學院搬遷，都是向著更高
之地遷移；感謝神讓自己經歷
了神奇妙的帶領，同時也看到
學院在硬體設施的不斷發展，
看到神的手在其中的作為。祈
求學院不單在硬體上不斷完善
建立，盼望在軟體上也能不斷
成長塑造更多的時代工人，使
工人的靈性生命也能向著更高

之地遷移
，洞悉神
在時代中
更高的旨
意。
    特別懷
念在學院
幽靜的環
境中，自
己能時常站在山頂上，觀看山
下的巴拿馬城時所產生的觸動
，為這城，為學院，為當地教
會，為福音，為自己默默祈禱
，求神帶領，顯明祂的旨意與
計劃！甚願學院這個基督工人
的搖籃能繼續發揮它的功效，
孕育栽培更多的時代工人，服
侍這末後的時代，讓神的名得
榮耀，讓人得救恩！

侯保行傳道
(巴拿馬基督教華人教會)

    回望過去，不得不慨歎：時間過的真快！從
2000年進入神學院受裝備開始，不知不覺原來已
有22年了。在神學院裡，有本地的牧者，和來自
不同國家資深的牧者教導我們神學知識、分享事
奉經驗、課後關心和交流，還有同學之間的磨合
相處都對我受益良多。感謝學院對我的栽培、神

的恩典常常伴隨著
我！。
    當年學院的口號
「開荒、吃苦、火
熱」，常提醒著我
。猶記得梁張信瑤
師母常跟我們說：
你們是受「開荒牛
」裝備，要出去開

荒建立教會。因當年福音仍未曾在中南美洲的華
人群體中傳開、非常缺乏受過神學訓練的工人。
    經過兩年的神學訓練，我在2002年畢業，神帶
領我和吳蘊賢傳道，在母會的差派下，到大衛城
開荒佈道植堂，邊做邊學，曾有男同胞說笑：「
要去聽兩個靚妹仔講嘢！」在我以往所做的事工
中，許多是我未曾見過、未曾學過的，我常說自
己「傻傻的，但傻人有傻福」。主讓我經歷祂的
同在和大能，我深深的體會到不是因我有、我會
，而是：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
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使我心中
滿有喜樂。 
    感謝上帝的一切恩典及學院的教導，今天，我
仍願作主的「開荒牛」，「開荒、吃苦、火熱」
忠心勤勞事主。

開荒牛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在學院參
與過的事奉學習回想！與同學

們群策群力，學院生活活學活
用，運用最少的資源，收得到
更大效益，因此奠下了我後來
在福音工場事奉，建堂的構思

和定向的堅持，很值得我懷念
母校的栽培。薪火相傳、心志
不變、始終不移。

（上接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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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母校 伍簡鳳雯Shirley Ng
現居纽约市

    懷念中就不能缺少我的人生
伴侶，與我並肩同心同步事奉
拍檔伍卓培傳道，他巳經安息
主懷剛一年了。
    如果没有(他)可能我就不會與
聖經學院结下深感的情懷！因
他想追補信主太遲的時日，自
知年纪大身體欠佳，只有及時
行動回應；神的恩典與呼召接

受裝備全身事奉，作為妻子的
我怎能不順服配合他的正確決
定。
    2001年我們是第二屆學生，
校園生活要懷念的大事小事開
心有趣不愉快的事太多了！在
两年課程裝備學習當中人與事
，這些一切都成為我與伍卓培
傳道在生活和事奉裏有很多的

話題和提
醒從中得
益。
    記得入
學初在巴
拿馬就要
舉辦一個
盛大的聚
會是泛美華福大會，當時的我
對一切都很陌生未有聽聞見識
過，大會籌劃各地福音機構，
神學院，社區基教本地福音工
作各自設計攤位展示推介。
    這次聖經學院攤位推介我是
有機會參與學習。第一要搜集
所有創校過程及開幕照片的資
料，使我更清楚知道當他們肩
負神的使命時，他們不畏艱辛
不遺餘力推動，遵從神的托付
成就了由無到有。第二要搜集
現在學生的生活，課堂學習，
教會實習事奉相片，使我知道
多間教會現況，認識同學不同
的恩賜。第三要專輯相片和文
章，簡介神學院建立校址，培
育資源和拓展使命的工作與前
瞻。(展示板圖文并茂)攤位有橫
額一切佈置内容豐富一齊推介
校院事工。
    在年底又有一次大型聚會來
了就是聖經學院第一屆畢業典
禮，要設計一個活動大型展示
板，本屆各畢業生家庭來自國
家教會簡介照片，課堂環境導
師教學照片，學生課餘生活與
教會實習事奉的照片，全面有
層次展示出使外來嘉賓更清晰
知道認識；神學院是蒙神呼召
有心志事奉要實踐大使命前裝
備的平台學習必經的階段。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在學院參
與過的事奉學習回想！與同學

們群策群力，學院生活活學活
用，運用最少的資源，收得到
更大效益，因此奠下了我後來
在福音工場事奉，建堂的構思

和定向的堅持，很值得我懷念
母校的栽培。薪火相傳、心志
不變、始終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