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ue

1

Escuela Alianza Biblica de Centro y Sur America

Alliance Bible School of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031, Aug 2022

（下接第 2 頁）

鄧澤恒

畢 業 感 言
    在今年6月4日我參加了紐約
「信心聖經神學院」的畢業典
禮。典禮莊嚴隆重，充滿神聖
感，學院大廳擠滿了前來觀禮
祝賀的人。
    此時我心中難以抑制對上帝
的感激之情。從「中南美洲聖

經學院」畢業數年後，我能再
次得到深造機會，並取得道學
碩士學位，完全是上帝藉著許
多前輩牧長（包括聖經學院院
長鄭貽富博士、吳必能牧師、

蔡宇銓醫生、陳啟棠長老、張
靜毅長老及Karen Fung姊妹）推
動和支持而成的。
    從表面看，這次的入學來得
很偶然，但卻是神做出的精心
安排：2020年疫情延燒到巴拿
馬，教會的各種聚會及事工都
被迫做出調整。正在此彷徨無
奈之際，在8月初，鄭貽富博士
突然催促我即刻報讀信心神學
院。我便與巴京堂主任牧師和
執事會協商，徵得許可後，減
少了在教會事奉的時間並開始
入學申請。當月底，便開始上
課了。由於是透過網絡上課，
因此可以兼顧教會的事奉，也
照顧到剛剛出生的女兒。疫情
原本帶來不少困擾，看似是壞
事，但我卻讀書、事奉，顧家
一起完成了，這令我再次體會

到「神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的真理。
    這階段的學習，使我在神學
知識，解經講道和行事為人方
面都獲益匪淺，它是我生命與
事奉中又一個堅固基石。「學
然後知不足」，我同時也看到
，自己距離一個合格聖經教師
及傳道人的差距仍很大，在上
帝面前的學習和服事應持續終
生。

    2022年6月11日，我們一眾神
學生、鍾浩良弟兄、呂牧師夫
婦及王琨璞傳道夫婦，開展了
我們四日三夜，內地短宣之旅
，我們中午12時出發，在大概

接近下午5時到達大衛城教會，
感謝神! 教會的弟兄姊妹知道，
我們長途跋涉來訪，特意為我
們準備了簡單的愛筵，當中大
家彼此有交流，分享教會及自
己生命的近況，亦十分感謝神
，何牧師夫婦為我們一行人，
預備了住所給我們住宿。
    6月12日，我們早上9時到達
了大衛城教會，參加其20週年
的堂慶，當中有新葡見證、浸
禮、講道及歷史回顧，數算神
怎樣使用衪的僕人特別是吳蘊

賢傳道及何建華牧師，來建立
大衛城教會，場面十分感動，
而事奉的弟兄姊妹，包括敬拜
隊、主席、翻譯、音響、膳食
，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行
雲流水，完全彰顯了大衛城教
會的興旺及成熟。崇拜及午餐
過後，下午3時半何牧師邀請了
他的同工團隊與我們神學生，
有一個分享會，分享他們在教
會的日子，事奉上的一些點滴
、心路歷程及心得，使我們神

學生有所學習及領受。
    6月13日，我們跟著何牧師夫
婦，探訪了住在奇維利省，不
同地方的弟兄姊妹，包括住在
Cerro Punta的藍玉朝姊妹一家、
桂芬姊妹及黃偉平弟兄，在當
中得知他們的生命及生活見證
，桂芬姊妹更遇上搶劫案，但
最後靠神化險為夷，我們與他
們一同祈禱、彼此分享交流及
互勉。
    6月14日，我們一行人早上8
點謝過何牧師夫婦後，我們先
到張記輝弟兄家裡探訪，因為

知道他的生命經歷了一些狀況
，我們希望給他一些關懷，當
中，我們得知他生命中及事奉
中的一些掙扎，我們為他一家
同心禱告，亦鼓勵了他的子女
，要在道上堅固，我們亦承諾
了會保持聯絡，不時關心。別
過張弟兄一家後，大概早上11
時，我們出發前往貝諾諾美教
會，大概下午2時到達，雖然陳
暉鴻牧師暫時回了加拿大，但
陳遠軍弟兄及其他弟兄姊妹亦
都很有心，知道我們的到來，
為我們準備了簡單的午餐，當
中我們有愛筵、介紹及分享，

亦洽談將來可能的合作，最後
我們大概下午3時出發，起程前
往Playa Blanca酒店入住，並享
受旅程餘下的時光。
    6月15日，我們一行人中午12
時check out過後，便起程返回巴
拿馬。

王琨璞

內地短宣探訪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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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11日，我們一眾神
學生、鍾浩良弟兄、呂牧師夫
婦及王琨璞傳道夫婦，開展了
我們四日三夜，內地短宣之旅
，我們中午12時出發，在大概

