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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鄭貽富博士

（下接第2頁）

二次巧合!?
    最近，回想過去發生的事：
兩次由多倫多組織的學習團隊
到巴拿馬，皆產生出意外的果
效。它們的發生是出於巧合的
嗎?!

(I) 第一次巧合
    簡述巴拿馬團(Panama 
Group)十五周年的歡聚：月
前召集人在網上詢問團員們，
要於今年七月十六日或廿三日
舉行十五周年重聚時，多數選
後者。沒想到，那正是十五年
前大家飛往巴拿馬的正日！
    2007年筆者在加拿大建道中
心當主任，兼任在巴拿馬中南
美洲聖經學院（簡“巴聖”）
代院長及教務長。「中心」決
定於2007年七月廿三日至八月

六日開辦差傳實踐課程。課程
特點有二：（一）理論與實踐
並重；（二）課程在巴拿馬“
巴聖”舉行。筆者請曾永光博
士當講師。結果多倫多有廿位
報名參加。意想不到，這兩周
的學習與實習，成爲參加者生
命的轉捩點。
    這次十五周年大歡聚決定在
Christine Li（李傳道） 家裡舉

行。參加者共十八位：除了筆
者夫婦，十五年前之講師曾牧

師及師母，今年八十八歲高齡
之團員Brenda Liu也蒞臨參加，
真是難得。這次還有三位“秘
密”嘉賓應邀參加。幾天來大
家一直猜疑到底是誰？當晚揭
曉：原來是我們熟識的老朋友
—昔日加拿大建道中心秘書
Christina Chung及她夫婿Billy和
“巴聖”圖書館主任Diana Chan
（陳詠虹姊妹）。
    聚會開始前，Jeremiah放映十
五年來與巴拿馬團有關的照片
及片段錄影，使大家浸沉在過
去許多美好的回憶。曾關嘉儀
師母這次無法參加，但特地事
先錄好片段；在網上和大家打
招呼並說幾句鼓勵的話。接著
各人輪流簡短又精彩的分享。
    在場聆聽者無不驚喜，每位
團員十五年來，個個的確不違
天示：持守信仰，委身侍主。
有的到神學院接受裝備，成爲
宣教士，有的到教會牧會。大
家愛慕主的心及宣教的熱忱，
有增無減。（另請參閲巴拿馬
團十周年時，Jeremiah及Livia編

錄的感人見證。刊登於「院訊
」2018年五月號第14期。）
   領受豐富的晚餐前，大家站
立同唱“謝飯歌”，真有意思

！當大家魚貫入厨房時，桌上
已擺好外賣可口的菜肉，還有
印尼蝦片。Christine發覺當中有
人“不吃飯不罷休”，她立刻
煮一鍋香噴噴的白米飯。吃到
興高采烈時，主人家拿出特製
的“牛𦟌冷盤”加餸。飯後又
有Cheese Cake及糖水甜品。直

到晚上快十點鐘，大家才依依
不捨逐漸離開，期待下回另一
次“巧合”。

(II) 第二次巧合
    回憶2015年第八届體驗營的
故事：正在慶祝巴拿馬團十五
周年晚上，

筆者突然接到美國打來長途電
話。沒想到那是剛緊急入紐約
醫院，而且28天來住在加護病
房（ICU）的金京來博士打來的
。打得真巧，筆者正在回想
2015年“巴聖”所舉辦之第八
届體驗營，而金博士就是該届
之主題講員。
    其實月前曾由一位“巴聖”
的校友（簡稱他為王校友）得
知，金博士因牙肉流血不止，
被醫生診斷患上血癌。王校友
與金博士有特別的關係：他二
度受教於金博士。
    2015年八月九日多倫多有廿
幾位報名參加在“巴聖”舉辦
的第八届體驗營。參加者可以
免費旁聽營前的課程：由金博
士教授的「聖經希臘文五天通

