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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是歐華神學院一個新學年的開始，每年在這個

時候，總會有些新生加入我們的行列。感謝神，

今年早在二月的時候，有一位來自日內瓦的姐妹已經先加

入歐華的陣營，接著在五月及六月的時候，又錄取了來自

義大利、德國、匈牙利、及中國共十位的新生。來自臺灣的

我，也才在今年二月剛到這兒教學，所以，九月也將是我第

一次以教務長的職責參加這兒迎新的聚會。

雖然已在這兒授課一個學期，但是和新舊學生一起迎

接一個嶄新的學年，仍是第一回，自然心中有著不少的興

奮和新鮮感。在西班牙大環境中的歐華，來自各方的老師

和學生，必須學習一起生活，一起配搭，一起事奉歐陸的

教會。事實上，歐華的每個成員，每年都會面臨一個全新

的挑戰。這個挑戰不只是要面對新成員加入後的適應，也

要面對新課程學習上的壓力。學院在這個學期中，更有開

設《希臘文解經（約翰一書）》和《西班牙文》的兩門新課

程，好加強學生對新約原文解經的能力，以及在西班牙生

活中的基本適應。對一些新生，早上更闢有晨讀《舊約概

論》班，旨在加強他們舊約聖經的基礎。在這樣一個嶄新

又多元的文化和教學環境中，我們要如何面對各種的壓力

和挑戰，並能在其中調整自己呢？

■■教務主任／葉雅蓮博士

〔院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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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lan■Millard■博士■■譯/■葉雅蓮■博士■