接近下午5時到達大衛城教會，
感謝神! 教會的弟兄姊妹知道，
我們長途跋涉來訪，特意為我
們準備了簡單的愛筵，當中大
家彼此有交流，分享教會及自
己生命的近況，亦十分感謝神
，何牧師夫婦為我們一行人，
預備了住所給我們住宿。
    6月12日，我們早上9時到達
了大衛城教會，參加其20週年
的堂慶，當中有新葡見證、浸
禮、講道及歷史回顧，數算神
怎樣使用衪的僕人特別是吳蘊

賢傳道及何建華牧師，來建立
大衛城教會，場面十分感動，
而事奉的弟兄姊妹，包括敬拜
隊、主席、翻譯、音響、膳食
，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行
雲流水，完全彰顯了大衛城教
會的興旺及成熟。崇拜及午餐
過後，下午3時半何牧師邀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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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分享會，分享他們在教
會的日子，事奉上的一些點滴
、心路歷程及心得，使我們神

學生有所學習及領受。
    6月13日，我們跟著何牧師夫
婦，探訪了住在奇維利省，不
同地方的弟兄姊妹，包括住在
Cerro Punta的藍玉朝姊妹一家、
桂芬姊妹及黃偉平弟兄，在當
中得知他們的生命及生活見證
，桂芬姊妹更遇上搶劫案，但
最後靠神化險為夷，我們與他
們一同祈禱、彼此分享交流及
互勉。
    6月14日，我們一行人早上8
點謝過何牧師夫婦後，我們先
到張記輝弟兄家裡探訪，因為

知道他的生命經歷了一些狀況
，我們希望給他一些關懷，當
中，我們得知他生命中及事奉
中的一些掙扎，我們為他一家
同心禱告，亦鼓勵了他的子女
，要在道上堅固，我們亦承諾
了會保持聯絡，不時關心。別
過張弟兄一家後，大概早上11
時，我們出發前往貝諾諾美教
會，大概下午2時到達，雖然陳
暉鴻牧師暫時回了加拿大，但
陳遠軍弟兄及其他弟兄姊妹亦
都很有心，知道我們的到來，
為我們準備了簡單的午餐，當
中我們有愛筵、介紹及分享，

亦洽談將來可能的合作，最後
我們大概下午3時出發，起程前
往Playa Blanca酒店入住，並享
受旅程餘下的時光。
    6月15日，我們一行人中午12
時check out過後，便起程返回巴
拿馬。

內地探訪短宣行學習心得
    蒙上帝恩典，中南美洲聖經
學院的培養，我作為一位旁聽
生能有幸參加學校舉辦的【內
地探訪短宣】課外學習。經過
三天的參觀、學習與探訪，使
我學到了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
知識，感觸良多，我把它寫成
日記與弟兄姊妹們共同分享。
       
    2022年6月11日(晴)，應大衛
城華人基督教會的邀請，中南
美洲聖經學院，巴京堂華人教
會組成龐大的探訪隊伍前往祝
賀！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團隊原定
於中午12時出發，但全科生還
要上完江榮義老師的最後一堂
課，我在呂牧師家裡焦急地等
候，從視頻裡看到全科生的同
學們聚精會神地聽課，然後抒
發自己的學習感受，我心裡真
是羨慕。

    呂師母忙了一個上午，她親
自做了許多食物，為的是減輕
學校的開支，我們一行共11人
，學校的車子能坐12人，可加
上行李都擠得滿滿的，同學們
彼此關愛相互讓座。
    中午，火紅的太陽照耀著大
地，散發著濃濃的熱量，如同
我們學習的滿腔熱情。我開著
車奔馳在路上，大家閉上眼睛
靜靜地在靈修神的話語，我邊
開車邊想著從前去內地表演的
風光歷史……
    撒旦找到了機會，偷偷鑽進
我的心靈裡，我那驕傲自滿的
毛病再次出現，一邊開車一邊
想著：“自己在僑社不知辦過
多少次這樣的活動，一個內地
的小教會，也不會有甚麼學習
之處，就當一次輕鬆旅遊吧”
。到達目的地已經是傍晚了，
聽說晚上我們不是住酒店，只

