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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一支來自加拿大
不同城市﹑不同教會﹑不同一
般的「維修」短宣隊，一行四
人陸續來到巴拿馬中南美洲聖
經學院，他們是Tony﹑David﹑

Anthony  ﹑Raymond，期間又有
一位來自厄瓜多爾的王豐弟兄
加入，也有一位本地的鍾浩良
弟兄幫忙。
    他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短
宣隊」，著重于在當地探訪當
地僑胞，派發單張，開佈道會
等，他們最主要的事奉，是來
「維修」校舍。
    中南美洲聖經學院的校舍，
由於處於高溫高濕的熱帶環境
中，加上有些建築已有不少的
年日，建築材料和設備的腐蝕
，損耗很快。儘管院領導花費
了許多時間和心思來安排工人

進行維護
，但因為
校園內有
多幢建築
，地形環
境又複雜
，工人的
數量、技
術和專業
知識的有
限，所以

仍有許多細節不能顧及。
    這次的「維修」短宣隊，每
一位弟兄都有專業的特長，在
電工、木工、金屬加工燒焊方
面，有豐富的技術和經驗。他
們帶著對基督的忠心和對神學
院的愛心，將自己的時間、技
術和金錢用來幫助聖經學院的
維修。    
    僅在幾個星期內，他們克服
了當地的天氣和環境﹑他們檢
修和維修了校舍內外，從天花
板到地面，從墻面到傢俱，從
禮堂、圖書館到廚房、還有衛

生間﹑從大門到籃球場﹑到泳
池﹑水電等等大大小小共46個
項目，真是「急學院之所急，
想學院之所想」。
    他們還從專業的角度評估了
山坡地建築物的安全性，及時
指出了熱帶暴雨的長期沖刷造
成對建築物地基的隱患。他們
的專業意見給學院方面重要的
資訊，使後續的維修工作可以
適當地開展。
    感謝主的恩典!感動這支特別
短宣隊來學院幫忙。其實學院
需要有更多像這樣「良善、忠

心，又有
見識」的
弟兄姊妹
前來幫助
，使學院
領導不被
這些細緻
繁瑣的事
物佔據過
多的時間
，用於學院的招生和教學，貢
獻于中南美洲的神學教育。

另類但很有效的短宣隊

    希望大家從本期院訊看到三
件事： (一）神使用本院校友
們，在巴拿馬國內或國外，作
了美好的福音事工。
     (二)神曾感動多國的弟兄姊
妹，組織「另類短宣隊」，奉
獻他們的時間及技能。為學院
義務做許多維修工作。這不單
為學院省了不少工錢，他們完
滿的工作果效，實在令人讚嘆
不已！
    （三）學院急需維修的工作
很龐大，至今還沒有完結。連
剛發現需要整修工人住的“危
屋”，預算也高達五萬美元，
極需大家慷概支持。在美國及
加拿大之獻金可獲正式收據作
退稅之用，請與編者聯絡：
Dr. Theophilus鄭貽富博士，
email: ptpaulthe@gmail.com， 
Cell: 1-647-308-7993。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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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心在福音路上奔跑 李惠祥夫婦

    感謝神的恩典，在過去兩年
多的疫情困擾下，反而造就了
我們的信心，其中建堂事工已
經進入最後階段 (亦是最重要的
)，以前在校刊已經有文章分享
過，在這我就不作詳述了，今
次分享幾件神恩典的事情。 
    1. 栽培信徒是教會的重點，
多年來我們都致力於信徒在真
理上扎實，神學教導至為重要
，蒙院長鄭貽富博士的關心並
主導下，由呂偉青牧師負責的
【平信徒神學課程】，終於今
年9月20日正式開課，今屆有三