這使我想起當耶穌剛出來事奉的時候，那時祂已經呼

召了一些和祂生活在一起的門徒（可一16-20，二13-14），可是

耶穌和門徒的生活舉止，明顯的是和與祂傳相似信息的施

洗約翰的門徒，及和祂常唱反調的法利賽人之間，有著極

大的差異（二15-17、18）。耶穌對他們彼此行為上的不同，

曾給了兩個比喻——新郎和同伴（二19-20），新和舊（二

21-22）——作為回應和提醒。其中對我們面對新舊交替時

刻會有幫助的，該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個「新和舊」的比喻（

二21-22）。這個比喻的中心意涵，基本上就是要猶太人處

在耶穌帶來的救恩新紀元中，該要轉向接受耶穌作為他們

個人生命的主，才能展現他們在信仰裡的新生命。具有這

樣新生命的人，自然就不再活在舊約以律法為依歸的束縛

之中。否則新的生命，若仍活在舊約律法規條的掌控之下，

必將無法展現；也只有活在恩典主的權能之下，新的生命

才能不斷地成長和茁壯。

創世記的希伯來文文本所用的語言形態肯定的是屬

於紀元前一千年那個時期的，大多數的希伯來文

學者會認為是屬於紀元前第八到第六世紀。但語言的形態

並不能證明作品的寫作年代。古代的文士可以修改一個文

本的語言，如把古語去除、把古老的字詞換掉，以此使這

些文本讀起來好像當代的作品。這就好比莎士比亞或喬塞

作品的現代英文版，這些版本其實是當代產生的作品。希

伯來文語言的歷史不能追溯到比紀元前一千兩百年還早

的時候，假設更早時期是古詩的年代，那也應該是和迦南

人語言很相似的時期。然而，亞伯拉罕家庭成員的名字和

亞摩利人名字的完全相似性，卻可用來作以下推測，亞伯

拉罕和他的家人曾經使用的語言，可能與亞摩利人所使用

的語言相似，但和迦南人的語言並不相同。亞伯拉罕的家

庭曾經保存文字寫成的記載嗎？在此，我們只能推測。在

任何其它古代近東的文化中，都沒有像亞伯拉罕的家庭一

樣，有延續性的家庭歷史保存下來。倒是有君王的名錄，

當中記載的君王名字之中有些佔據很長的時間。比如，亞

述王的名錄開始於紀元前的兩千年，止於紀元前的七百二

十二年。它在第一部分結束之後，會列出每個君王的名字，

提到他和前任之間的關係，並且說明他統管時日的長度。

這份名錄會有少數的斷層和一些的錯誤，但是就大部分來

說，無論如何檢視，都是正確的。

在巴比倫、烏加列和埃及，均可找到相似的君王名

錄。埃及也出列了一個祭司家庭的長家譜，通過比對它

和現存的紀念碑上的記載，證明了它所記載的是正確

的歷史。當然，對皇室和祭司的家庭會訴諸於特殊的考

量。儘管亞伯拉罕既不是君王，也不是祭司，他卻是個

地主。他曾蒙上帝應許，迦南地要作為他子孫的家園。

在巴比倫和埃及產業擁有權的背景中，那些相對不重

要、但屬富裕階層的家庭系譜會持續記載三百年或四百

年的時間。

家譜和傳記是不一樣的。在此，亞伯拉罕生平的故

事可以和其它古代的傳記並列來看。所有古代傳記中最

著名的，就是「西奴哈」（Sinuhe）的故事。這個埃及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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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Alan Millard博士（1937-）是英國利物浦大學考古學院希伯來語與古代閃族

語榮譽退休教授，也是古代近東考古的資深榮譽研究員。1961-1964年他

工作於大英博物館期間使《阿特拉哈西斯史詩》重見天日，此前由於翻譯

困難，這份重要文物一直躺在博物館的抽屜裡無人識別。他曾參與敘利

亞古茨與亞述首都尼姆魯德（現伊拉克）的考古發掘，並曾作為希伯來大學高級研究所研

究院參與了相關領域的研究。由於自身對基督的信仰，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猶太金石、楔形文字和亞

蘭語銘文上。他的書籍《聖經考古大發現》曾在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出版發行過。

在這新的一季即將開始的前夕，讓我們再一次的思想

主耶穌這個生動的比喻，使我們在這裡的學習、生活、事

奉，都能因著高舉耶穌基督的生命和榜樣，而能靠主屬天

能力的幫助，不斷的謙卑自己，饒恕別人，看別人比自己

強。我的祈禱和盼望，是藉著仰賴先受苦後得榮的基督住

在我們的裡面，可以讓我們的生命，在這一個新學年度中，

因為有你我的相遇、配搭、磨合、支持、代禱，使主生命的

香氣能夠在我們之中更加顯露。求主在這一個新學期的

開始前，就來作我們的元帥，帶領我們一起走過所有的高

山、低谷，賜給我們從上面來的能力，使我們在祂的裡面，

一起經歷從祂而來的豐盛、喜樂、信實、憐恤，好叫我們的

舊人一天一天的更新和變化，可以和眾聖徒一起體驗祂那

長、闊、高、深的愛，以致我們能夠一天一天的穿上新人，

好把更多的榮耀歸給那揀選、呼召我們來到歐華的奇妙救

主。願在這新的學期中，讓我們在主裡，不論是在知識上

或在生命裡，都有被祂更新的經歷和成長。

馬可福音二21-22

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

恐怕所補上的新布，帶壞了舊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

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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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治上的理由必須離開埃及，並且定居在北迦南地