住在一位弟兄姐妹
的家裡，環境比較
簡單，我就以沒帶
生活用品為由向呂
老師請假，要求到
朋友家裡住，還沒
等呂牧師同意便一
頭扎進朋友家裡。

    6月12日(陰)，上午九點，我
與同學們在【大衛城華人基督
教會】匯合，曾偉基弟兄與我
分享了他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
上學習與靈修的喜悅，問我為
什麼私自離開，我這才恍然大
悟，急忙問呂老師為何不提醒
我，老師說：“聖經裡有許多
提醒我們不能驕傲的經文，你
讀完後就水過鴨背，只能讓你
在現實生活當中領悟，這樣才
會牢牢記住”。聽了老師的話
我羞愧不已。
    我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打
開【聖經】檢討自己，箴言第
三章5~6節：“你要專心仰賴耶
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
，還有十六章18節“驕傲在敗
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用神的話語去對照我自己，
驕傲的我自然看到自己的弱點,
也不覺得自己會跌倒，總覺得
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總以為自己
的行事為人比別人更強。其實
驕傲的人更加容易跌倒，驕傲
也不蒙神的喜悅，神也不會使
用驕傲的人。經過在實踐中學
習這兩段經文，我就刻骨銘心
了。

鍾浩良

    十時正，【大衛城華人基督教會20週年堂慶
】正式開始，教會裡的全體同工穿上整齊的服
裝，顯得朝氣陽光，我踏入教會的大廳，立刻
被裡面的氣氛感動了，舞台中央醒目地掛著一
幅金句：“人活著不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
的話”，金色和藍色搭配的裝扮使會場莊嚴大
方，主持人、翻譯、樂隊、唱詩班，音響師甚
至後勤組各就各位，各盡其職，工作一環緊扣
一環，秩序井然，他們沒有爭吵，沒有埋怨，
大家臉上都掛著喜悅的光彩。
         二十年來，大衛城基督教會在神的看顧下
不斷發展壯大，教會的第一位傳道吳蘊賢在台
上感慨萬千，她見證了教會二十年的發展過程
，初期的弟兄姐妹環境都不是很充裕，吳蘊賢
傳道與侯寶行傳道每個星期從巴拿馬城坐巴士
到大衛城講道，弟兄姊妹被她們的熱情所感動
，在生意極其忙碌的情況下堅持主日崇拜，當
時的弟兄姐妹生活雖然清貧，但心裡充滿了喜
樂，因為他們心裡有神，就是最大的滿足。
        二十年過去了，這群弟兄姊妹都得到上帝
豐厚的恩典，不但事業有成，家庭和睦、孩子
們跟隨父母信奉上帝，一起在教會裡做同工，
這是多麼大的恩典！
        慶祝活動結束後，呂老師特意邀請教會的
何牧師、何師母，還有教會十幾位同工一起座
談，分享他們侍奉的實踐經驗，每一位同工都
發自內心地表達了為主做事的喜悅，他們都有
一個共同觀點：我們不是為神做工，我們是榮
幸地被神揀選了，這是多麼大的幸福，多麼大
的恩典，哪有不開心的道理，一切的榮譽都應
該歸於神！
       至於工作當中產生意見分歧，大家就查閱聖
經糾正方向，大事以神的話語作標準，小事顧
全大局，求同存異，相互理解包容。通過這些
活生生的故事，我們對課堂上學過的知識有了
更深的認識。
        晚上，呂牧師帶領我們靈修，圍繞著如何
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用在教會的侍奉上。

               6月13日(陰)
         同學們都住在何牧師家的隔壁，大家自己
動手做早餐，除了呂師母預先做好的麵包和點
心，大衛城的弟兄姐妹送來了雞蛋和牛油果，
何師母做好了熱騰騰的小米粥，我們感謝神賜
予這些健康的食物。

        在何牧師、何師母的帶領下前往Volcan ，
Cerro punta地區探訪一些弟兄姊妹，我們分別探
訪了藍玉朝、吳桂芬姊妹，還有黃偉平弟兄，
他們的信主經歷雖然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
同的，那就是蒙主的恩典都是無比豐厚。
       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不但十全十美，還千姿百
態。 Cerro Punta小鎮被群山環抱著，雲霧繚繞著
山麓，時而能看到綠油油的蔬菜一大片，時而
自己似乎騰雲駕霧在其中，我們無不為上帝創
造世界的智慧所敬畏。
        藍玉朝姊妹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愛心午餐
，吳桂芬熱情地請我們喝飲料，黃偉平送了許
多珍貴的小樹苗，還特意奉獻一盆巨型的盆景
給【大衛城華人基督教會】。
         回家的路上，我們聽取了何牧師講述接替
吳藴賢、侯寶行兩位傳道後教會的發展歷史，
以及弟兄姊妹在神的恩典下成長的過程，每一
個故事，每一個人物都充滿了神蹟，無不體現
天父那無窮無盡的大愛，使我們的學習得到了
豐滿的收穫。