個不同國家與地區共23位信徒
報讀，感謝神的預備，願我們
大大張口，神就大大充滿。
    2. 我們的宣教工場多明尼加
華人宣道會，多年受到屋主加
租的問題困擾，令信徒不知所
措；今年租約期限快到，會眾
開始不斷祈禱，求神指引，我
們也嘗試另覓地方，條件是要
在唐人街附近，位置要在大街
，經過多個月的尋找，感謝神
的預備，上個月找到了；神的
意念永遠高過我們的，神感動
教會中一對母女，她們都是我
們的會友，她們買下這地方奉
獻給主用，不收教會分文，而
這地方比現在的大三倍，可以
加多幾個課室，也有地方給短
宣隊住宿，神的奇妙帶領，超
過我們的所想所求，正如主耶
穌說﹕「不要怕，只要信。」 
    3. 差傳是我們教會的重點事

工，我們不
斷為神開拓
福音工場，
感謝神的開
路，我們計
劃在法國巴
黎殖堂，在
9月尾開始
有三隊短宣
隊，分不同
時間到當地，舉辦不同的聚會
，傳揚福音，建立信徒，並於 
10月9日正式開始主日崇拜，教
會名字暫稱為﹕基督教巴黎宣
道會佳音堂。 
    10月份我與太太一起去巴黎
短宣，跟著我要去加拿大作一
些福音事工計劃； 希望各師長
與同學們繼續為我們夫婦祈禱｡
在多年事主的路上發現我們越
信靠主，就越看到主的作為，
願榮耀歸給祂! 阿們。

本於信 以致於信 胡鵬九牧師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牧會，請
教了一位年長牧師，您一生牧
會中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他
的回答是『信』，我立刻想到
希伯來書十一章一節: 信就是所
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
確據。第二節又說古人在這信
上得了美好的證據，信心是確
知希望的事必然實現，若無信
就不能成就神的義。
    有一位爬山認識的山友，我
問他有無信仰，他說他信奉道
教，道教是什麼？他說就是去
廟裡燒香禮拜求平安，一般中
國人都是這樣的，跟著父母信
奉自己都不知道的信仰。
    基督教信得永生是現在的事
，不是將來的事，不是死後的
事，是生前的事，我們在信了
耶穌的那天開始，我們的罪得

了赦免，被稱義，成為聖潔，
在那一天我們得著永生，不是
在死後而是現在。信耶穌得永
生不是靠努力，耶穌說﹕認識
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
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 (約17:3)
    我們小時候常看到街頭巷尾
寫著『信耶穌得永生』，當時
我們不瞭解，現在知道了，你
是個罪人，不但不認識自己有
罪，也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
人得不到永生，並且神的震怒
常在他身上。
    神不喜悅不悔改的人，經上
記著說: 『憂傷痛悔的心，你必
不輕看。 』詩51:17。
    我曾問過一位佛門子弟:『你
看過一位師兄修成佛的嗎?』他
說沒有，我告訴他人的罪性不

可能修成正果
，唯有相信耶
穌以祂寶血洗
淨我們，我們
才能得以聖潔
進入永生。(哈
2:4)
    唯義人因信
得生，這義是
本乎信以致於信，因為人的義
不能成就神的義，也無法滿足
神的要求，神的義只有祂自己
來滿足，人只要相信，祂的救
恩就白白的給我們。
    耶穌在十字架上已滿足了神
公義的要求，所以這義是本於
信，以致於信，事奉的道路上
會遇到許多試煉和苦難，我們
只管靠著信，必能成就我們的
福份。



3

    感恩能在校刊中說出我和太
太在厄瓜多爾的基多市中的事
奉。我們用上帝呼召的信，作
事奉的開始，憑著對上帝的信
念，堅持到底。
    我和太太自開始事奉至今已
有十九年，也因移民原故，過
著十年聚少離多的婚姻生活，
多少時候我們是一個在美國，
一個在厄瓜多爾各處一方。直
到去年七月底回美國，在九月
十日我們參加兒子在東岸的婚
禮，感謝上帝，九月十日的婚
禮正是我們中國的中秋佳節。
    我們從四口之家，此時此刻
家中人數已經是一家七口，三
年前多了一個女婿，去年又多
了一個媳婦和外孫女（天恩）
十月一日就足一歲，真希望今
年的這一天多抱一個孫子吧。
如此的數算主恩，我們願意向
大家同道分享，數算上帝是何
等的信實。因為自從事奉的開