中。他在那裡娶了一個當地王子的女兒，沿襲了當地的生

活方式，變得富裕和有權。後來埃及國中的情況有變，他

因此可以回去。他的事蹟若有記載的話，可能是記在他

墳墓的牆上。一些學者認為這整個的故事是虛構的；但

也有相反的看法。我們是從這個故事成型大約一個世紀

後的抄本中得知西奴哈的故事，由於這個抄本成為了訓

練埃及文士的模範作品，其後也有許多其他抄本。

正如我們所說，現今的創世記版本其寫就日期定在

紀元前一千年。如果它僅僅是在那個時期裡寫成，那麼

它能夠對在久遠之前發生的事件，呈現可信賴的記錄

嗎？或者就如許多人所假設的，它只不過是反映出作者

或作者們所在時期的記錄？古代近東的文本不只一次

地證明，一個時期的抄本能夠正確地保存比它更早時期

的記錄。歷史上有過一個有名的君王，名叫撒珥根。有

關他的故事在尼尼微的亞述大圖書館中可以找到，記載

在紀元前第七世紀的版塊上面。有些學者認為在以賽

亞書第二十章中提到的撒珥根的故事，是一些具有傳說

色彩的虛構故事。撒珥根是在紀元前第八世紀末統管

亞述的西拿基立的父親。現今這些故事已經毫無爭議，

它們是發生在大約在紀元前兩千兩百年、關於統管一

個在巴比倫建基的帝國故事。這些故事的正確性雖然不

能證實，但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相信它們是根據事實的記

載。自那之後，又有更多關於撒珥根的故事被人獲知，

它們記載在一些更古老的抄本中，雖然這些抄本是在他

死之後的四到五百年之間寫成的，但他眾子和眾孫的紀

念碑證實他所建立的朝代的權勢。

目前我已經把亞伯拉罕的傳記和有關在近東紀元

前兩千年早期的知識之間做了各種的比較，但這仍不能

證明創世記敘事體所描述的那個時期的人物和事件是

真實的記載。許多的習俗和生活方式延續到紀元前一

千年，並且有些仍舊延續進入到近代的時期。然而，在

我看來，這些比對無疑支持了一個紀元前兩千年早期的

希伯來背景的記載的正確性，同時又不可能有一個強有

力的證據去證實這一點。這個背景就是文本暗指的背

景，為何要去摒棄它？

最後，讓我們回到亞伯拉罕的宗教信仰。按照目前

資料顯示，獨一神的信仰是早在紀元前第二世紀中就

已存在。然而歷史學家卻並不接納這一點，他們認為不

可能，並且把它作為是從後期投射回去的結果。事實上

埃及的「埃蒙霍特」（Akhenaten）法老的驚人「異教」，

證實在紀元前第十四世紀中，就已存在了某種形式的一

神教。在聖經之外一直到希臘化的時期，對亞伯拉罕信

仰缺乏證據，並不能用來證明在更早的時候它不存在。

一個類比可能有助於論證這一猜測。在我們時代最先早

的幾個世紀裡，阿拉伯的部落，在敘利亞、約旦和阿拉

伯中留下了許多的題字和雕刻，其中提到他們的神祇。

在四個不同支派族群的文本中，都提到一個神祇的名

字——「盧德」（Rud），是個星神，也許是水星。在紀元

前第五世紀中，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得」（Herodotus）

曾記錄阿拉伯部落敬拜這個神明，而且早在紀元前第七

世紀的一個亞述碑銘也提到他。同樣的，在第一世紀的

一個阿拉伯文本，紀元前第五世紀的一個希臘文本和

第七世紀的一個亞述文本中，也都有提到他。要注意的

是，在那些早期的世紀中，這些敬拜他的人所寫的文件

中，卻沒有提到有關他的事。要不是希羅多得的好奇，

要不是亞述擄獲了那尊神像，我們就無從得知盧德的

崇拜的存在是如此之早。可見專注於某個特別神明的部

落敬拜，這個敬拜或許可以持續好幾個世代，卻不留下

任何耐久性的痕跡。儘管埃蒙霍特法老的承繼者企圖

塗抹對「阿頓」（就是太陽神）敬拜的所有痕跡，但因為

一些存留下來的君王紀念碑，今日我們仍然可知埃蒙霍

特法老當年推行的單單對日輪的敬拜。單一個人和他家

庭的信仰不會留下如此的遺跡。然而，不論是埃蒙霍特

的聲明——阿頓神曾向他啟示，或是聖經的聲明——神

向亞伯拉罕的說話，都不能從歷史的研究中得到證實。

明顯的，埃蒙霍特有著一個強烈的信念，這個信念導致

他改變了埃及宗教的行為。如果他能如此做，沒有理由

為何別人不能有類似的經歷，雖然他們不曾留下真實的

痕跡。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問題，「到底亞伯拉罕是個真

實的人，還是個虛構的人物，這事重要嗎？」沒有亞伯拉

罕的話，猶太教和基督教根基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就會

遺失。一個虛構的亞伯拉罕可以編入和說明團體的信

仰，但是不能對信仰提供合理的證據，因為任何其它的

團體都能夠發明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物。猶太教和基督

教都是建基在歷史中；對猶太人來說，出埃及是基本的

事實，就如同對基督徒來說，復活節是基本的事實。信

仰是有知識性的，不是盲目的，是建造在神話語和行為

的知識上。神用一個應許呼召亞伯拉罕，並且對他和他

的子孫顯示祂的信實。亞伯拉罕順從了那個呼召，並且

經歷了那個信實。他相信神，所以被算為義；我們也被

呼召去信靠神，以致我們也可以和亞伯拉罕——神的朋

友——同樣地被算為義。

道學碩士科

袁之詠

瑞士日內瓦華人聖經教會

中國人民大學智慧財產權法碩士畢業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歐洲法碩士畢業