         6月14日(陰)
         天剛濛濛亮，我們謝過何牧師、師母，在
回去的路上探訪當地的基督徒家庭，從他們信
主經歷來探討天父的恩典，耶穌基督的救恩，
從而加固我們學過的知識。
       我們分別探訪黃偉平、張記輝等弟兄姊妹，
最後探訪【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每一個
教會的發展過程，每一個基督徒家庭的成長，
無不體現出上帝時時刻刻在施恩，他們的故事
都是珍貴的學習教材，它讓我們對聖經理論知
識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親愛的主啊！我們滿心感謝祢，多謝祢所
賜下的救恩和揀選，使我們成為天父的兒女，
上帝大家庭中的一員，更感謝你讓我們有學習
的機會，通過這次“內地探訪短宣”活動，我
們不但掌握了書本上的理論知識，在分享同工
侍奉的同時，學到了許多實際的經驗，裝備了
自己。
        求神時刻提醒和教導我們，我們願意一生
謙卑的跟隨祢，學習祢的道，走祢指引的路，
一生都不偏離，直到見主的面！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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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有幸參加學校舉辦的【內
地探訪短宣】課外學習。經過
三天的參觀、學習與探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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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華人基督教會的邀請，中南
美洲聖經學院，巴京堂華人教
會組成龐大的探訪隊伍前往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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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團隊原定
於中午12時出發，但全科生還
要上完江榮義老師的最後一堂
課，我在呂牧師家裡焦急地等
候，從視頻裡看到全科生的同
學們聚精會神地聽課，然後抒
發自己的學習感受，我心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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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師母忙了一個上午，她親
自做了許多食物，為的是減輕
學校的開支，我們一行共11人
，學校的車子能坐12人，可加
上行李都擠得滿滿的，同學們
彼此關愛相互讓座。
    中午，火紅的太陽照耀著大
地，散發著濃濃的熱量，如同
我們學習的滿腔熱情。我開著
車奔馳在路上，大家閉上眼睛
靜靜地在靈修神的話語，我邊
開車邊想著從前去內地表演的
風光歷史……
    撒旦找到了機會，偷偷鑽進
我的心靈裡，我那驕傲自滿的
毛病再次出現，一邊開車一邊
想著：“自己在僑社不知辦過
多少次這樣的活動，一個內地
的小教會，也不會有甚麼學習
之處，就當一次輕鬆旅遊吧”
。到達目的地已經是傍晚了，
聽說晚上我們不是住酒店，只

住在一位弟兄姐妹
的家裡，環境比較
簡單，我就以沒帶
生活用品為由向呂
老師請假，要求到
朋友家裡住，還沒
等呂牧師同意便一
頭扎進朋友家裡。

    6月12日(陰)，上午九點，我
與同學們在【大衛城華人基督
教會】匯合，曾偉基弟兄與我
分享了他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
上學習與靈修的喜悅，問我為
什麼私自離開，我這才恍然大
悟，急忙問呂老師為何不提醒
我，老師說：“聖經裡有許多
提醒我們不能驕傲的經文，你
讀完後就水過鴨背，只能讓你
在現實生活當中領悟，這樣才
會牢牢記住”。聽了老師的話
我羞愧不已。
    我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打
開【聖經】檢討自己，箴言第
三章5~6節：“你要專心仰賴耶
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
，還有十六章18節“驕傲在敗
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用神的話語去對照我自己，
驕傲的我自然看到自己的弱點,
也不覺得自己會跌倒，總覺得
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總以為自己
的行事為人比別人更強。其實
驕傲的人更加容易跌倒，驕傲
也不蒙神的喜悅，神也不會使
用驕傲的人。經過在實踐中學
習這兩段經文，我就刻骨銘心
了。

    這次到以色列尋找主耶穌的
足跡之旅，我能親身踏足去到
以色列聖地親眼目睹主耶穌生
前的神蹟奇事！
    由導遊細心的解釋，主耶穌
所走過每一個地方，留下給我
們紀念的遺跡，我領受到主耶
穌真偉大祢甘願以尊貴的身份
從天上降臨到人間。甘心樂意
受苦。最後為了人類被釘上十
字架受死！
    三天復活顯示萬民見到！我
親眼見到主耶穌的墳墓是空的
！主真的復活了！當時我就從
情感上思念我的兒子林景裕牧
師因白血病離世十年了，頓時
我有一種從上頭而來的真正平
靜和安慰。我再沒有為兒子不
在我身邊流下淚水了！也是在
思念中第一次的感受！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在古代
的哥林多，有些基督徒對復活
一事存有疑惑，有些則完全不
相信人會死而復生，使徒保羅
在寫給當地基督徒的第一封信
裡指出假如沒有復活這回事，
那就會怎樣。他寫道：如果真
的沒有死人復活這回事，基督
也就沒有復活了。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我們就
是假見證…你們所信的就毫無
益處，你們還是在罪裏，在基
督裡長眠的人也實在滅亡了。(
哥林多前書15：13一18)
    經過今次的有更深對讀聖經
有幫助。主耶穌的愛高過深海
。衪的量度無法測量！我們怎
能忘懷。反過來讓我感到人間
的有愛，70來歲的我今次真的
做夢也不會夢到有如此大的恩