始，我們家庭從此就各分南北
西東，真不知何時再相聚。
    第一：我們顧念上帝的家，
上帝必顧念我們的家。多少時
候我們在事奉中失落，是因在
一瞬間面對生活上的危機，就
作出錯誤的選擇，也因面對著
困難，對信實的上帝就失去從
前被呼召的信。因此失去事奉
上的福分。
    第二：來自已故吳勇長老的
一句說話，我和太太就此放棄
物質上的追求，今天我們還是
喜樂的服事在其中，從07年至
今十五年來上帝使我們不至缺
乏。
    試想想一個連小學五年班都
未讀完的小學生，會有人接納
嗎？在加州就連想作旁聽生都
不被接納的人，還能夠為上帝
作些什麼？但上帝回應了我們
的事奉心志，是什麼使我和太
太堅持這份信念，在事奉上重
新調教自己。
    已故吳勇長老曾在講道中説
過一句帶著應許的話、（不是
你能、不能，是你肯、不肯，
你肯、上帝就能。）
    今次回美國做了該做的事，
同時參加兒子的婚禮，我申請

了聯邦保險MEDICARE，有親
人問我65歲退休了，又有保障
了，停留下享受退休生活和老
人福利吧！但我們知道在上帝
面前的事奉並非如此，因為摩
西八十歲才出埃及呢！今天我
們要面對無所不在的病毒，卻
有健康，並非必然的，若是上
帝還要用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就借用（約翰福音5:17）主耶
穌在地上一句說話同勉：耶穌
就對他們說、我父作事直到如
今、我也作事。
    後記：我每次主日講道都超
過一小時，因為我是把每個主
日講道，當作是我最後一次的
事奉。除了經文，講章要寫出
來，對我來說：我要先領受，
再分享。願上帝賜福， 阿們！

黎偉強夫婦感恩的事奉

    時間過得真快，2023年元宵
節也過了，我到牛口省教會已
有十個月了，不間斷的探訪，
使我對本區的情況逐步加深了
解。

一、地理特色
    地處巴拿馬西北的牛口省，
有三個市十七個區，接壤鄰國
哥斯達黎加，人口有約127,000
人，其中華裔僑胞約有1200，
地理面積4,600平方公里，包含
了在加勒比海上的眾多島嶼。
    三個市各具特色，省首府
Dorcas del Toro設在 Isla Colon島
上，銀行、商業、餐飲、機場
、碼頭、醫院、旅店，全為海
島的旅遊項目服務。 
    Chaquinola 市是末來本省的行
政中心，已經有愈來越多的政
府部門遷來，學校醫療，金融
和眾多商業，文化設施也向該
市集中。     
    Amilante市是該省的水陸交通
樞紐，香蕉出口和物流的海陸
集散地，該市溝通內陸山區、
海島、南連巴拿馬各省，北通
往哥斯達黎加。顯有極重要的
戰略，經貿地位。
    旅遊、商貿、物流成為本省
三大地理特色，這樣三市地的
發展趨勢為 ⑴ 旅遊島，(2) 市
政中心，⑶ 經貿城也成定局。

二、華人現狀
    疫情前後華人移入該省的人
數激增了近一倍，現在粗略的
估計應有1200-1500人。就職業
來說: 大致能集中分出三類人 1) 
商人約350~500人，2) 工人約
120人，3) 學生約250人，和其
它。
    第一類從商的僑胞大部分由
首都巴拿馬遷入，80 % 為廣州
花都客家人，自報無神論者為
多，也有信佛，拜關帝，叩首
灶爺祖宗的。他們經營伙食雜
貨，五金雜件，手機電腦，百
貨服裝等，從業在3~5年的居多
，超過10年以上極少，家中多
有青少年，屬中青代家庭，工
作量繁重，經濟壓力很大。
    第二類是青年打工者，他們
是第二代華人，有些巳有大學
畢業經歷，他們對工作熱情十
足，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入息
可觀，並無供養家人的憂慮，
卻有無奈是打發時光。
    第三類人員是不能忽視的青
少年。他們就讀於公校、私校
，多種原因造成他們學習成績
低下，心裡負擔頗消極，多數
厭學逃避之。