」。參加者當中有一位是從西
班牙到溫哥華探親，之後經多
倫多和其他團員一起飛往巴拿
馬。這位就是本文所提的“王
校友”。
    話説回來，原來王校友在西
班牙時，幾經轉折，好不容易
從“巴聖”拓展副院長曾湛光
牧師得知我們的聖經學院。他
就很興奮地報名就讀。經院方
審核蒙接納，學院請他由八月
分的體驗營前課程開始上課。
王校友到溫哥華探親後，轉機
到多倫多。他在多倫多上飛機
時，正好被安排坐在“巴聖”
創辦董事陳啓棠長老旁邊。大
家互不相識，也未曾見過面。
陳長老還好奇地問他說：到巴
拿馬幹嘛？

    第八届體驗營有二個特徵：
（一）八届來參加者來自最多
地區，十個不同國家背景（請

參「院訊」2016年二月號第16
期）；（二）參加者當中之“
王校友”，與“巴聖”結上不
絕之緣。
    營會後，王校友留下成爲“
巴聖”正科生。在學期間，學
院因爲難估計王校友從別校轉
來的學分，無法預知必須讀多
久才可畢業，他曾經一度擔心
他的經濟問題。但他依然信靠
神繼續留下，終於完成在“巴
聖”之神學學士課程。
    時間是可以考驗一個人侍奉
神的心志，這話一點都不虛！
在經年纍月的接觸，學院看中
王校友。“巴聖”決定要栽培
他，使他將來成爲學院的後備
同工。
    筆者與美國「信心聖經神學
院」院長郝繼華博士伉儷相識
多年。神學院開辦以來筆者曾
幾次應邀前往教課。後來欣悉
金博士在「信心」擔任教務副
院長。經金博士特別的安排，
筆者推薦王校友到「信心」繼
續深造。終於今年六月完成他
的道學碩士學位。
    神不單給王校友在學術方面
有很好的裝備，也讓他尋回身
上“失去的那一條肋骨”（指
太太），使他有伴侍奉神。（
詳情請參「院訊」2019年二月
號第17期；另參“巴聖”20周
年特刊第54頁）
    筆者信主至今已經68年。信

主以來，一直在終身制的“人
生神學院”學習。最大的收穫
不外是：凡事交托神。你若多
一次信靠神，就會經歷多一次
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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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最近，回想過去發生的事：
兩次由多倫多組織的學習團隊
到巴拿馬，皆產生出意外的果
效。它們的發生是出於巧合的
嗎?!

(I) 第一次巧合
    簡述巴拿馬團(Panama 
Group)十五周年的歡聚：月
前召集人在網上詢問團員們，
要於今年七月十六日或廿三日
舉行十五周年重聚時，多數選
後者。沒想到，那正是十五年
前大家飛往巴拿馬的正日！
    2007年筆者在加拿大建道中
心當主任，兼任在巴拿馬中南
美洲聖經學院（簡“巴聖”）
代院長及教務長。「中心」決
定於2007年七月廿三日至八月

六日開辦差傳實踐課程。課程
特點有二：（一）理論與實踐
並重；（二）課程在巴拿馬“
巴聖”舉行。筆者請曾永光博
士當講師。結果多倫多有廿位
報名參加。意想不到，這兩周
的學習與實習，成爲參加者生
命的轉捩點。
    這次十五周年大歡聚決定在
Christine Li（李傳道） 家裡舉

行。參加者共十八位：除了筆
者夫婦，十五年前之講師曾牧

師及師母，今年八十八歲高齡
之團員Brenda Liu也蒞臨參加，
真是難得。這次還有三位“秘
密”嘉賓應邀參加。幾天來大
家一直猜疑到底是誰？當晚揭
曉：原來是我們熟識的老朋友
—昔日加拿大建道中心秘書
Christina Chung及她夫婿Billy和
“巴聖”圖書館主任Diana Chan
（陳詠虹姊妹）。
    聚會開始前，Jeremiah放映十
五年來與巴拿馬團有關的照片
及片段錄影，使大家浸沉在過
去許多美好的回憶。曾關嘉儀
師母這次無法參加，但特地事
先錄好片段；在網上和大家打
招呼並說幾句鼓勵的話。接著
各人輪流簡短又精彩的分享。
    在場聆聽者無不驚喜，每位
團員十五年來，個個的確不違
天示：持守信仰，委身侍主。
有的到神學院接受裝備，成爲
宣教士，有的到教會牧會。大
家愛慕主的心及宣教的熱忱，
有增無減。（另請參閲巴拿馬
團十周年時，Jeremiah及Livia編