賜。竟然主内有位姊妹不提名
，愛心願意奉獻金錢使我能夠
去以色列之旅！
    我的心一聽真的反應不過來
的喜悅，感謝的淚水流下深深
的印在心中。求神加倍祝福和
報答她和她的家人！正如主耶
穌愛我們世人一樣，我們要盡
力盡心來事奉祂！作一個好僕
人！我會在有生之年，學習更
加努力親近主的教訓！學習做
一位討神喜悅被稱讚的女兒！

    十時正，【大衛城華人基督教會20週年堂慶
】正式開始，教會裡的全體同工穿上整齊的服
裝，顯得朝氣陽光，我踏入教會的大廳，立刻
被裡面的氣氛感動了，舞台中央醒目地掛著一
幅金句：“人活著不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
的話”，金色和藍色搭配的裝扮使會場莊嚴大
方，主持人、翻譯、樂隊、唱詩班，音響師甚
至後勤組各就各位，各盡其職，工作一環緊扣
一環，秩序井然，他們沒有爭吵，沒有埋怨，
大家臉上都掛著喜悅的光彩。
         二十年來，大衛城基督教會在神的看顧下
不斷發展壯大，教會的第一位傳道吳蘊賢在台
上感慨萬千，她見證了教會二十年的發展過程
，初期的弟兄姐妹環境都不是很充裕，吳蘊賢
傳道與侯寶行傳道每個星期從巴拿馬城坐巴士
到大衛城講道，弟兄姊妹被她們的熱情所感動
，在生意極其忙碌的情況下堅持主日崇拜，當
時的弟兄姐妹生活雖然清貧，但心裡充滿了喜
樂，因為他們心裡有神，就是最大的滿足。
        二十年過去了，這群弟兄姊妹都得到上帝
豐厚的恩典，不但事業有成，家庭和睦、孩子
們跟隨父母信奉上帝，一起在教會裡做同工，
這是多麼大的恩典！
        慶祝活動結束後，呂老師特意邀請教會的
何牧師、何師母，還有教會十幾位同工一起座
談，分享他們侍奉的實踐經驗，每一位同工都
發自內心地表達了為主做事的喜悅，他們都有
一個共同觀點：我們不是為神做工，我們是榮
幸地被神揀選了，這是多麼大的幸福，多麼大
的恩典，哪有不開心的道理，一切的榮譽都應
該歸於神！
       至於工作當中產生意見分歧，大家就查閱聖
經糾正方向，大事以神的話語作標準，小事顧
全大局，求同存異，相互理解包容。通過這些
活生生的故事，我們對課堂上學過的知識有了
更深的認識。
        晚上，呂牧師帶領我們靈修，圍繞著如何
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用在教會的侍奉上。

               6月13日(陰)
         同學們都住在何牧師家的隔壁，大家自己
動手做早餐，除了呂師母預先做好的麵包和點
心，大衛城的弟兄姐妹送來了雞蛋和牛油果，
何師母做好了熱騰騰的小米粥，我們感謝神賜
予這些健康的食物。

        在何牧師、何師母的帶領下前往Volcan ，
Cerro punta地區探訪一些弟兄姊妹，我們分別探
訪了藍玉朝、吳桂芬姊妹，還有黃偉平弟兄，
他們的信主經歷雖然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
同的，那就是蒙主的恩典都是無比豐厚。
       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不但十全十美，還千姿百
態。 Cerro Punta小鎮被群山環抱著，雲霧繚繞著
山麓，時而能看到綠油油的蔬菜一大片，時而
自己似乎騰雲駕霧在其中，我們無不為上帝創
造世界的智慧所敬畏。
        藍玉朝姊妹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愛心午餐
，吳桂芬熱情地請我們喝飲料，黃偉平送了許
多珍貴的小樹苗，還特意奉獻一盆巨型的盆景
給【大衛城華人基督教會】。
         回家的路上，我們聽取了何牧師講述接替
吳藴賢、侯寶行兩位傳道後教會的發展歷史，
以及弟兄姊妹在神的恩典下成長的過程，每一
個故事，每一個人物都充滿了神蹟，無不體現
天父那無窮無盡的大愛，使我們的學習得到了
豐滿的收穫。