三、教會的挑戰與機遇
    福音的種子會在本地紮根，
神的大愛必在萬民中深入人心

，這是我們期盼的，也
是發展的趨勢。但就目
前不斷探訪的反應來看
，教會要正視的挑戰在
於:
    1. 中年商人錯誤的價
值觀：他們過份強調，
將金錢與物質的獲得，

簡單的以工作時間的長短掛勾
，誤以為，時間越長，利潤會
越多，以致忽略了身體健康，
家庭樂趣，孩童成長，老人幸
福。很顯然，他們的價值觀是
以滿足個人感受為第一的。
    2. 年輕工人對人生前景的茫
然：面對的是怎樣生活？如何
工作？正確地做人處世？人生
的意義是什麼？個人的奮鬥前
景，人生方向？等問題。
    3. 青少年學生成長階段缺乏
引導：華人移民家庭子女在校
學習成績普遍偏低，這一方面
可能是有的家長，對他們兒女
如何讀好書輔導不到位，對他
們成長期走入群體生活，如何
作好人引導不足，更重要的是
家長們忙於生意，給出時間上
的支持遠遠不夠。
    上面三個有代表性的問題，
說明了在這個以華人新移民，
新工人以及新學生為主體的地

區，本應是到處朝氣蓬勃，充
滿活力，但映入眼簾的是同胞
們被生活壓力，債務捆綁，子
女背逆等折磨後，表露出的那
種無奈，

痛苦的掙扎。面無喜樂，憂心
忡忡，苟於言談，脾氣暴躁成
了一面鏡牌。 《聖經》上說~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
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
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
，乃是召罪人。”(可 2:17 ) 奇
怪的是: 我們的同胞普遍對神的
福音冷淡，而不知道自身已在
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上出
了問題，這不正是對教會的挑
戰嗎？為何有名醫良藥，而病

人寧可忍痛也不願來看病。只
有一種解釋，醫院與病人之間
鴻溝太深。
    這就是教會牧者和同工們的
機遇 →→ 架橋。針對三類不同
人群存在的問題，我們需要在
傳福音的方式上和策略上有所
調整，首先是與他們建立起互
信關係，進而送醫送藥上門，
從外傷減痛入手，進而吸引就
醫病根。這可能是一項綜合的
系統醫治方案，但我們有信心
依靠主耶穌，盡心盡力來做好

它。
    感謝主！我們可以得到有經
驗的牧者、同工的支援，更重
要的是我們有耶穌的愛心為榜
樣，我們用《聖經》真道神的
話語為良藥，同工們的屬靈生
命必在福音佈道中與教會一同
增長。以上的分享，可以總結
為兩點：
    1)找到切入點：建立關係  發
現問題  對症開方；
    2)依靠主力，把握主脈，改
變三觀靠福音，把握機遇。

（上接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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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機遇》
    時間過得真快，2023年元宵
節也過了，我到牛口省教會已
有十個月了，不間斷的探訪，
使我對本區的情況逐步加深了
解。

一、地理特色
    地處巴拿馬西北的牛口省，
有三個市十七個區，接壤鄰國
哥斯達黎加，人口有約127,000
人，其中華裔僑胞約有1200，
地理面積4,600平方公里，包含
了在加勒比海上的眾多島嶼。
    三個市各具特色，省首府
Dorcas del Toro設在 Isla Colon島
上，銀行、商業、餐飲、機場
、碼頭、醫院、旅店，全為海
島的旅遊項目服務。 
    Chaquinola 市是末來本省的行
政中心，已經有愈來越多的政
府部門遷來，學校醫療，金融
和眾多商業，文化設施也向該
市集中。     
    Amilante市是該省的水陸交通
樞紐，香蕉出口和物流的海陸
集散地，該市溝通內陸山區、
海島、南連巴拿馬各省，北通
往哥斯達黎加。顯有極重要的
戰略，經貿地位。
    旅遊、商貿、物流成為本省
三大地理特色，這樣三市地的
發展趨勢為 ⑴ 旅遊島，(2) 市
政中心，⑶ 經貿城也成定局。