錄的感人見證。刊登於「院訊
」2018年五月號第14期。）
   領受豐富的晚餐前，大家站
立同唱“謝飯歌”，真有意思

！當大家魚貫入厨房時，桌上
已擺好外賣可口的菜肉，還有
印尼蝦片。Christine發覺當中有
人“不吃飯不罷休”，她立刻
煮一鍋香噴噴的白米飯。吃到
興高采烈時，主人家拿出特製
的“牛𦟌冷盤”加餸。飯後又
有Cheese Cake及糖水甜品。直

到晚上快十點鐘，大家才依依
不捨逐漸離開，期待下回另一
次“巧合”。

(II) 第二次巧合
    回憶2015年第八届體驗營的
故事：正在慶祝巴拿馬團十五
周年晚上，

筆者突然接到美國打來長途電
話。沒想到那是剛緊急入紐約
醫院，而且28天來住在加護病
房（ICU）的金京來博士打來的
。打得真巧，筆者正在回想
2015年“巴聖”所舉辦之第八
届體驗營，而金博士就是該届
之主題講員。
    其實月前曾由一位“巴聖”
的校友（簡稱他為王校友）得
知，金博士因牙肉流血不止，
被醫生診斷患上血癌。王校友
與金博士有特別的關係：他二
度受教於金博士。
    2015年八月九日多倫多有廿
幾位報名參加在“巴聖”舉辦
的第八届體驗營。參加者可以
免費旁聽營前的課程：由金博
士教授的「聖經希臘文五天通

」。參加者當中有一位是從西
班牙到溫哥華探親，之後經多
倫多和其他團員一起飛往巴拿
馬。這位就是本文所提的“王
校友”。
    話説回來，原來王校友在西
班牙時，幾經轉折，好不容易
從“巴聖”拓展副院長曾湛光
牧師得知我們的聖經學院。他
就很興奮地報名就讀。經院方
審核蒙接納，學院請他由八月
分的體驗營前課程開始上課。
王校友到溫哥華探親後，轉機
到多倫多。他在多倫多上飛機
時，正好被安排坐在“巴聖”
創辦董事陳啓棠長老旁邊。大
家互不相識，也未曾見過面。
陳長老還好奇地問他說：到巴
拿馬幹嘛？

    第八届體驗營有二個特徵：
（一）八届來參加者來自最多
地區，十個不同國家背景（請

參「院訊」2016年二月號第16
期）；（二）參加者當中之“
王校友”，與“巴聖”結上不
絕之緣。
    營會後，王校友留下成爲“
巴聖”正科生。在學期間，學
院因爲難估計王校友從別校轉
來的學分，無法預知必須讀多
久才可畢業，他曾經一度擔心
他的經濟問題。但他依然信靠
神繼續留下，終於完成在“巴
聖”之神學學士課程。
    時間是可以考驗一個人侍奉
神的心志，這話一點都不虛！
在經年纍月的接觸，學院看中
王校友。“巴聖”決定要栽培
他，使他將來成爲學院的後備
同工。
    筆者與美國「信心聖經神學
院」院長郝繼華博士伉儷相識
多年。神學院開辦以來筆者曾
幾次應邀前往教課。後來欣悉
金博士在「信心」擔任教務副
院長。經金博士特別的安排，
筆者推薦王校友到「信心」繼
續深造。終於今年六月完成他
的道學碩士學位。
    神不單給王校友在學術方面
有很好的裝備，也讓他尋回身
上“失去的那一條肋骨”（指
太太），使他有伴侍奉神。（
詳情請參「院訊」2019年二月
號第17期；另參“巴聖”20周
年特刊第54頁）
    筆者信主至今已經68年。信