         6月14日(陰)
         天剛濛濛亮，我們謝過何牧師、師母，在
回去的路上探訪當地的基督徒家庭，從他們信
主經歷來探討天父的恩典，耶穌基督的救恩，
從而加固我們學過的知識。
       我們分別探訪黃偉平、張記輝等弟兄姊妹，
最後探訪【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每一個
教會的發展過程，每一個基督徒家庭的成長，
無不體現出上帝時時刻刻在施恩，他們的故事
都是珍貴的學習教材，它讓我們對聖經理論知
識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親愛的主啊！我們滿心感謝祢，多謝祢所
賜下的救恩和揀選，使我們成為天父的兒女，
上帝大家庭中的一員，更感謝你讓我們有學習
的機會，通過這次“內地探訪短宣”活動，我
們不但掌握了書本上的理論知識，在分享同工
侍奉的同時，學到了許多實際的經驗，裝備了
自己。
        求神時刻提醒和教導我們，我們願意一生
謙卑的跟隨祢，學習祢的道，走祢指引的路，
一生都不偏離，直到見主的面！阿門！

林鍾玉環聖地遊觀感

緬懷陳銀萍同學

    我認識陳銀萍是在十幾年前
，她是一位很愛主的姊妹。無
論什麼聚會她很少缺席。星期
三晚上禱告會，星期五團契、
星期六門徒訓練、星期日主日
崇拜、主日學等等，她都有參
加。她也是一位很有愛心的姊
妹，每次出去探訪，她都好樂
意一齊去探訪。她也好關心幫

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為他們迫切禱告。
每次見她總是笑臉迎
人，很樂觀的一位姊
妹。
    記得在2019年3月7
日，中南美洲聖經學
院開學典禮，我們幾
位一齊參加，就是在
那次她對我講，她好
想繼續讀下去，好想
裝備自己。以後全時
間出來侍奉神。剛好

那段時間她工作十幾年的報社
結業，再加上她女兒己經畢業
出來工作，家庭負擔小些。她
也是一位好媽媽，好盡責的母
親，自己一人辛苦把他們養大
，她說是時候出來全時間把自
己奉獻給神用。後來她得了病
，她仍然參加教會聚會，仍然
去讀神學。她是很有追求神的

人，見到她那種永不放棄，堅
持到底的毅力。對自己鼓勵很
大。當我軟弱時、想放棄時，
想起她自己自愧不如、不是她
我可能已經堅持不下去。
    在這兩三年疫情裡，我們都
是在網上上課。好多時候，我
見到她在醫院裡一邊看醫生、
一邊做化療、一邊在打吊針、
一邊在上課。還很準時交功課
、而且成績不差，很多老師讚
她是一位好學生。雖然她得到
這病，但是我從來沒有聽到她
講過一句埋怨神的話。她也鼓
勵許多人更多關注神，她沒有
讓自己的病阻止她尋找神，來
裝備自己。儘管她經歷如此多
痛苦，她總是向我們展示微笑
和平安。在2022年4月19日，她
安息主懷，息了世上的勞苦病
痛。現在她在主的懷抱，得到
完全解脫完全釋放。

曾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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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上帝恩典，中南美洲聖經
學院的培養，我作為一位旁聽
生能有幸參加學校舉辦的【內
地探訪短宣】課外學習。經過
三天的參觀、學習與探訪，使
我學到了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
知識，感觸良多，我把它寫成
日記與弟兄姊妹們共同分享。
       
    2022年6月11日(晴)，應大衛
城華人基督教會的邀請，中南
美洲聖經學院，巴京堂華人教
會組成龐大的探訪隊伍前往祝
賀！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團隊原定
於中午12時出發，但全科生還
要上完江榮義老師的最後一堂
課，我在呂牧師家裡焦急地等
候，從視頻裡看到全科生的同
學們聚精會神地聽課，然後抒
發自己的學習感受，我心裡真
是羨慕。

    呂師母忙了一個上午，她親
自做了許多食物，為的是減輕
學校的開支，我們一行共11人
，學校的車子能坐12人，可加
上行李都擠得滿滿的，同學們
彼此關愛相互讓座。
    中午，火紅的太陽照耀著大
地，散發著濃濃的熱量，如同
我們學習的滿腔熱情。我開著
車奔馳在路上，大家閉上眼睛
靜靜地在靈修神的話語，我邊
開車邊想著從前去內地表演的
風光歷史……
    撒旦找到了機會，偷偷鑽進
我的心靈裡，我那驕傲自滿的
毛病再次出現，一邊開車一邊
想著：“自己在僑社不知辦過
多少次這樣的活動，一個內地
的小教會，也不會有甚麼學習
之處，就當一次輕鬆旅遊吧”
。到達目的地已經是傍晚了，
聽說晚上我們不是住酒店，只