二、華人現狀
    疫情前後華人移入該省的人
數激增了近一倍，現在粗略的
估計應有1200-1500人。就職業
來說: 大致能集中分出三類人 1) 
商人約350~500人，2) 工人約
120人，3) 學生約250人，和其
它。
    第一類從商的僑胞大部分由
首都巴拿馬遷入，80 % 為廣州
花都客家人，自報無神論者為
多，也有信佛，拜關帝，叩首
灶爺祖宗的。他們經營伙食雜
貨，五金雜件，手機電腦，百
貨服裝等，從業在3~5年的居多
，超過10年以上極少，家中多
有青少年，屬中青代家庭，工
作量繁重，經濟壓力很大。
    第二類是青年打工者，他們
是第二代華人，有些巳有大學
畢業經歷，他們對工作熱情十
足，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入息
可觀，並無供養家人的憂慮，
卻有無奈是打發時光。
    第三類人員是不能忽視的青
少年。他們就讀於公校、私校
，多種原因造成他們學習成績
低下，心裡負擔頗消極，多數
厭學逃避之。

三、教會的挑戰與機遇
    福音的種子會在本地紮根，
神的大愛必在萬民中深入人心

，這是我們期盼的，也
是發展的趨勢。但就目
前不斷探訪的反應來看
，教會要正視的挑戰在
於:
    1. 中年商人錯誤的價
值觀：他們過份強調，
將金錢與物質的獲得，

簡單的以工作時間的長短掛勾
，誤以為，時間越長，利潤會
越多，以致忽略了身體健康，
家庭樂趣，孩童成長，老人幸
福。很顯然，他們的價值觀是
以滿足個人感受為第一的。
    2. 年輕工人對人生前景的茫
然：面對的是怎樣生活？如何
工作？正確地做人處世？人生
的意義是什麼？個人的奮鬥前
景，人生方向？等問題。
    3. 青少年學生成長階段缺乏
引導：華人移民家庭子女在校
學習成績普遍偏低，這一方面
可能是有的家長，對他們兒女
如何讀好書輔導不到位，對他
們成長期走入群體生活，如何
作好人引導不足，更重要的是
家長們忙於生意，給出時間上
的支持遠遠不夠。
    上面三個有代表性的問題，
說明了在這個以華人新移民，
新工人以及新學生為主體的地

區，本應是到處朝氣蓬勃，充
滿活力，但映入眼簾的是同胞
們被生活壓力，債務捆綁，子
女背逆等折磨後，表露出的那
種無奈，

痛苦的掙扎。面無喜樂，憂心
忡忡，苟於言談，脾氣暴躁成
了一面鏡牌。 《聖經》上說~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
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
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
，乃是召罪人。”(可 2:17 ) 奇
怪的是: 我們的同胞普遍對神的
福音冷淡，而不知道自身已在
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上出
了問題，這不正是對教會的挑
戰嗎？為何有名醫良藥，而病

人寧可忍痛也不願來看病。只
有一種解釋，醫院與病人之間
鴻溝太深。
    這就是教會牧者和同工們的
機遇 →→ 架橋。針對三類不同
人群存在的問題，我們需要在
傳福音的方式上和策略上有所
調整，首先是與他們建立起互
信關係，進而送醫送藥上門，
從外傷減痛入手，進而吸引就
醫病根。這可能是一項綜合的
系統醫治方案，但我們有信心
依靠主耶穌，盡心盡力來做好

它。
    感謝主！我們可以得到有經
驗的牧者、同工的支援，更重
要的是我們有耶穌的愛心為榜
樣，我們用《聖經》真道神的
話語為良藥，同工們的屬靈生
命必在福音佈道中與教會一同
增長。以上的分享，可以總結
為兩點：
    1)找到切入點：建立關係  發
現問題  對症開方；
    2)依靠主力，把握主脈，改
變三觀靠福音，把握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