主以來，一直在終身制的“人
生神學院”學習。最大的收穫
不外是：凡事交托神。你若多
一次信靠神，就會經歷多一次
的“巧合”。

    本機構與巴拿馬之「中南
美洲聖經學院」(簡稱“巴
聖”）自2009年6月23日簽
定「機構合作協定」以來，
經常有合作性的事工。2020
年是“巴聖”成立廿週年，
慶典活動之一是舉辦"聖地
學習旅遊團"。這是重要的
合作項目。
    旅遊團原定於2020年5月
29日至6月7日行程，因疫情
緣故，日期更改過幾次，最
後延遲到今年9月21日至30
日。
    很不幸，哥斯達黎加的團
隊所購買Iberia航空的機票
，有效期被限定到今年6月
底。為了不想白白浪費十多
人的機票，感謝主，最後想
出變通方法：哥國弟兄姐妹
組成“姐妹團”。結果人數
增加到22人，於6月21日至
30日順利成行。
    “姐妹團”在旅遊回來以
後，参加者多有感受。分享
的稿件除了在今年8月号之
「院訊」，也在本期的「通
訊」刊登。因篇幅所限，有
的分享文章要被割愛，特此
致歉。
    大團隊已定於今秋出發，
氣候非常理想，但正好遇到
猶太人的新年，在以色列的
導遊通知這時候旅館訂房緊
張又昂貴，因此旅遊團費提
高不少。大團隊共有37人參
加，係由四個國家（美國，
加拿大，巴拿馬及法國）的
弟兄姐妹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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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教專欄

陳榮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
亡後，執政自民黨在參議院選
擧中大勝，突破了修憲動議所
需的門檻。首相岸田文雄立即
表示，將儘快發起修憲動議，
並付諸公投。本文嘗試簡單扼
要地從日本教會以及日本宣教
的角度，來探討及關注此一爭
議性話題。

一、大日本帝國憲法
    1889年頒布的明治憲法是亞
洲第一部君主立憲的憲法，是
空前的。但是明治憲法只是天
皇對國民的一種恩賜，並没有
建立普選制，更遑論建立真正
的民主政治。天皇獨攬大權，
內閣又只對天皇負責，因此，
立法權和司法權大受行政權的
影響，人民和國會根本無權過
問。三權既没有真正的獨立，
也缺乏彼此制約的途徑。
    明治憲法又確立寡頭政治，
元老操縱大權。再者，軍權獨
立，嚴重缺乏限制的力量，軍
部勢力得以崛起，促使軍國主
義和帝國主義的興起，操縱內
政，同時積極對外擴張，發動
侵略戰爭，破壞日本與亞洲各
國的關係。
    總而言之，這是一部徹頭徹
尾由上而下，全為天皇、政府
和國家而設的帝國憲法，國民
應有的權益則遭受嚴重剝削。
但若從日本歷史的角度，以及
當時亞洲各國普遍落後封閉的
狀況來看，明治憲法實是一項
偉大的創擧！

二、戰後的和平憲法
    二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
同盟國廢除了《大日本帝國憲

法》，制定新憲法削減天皇的
權力，同時限制日本的軍事能
力。
    根據1946年11月3日公布，
1947年5月4日開始實施的《日
本國憲法》，日本將“消除因
政府的行為而再次發生的戰禍
，期望持久的和平，確認全世
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於恐懼
和貧困，並在和平中生存的權
利，日本國民誓以國家的名譽
，竭盡全力以達到這一崇高的
理想和目的。”
    這部憲法亦被稱為日本和平
憲法，其中的第二章名為“放
棄戰爭”，內容只有一條，也
就是常被提起的“憲法第九條
”。這短短的第二章，明確規
定了日本的國際地位和軍事能
力：
    1.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
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
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
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
爭端的手段。
    2. 為達到前款目的，不保持
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
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根據這一憲法，日本放棄了宣
戰權，只有自衛權，這也是日
本自衛隊名稱的由來。自衛隊
，顧名思義，只能自衛，不能
攻撃，以確保和平。

三、日本的修憲前景
    日本在二戰戰敗後實施的憲
法，至今已有七十多年,  而對
此憲法不滿的人，則將其稱為
“麥克阿瑟憲法”，指這一和
平憲法並非日本本身所構想，
而是由美國麥克阿瑟領導的盟
軍最高統帥部所制定，是日本