住在一位弟兄姐妹
的家裡，環境比較
簡單，我就以沒帶
生活用品為由向呂
老師請假，要求到
朋友家裡住，還沒
等呂牧師同意便一
頭扎進朋友家裡。

    6月12日(陰)，上午九點，我
與同學們在【大衛城華人基督
教會】匯合，曾偉基弟兄與我
分享了他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
上學習與靈修的喜悅，問我為
什麼私自離開，我這才恍然大
悟，急忙問呂老師為何不提醒
我，老師說：“聖經裡有許多
提醒我們不能驕傲的經文，你
讀完後就水過鴨背，只能讓你
在現實生活當中領悟，這樣才
會牢牢記住”。聽了老師的話
我羞愧不已。
    我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打
開【聖經】檢討自己，箴言第
三章5~6節：“你要專心仰賴耶
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
，還有十六章18節“驕傲在敗
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用神的話語去對照我自己，
驕傲的我自然看到自己的弱點,
也不覺得自己會跌倒，總覺得
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總以為自己
的行事為人比別人更強。其實
驕傲的人更加容易跌倒，驕傲
也不蒙神的喜悅，神也不會使
用驕傲的人。經過在實踐中學
習這兩段經文，我就刻骨銘心
了。

    2022年6月21日下午四時，我
和本教會弟兄姊妹及一位姊妹
的父母一行21人乘坐Iberia航空
飛往馬德里轉機直達以色列，
開始了8天以色列聖地之旅！
我的內心是多麼的興奮，感到
那裏是我與主耶穌更接近，當
然聖靈本居住在我的心中，只
是這地方充滿了神聖，每個角
落都有耶穌的足跡！
    聖地每個景點都令我難忘，
一步一感受，更貼近，親歷其
景之後加強了我對聖經的渴望
和追求！這是我有生以來最有
意義的一次旅程！
    我們去了三十多個景點，其
中最深刻的是我們到耶路撒冷
的花園塚，曾在這我們的主耶

穌被釘十字架，被埋葬，復活
升天！髑髏地、一座墓園洞內
最左之處，據說曾經是安放主
耶穌身體的地方，我們和主耶
穌的死是這麼接近！心裏感觸
萬分。但我們深知道根本是個
空的墳墓，我們的主已經復活
升天了！哈利路亞！
    我們從空墳墓出來，走到花
園的另一處，那里早已為我們
預備好的葡萄汁和梳打餅，我
們一起守聖餐紀念主耶穌！我
們用心靈和誠實同心用詩歌贊
美「寶貴十架」回應神的大愛
！此刻彷彿歌聲仍在腦海中洋
溢！
這次旅程因腳痛和不習慣炎熱
的天氣，使我感到艱辛，但我

卻認為這次是信心之旅、這是
文化的洗禮，我的心靈多次被
主觸摸，我感到很滿足和喜樂
！求主繼續帶領光照我的前路
，賜給我屬靈的智慧去明白和
領受他的心意更多，使我能為
榮耀他而活，為傳講福音而努
力！願一切榮耀頌讚歸給愛我
們的天父！阿們！

我真的不明白：
耶穌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高高在天上。
你不生在宮庭，

享受人間的榮華富貴。
常人出生在房屋，

你卻誕生在污穢的馬槽。
我真的不明白：

你是智慧的猶太人，
上帝揀選的民族。
規矩生活享舒適，
起居飲食有安寧。

你卻選擇高低不平窮鄉城，
多族複雜的拿撒勒。

我真的不明白：
你能治愈各樣的病症。

亡者親人來求助，
你樂意叫他獲新生。

在你面前鬼附的人得自由，
同你一起的人罪得赦免。

世人輕看的妓女你沒歧視，
大眾恨惡的稅吏是你門徒。

我真的不明白：
一人犯罪一人當是道理，

你沒罪過卻願背十架犧牲。
客西馬尼園內心煎熬你能勝過，
無理審判的欺凌鞭傷能忍辱。
十架苦路十四站能堅持，

掛在木頭上的摧殘你卻願意；
受難前夕的譏笑侮辱能接受。

我真的不明白：
自古至今誰沒死？

離開世界是人的結局。
你卻走出墳墓勝死亡。

穿牆過壁問門徒，
多馬面前叫他摸，

以馬忤斯路上講經文，
提比哩亞海邊預備早餐。
加利利山上駕雲升天，
你說仍要回到這世界。

主啊！今我曉得少少了：
原來主耶穌是上帝！
你選擇降卑作奴僕，
你道成肉身體諒人。
你對苦難理解同情，
你用憐憫取代審判。
你流寶血遮蓋罪人，
你憑聖名治病趕鬼。
你有能力打破自然。
你捨己生命為救贖，
你藉十架贏取人心。
你掛在木頭顯大愛，
你復活得勝了死亡。
你升天證明是全能，
你擁有永遠的生命。
你常賜豐盛的恩典。
你給人新生和永恆，
你願常與世人同住。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
阿們！

    十時正，【大衛城華人基督教會20週年堂慶
】正式開始，教會裡的全體同工穿上整齊的服
裝，顯得朝氣陽光，我踏入教會的大廳，立刻
被裡面的氣氛感動了，舞台中央醒目地掛著一
幅金句：“人活著不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
的話”，金色和藍色搭配的裝扮使會場莊嚴大
方，主持人、翻譯、樂隊、唱詩班，音響師甚
至後勤組各就各位，各盡其職，工作一環緊扣
一環，秩序井然，他們沒有爭吵，沒有埋怨，
大家臉上都掛著喜悅的光彩。
         二十年來，大衛城基督教會在神的看顧下
不斷發展壯大，教會的第一位傳道吳蘊賢在台
上感慨萬千，她見證了教會二十年的發展過程
，初期的弟兄姐妹環境都不是很充裕，吳蘊賢
傳道與侯寶行傳道每個星期從巴拿馬城坐巴士
到大衛城講道，弟兄姊妹被她們的熱情所感動
，在生意極其忙碌的情況下堅持主日崇拜，當
時的弟兄姐妹生活雖然清貧，但心裡充滿了喜
樂，因為他們心裡有神，就是最大的滿足。
        二十年過去了，這群弟兄姊妹都得到上帝
豐厚的恩典，不但事業有成，家庭和睦、孩子
們跟隨父母信奉上帝，一起在教會裡做同工，
這是多麼大的恩典！
        慶祝活動結束後，呂老師特意邀請教會的
何牧師、何師母，還有教會十幾位同工一起座
談，分享他們侍奉的實踐經驗，每一位同工都
發自內心地表達了為主做事的喜悅，他們都有
一個共同觀點：我們不是為神做工，我們是榮
幸地被神揀選了，這是多麼大的幸福，多麼大
的恩典，哪有不開心的道理，一切的榮譽都應
該歸於神！
       至於工作當中產生意見分歧，大家就查閱聖
經糾正方向，大事以神的話語作標準，小事顧
全大局，求同存異，相互理解包容。通過這些
活生生的故事，我們對課堂上學過的知識有了
更深的認識。
        晚上，呂牧師帶領我們靈修，圍繞著如何
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用在教會的侍奉上。

               6月13日(陰)
         同學們都住在何牧師家的隔壁，大家自己
動手做早餐，除了呂師母預先做好的麵包和點
心，大衛城的弟兄姐妹送來了雞蛋和牛油果，
何師母做好了熱騰騰的小米粥，我們感謝神賜
予這些健康的食物。

        在何牧師、何師母的帶領下前往Volcan ，
Cerro punta地區探訪一些弟兄姊妹，我們分別探
訪了藍玉朝、吳桂芬姊妹，還有黃偉平弟兄，
他們的信主經歷雖然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
同的，那就是蒙主的恩典都是無比豐厚。
       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不但十全十美，還千姿百
態。 Cerro Punta小鎮被群山環抱著，雲霧繚繞著
山麓，時而能看到綠油油的蔬菜一大片，時而
自己似乎騰雲駕霧在其中，我們無不為上帝創
造世界的智慧所敬畏。
        藍玉朝姊妹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愛心午餐
，吳桂芬熱情地請我們喝飲料，黃偉平送了許
多珍貴的小樹苗，還特意奉獻一盆巨型的盆景
給【大衛城華人基督教會】。
         回家的路上，我們聽取了何牧師講述接替
吳藴賢、侯寶行兩位傳道後教會的發展歷史，
以及弟兄姊妹在神的恩典下成長的過程，每一
個故事，每一個人物都充滿了神蹟，無不體現
天父那無窮無盡的大愛，使我們的學習得到了
豐滿的收穫。

         6月14日(陰)
         天剛濛濛亮，我們謝過何牧師、師母，在
回去的路上探訪當地的基督徒家庭，從他們信
主經歷來探討天父的恩典，耶穌基督的救恩，
從而加固我們學過的知識。
       我們分別探訪黃偉平、張記輝等弟兄姊妹，
最後探訪【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每一個
教會的發展過程，每一個基督徒家庭的成長，
無不體現出上帝時時刻刻在施恩，他們的故事
都是珍貴的學習教材，它讓我們對聖經理論知
識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親愛的主啊！我們滿心感謝祢，多謝祢所
賜下的救恩和揀選，使我們成為天父的兒女，
上帝大家庭中的一員，更感謝你讓我們有學習
的機會，通過這次“內地探訪短宣”活動，我
們不但掌握了書本上的理論知識，在分享同工
侍奉的同時，學到了許多實際的經驗，裝備了
自己。
        求神時刻提醒和教導我們，我們願意一生
謙卑的跟隨祢，學習祢的道，走祢指引的路，
一生都不偏離，直到見主的面！阿門！

由不明白到曉得少少

聖地遊觀感 李玉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