政府為了天皇制的存續而迫不
得已接受的憲法。
    和平憲法自頒行以來，日本
保守政治勢力就不斷試圖推動
修憲，要修改憲法第九條，將
自衛隊明確寫入，更總共打算
修改二十一條，並在憲法中新
設緊急事態條款。
    現在自民黨推出的修憲草案
中令日本基督徒不能接受的，
就是將天皇置於國家元首的地
位，而不是戰後至今的象徵地
位。並删除了天皇須尊重及擁
護憲法的規定；加入了許多束
縛國民思想言行的義務，削弱
了基本人權，埋下了以保障公
益及公共秩序，而限制國民自
由及權利的伏線，最終不免限
制國民的信仰自由。
    這樣的修憲，無疑是開歴史
倒車，是日本政治的整體轉向
，加強了中央、軍人、首相和
天皇的地位。試圖囘到明治時
代的軍國體制。將憲法的性質
完全顛倒，由束縛政府變成束
縛人民，將日本帶往集權、專
制的懸崖！

《日本和平憲法的由來、現狀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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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之旅
    這次去以色列真是好玩，令
我難忘。
    非常感恩這次旅行主為我們
預備安排了一個很好的導遊，
導游本人也是基督徒，對聖經
歷史知識非常熟悉。但令我最

驚奇莫過於導遊是越南人，她
的廣東話水平真是非常好 ，來
幫我們講解翻譯，是主的帶領
讓我們這些不同國家國籍的姐
妹相遇，使我們更相信主是無
時無刻都與我們同在，保守看

顧著我們。
    以色列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 在山頂上，能看到整個耶
路撒冷城，真讓我們嘆為觀
止。這裡的建築物都很有特
色和獨特的故事。在旅途中
的每一個景點，導遊都會講
解其中聖經裡面的歷史故事
和文化，聽到我們都津津有
味，意猶未盡。
    我們去到死海，看見海水

好清，全是鹽水，有好多好處
，我們的神真奇妙，神真的會
使以色列成為流奶與蜜之地。
    有機會我希望能再多去一次
以色列，讓我們堅固的跟隨主
耶穌，做主耶穌堅定的信徒。
羅馬書一章二十節說：自從造
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通過這次旅行
我深刻理解這段話，即使看不
到神的神性，帶我置身在以色
列彷彿就是在神的懷抱裡。讓
我們齊聚在這裡、敬拜、讚美
我們的主也好讓我們時時刻刻
為傳福音做好見證的準備。

李尚梅

聖地之旅
    感謝主！讚美主!我們終於平
安 地回到了家 。在 這次報名
去聖地的時候，很多親戚朋友
都說：“你敢去以色列？那裡
很亂、成天打仗，天天都有爆
炸的聲音，加上疫情很嚴重，
每天上萬例。＂在這段時間裡
真的很擔心。但都擋不了我要
去的決定  。
    當我們踏上聖地時，看到這
裡的人們過著井井有條，安定
詳和、物質豐富的生活，才打
消了不安的情緒。在去主耶穌
受難的景點的路上，我們兩手
空空走在烈日當空的街中都感
覺到很難受。
    想到主耶穌為了救贖世人，
受辱罵、被鞭打、遍體鱗傷扛
著十字架走在烈日之下是多麼

痛苦，最後慘忍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流出的寶血洗淨我們的
罪污 ，使我們得救，從死裡復
活 ，並有永生的盼望，這是多
麼偉大的愛。
    主叫我們愛人如己，彼此相
愛，把主的大使命實踐出來 ，
把福音傳到世界每個角落。經
過這次聖地之旅，看到了神的
大能，他可以把沙漠、曠野變
成流奶與蜜之地，使神的子民
生活富足，繁榮昌盛，成為世
上最蒙神賜福的民族。但我們
要謙卑 、仰望、依靠主，通守
主的誡命。並求神看顧保守以
色列，讓世界和平。
    在我把店鋪關門的十天去以
色列之中，在我這個社區有6間
生意被打劫。看似關門十天損

失很大。但神看顧保守我，使
我的生意避免這次的劫難。感
謝主！讚美神！願一切榮耀頌
讚都歸給祂。阿們！

何礼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