道學碩士科

艾福忠

義大利 Mantova 華人教會詩班老師

義大利羅馬恩韻音樂事工同工

義大利Parma音樂學院聲樂碩士畢業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舒■■駿

瑞士日內瓦華人聖經教會

青年使命團全職同工

中國四川外語大學國際新聞本科畢業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商■■鈺■ 

北京基督教會朝陽堂同聲傳譯同工

英國愛丁堡大學英語教學碩士畢業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高華韶

義大利Perugia華人教會留學生小組同工

義大利Perugia美術學院藝術設計碩

士畢業

教牧證書科

留曉君

德國法蘭克福華人教會兒童主日學導師

中國青田縣職業高中肄業

教會事工證書科

劉■■曉

慕尼克華人基督教會成人主日學老師、

查經同工

慕尼克科技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教會事工證書科

胡榮雯

匈牙利復興堂青年團契導師

中國溫州市新橋中學初中肄業

配偶事工證書科

鄭曉華

義大利Trieste華人教會講道同工

中國溫州市新橋中學初中肄業

配偶事工證書科

張媛媛

中國南京市六合區中心教堂詩班成員

中國南京市六合高職畢業

教牧學士科

賈信愛

義大利佈雷西亞華人教會負責同工

中國溫州市梧田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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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曉君／教牧事工證書一年級

大一時我認識了大學裡的一些基督徒朋友，也受邀

參加他們組織的各種活動，比如爬山或郊遊。我開

始通過他們更多地瞭解基督教。有次和當中一位姐妹聊起

信仰，當時我就想要認識這位神，於是做了決志禱告。那

個姐妹開始帶我學習聖經、參加校園團契、讀一些屬靈書

籍，到了大一下學期我就受洗了。後來曾跟一位初信的弟兄

交往，因著兩人都不成熟，關係上有很多矛盾和掙扎，一年

半後終告分手。我開始真實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需要主耶

穌救贖的罪人，於是很深地認罪悔改，並再次接受耶穌進

入我生命。自此我的生命開始發生翻轉性的改變，我的心

不斷地被神軟化，自然地生發想要全職服事神的心。神當

時給我這句經文：「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

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二13）與此同時，我開始每天

堅持讀一小時聖經，幾個月後首度讀完了整本聖經，並愛

上了神的話語，養成了每天讀經、靈修的習慣，更多更深地

認識這位神，並堅定了我想要服事祂的心。

大四那年我沒有準備簡歷或找工作，而是等候神

帶領我全職服事。畢業後我順利地進入YWAM（青年使

命團）全職服事。通過在這個團隊的服事，我有了很多

帶領短宣隊、開拓教會、培訓門徒、帶領查經等等的經

歷。 2012年九月來到瑞士的YWAM BURTIGNY接受傳

播學方面的培訓。因為我大學的專業是新聞、傳播學這

方面，所以想要更多地在自己的恩賜和專業上服事神。

我就這樣一邊服事，一邊學習語言、文化等，一邊尋求

神對我未來的帶領。

2014年六月初我參加了日內瓦教會三天的營會，李

健長老是受邀講員。在和他私下聊天時，他邀請我考慮

就讀歐華神學院，但是我當時因為一心找工作，並沒有

太在意。七月中，有天晚上睡不著，起床禱告，就想起

歐華神學院的事，決定第二天去和葛牧師、師母分享這

件事。七月底，工作還是沒有找到，連面試機會都沒有，

繼續尋求神的心意。八月，神感動我：歐華神學院是一

我從小就跟著外婆去教會聽道。13歲左右，在學校

裡聽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之後，我的內心發生極大

的衝擊，覺得自己應該理智些，要相信科學。就這樣我離

開了我所認識的神，選擇當個無神論者。那時爸媽為了生

計，常年在外勞碌沒有時間和我談心，青春期的我就下定

論覺得爸媽不愛我，不能滿足我，每天活在痛苦的自我裡，

有時甚至恨惡自己的生命，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感謝主！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有位剛認識的姐

妹帶我去了教會。聽到他們唱的讚美詩歌，就不知不覺

的淚流滿面直到聚會結束。第二天我就主動要去教會並

且坐最前排，和大家一起唱詩歌，那天真的非常感動，

也不恨父母，也不去抱怨環境如何了，感覺心裡充滿了

從沒有過的平安。

1991年6月我要求受洗，願意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主！

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哪裡有培靈會，也鼓勵我去聽

道，我也開始學習禱告讀經，祈求聖靈光照，悔改自己

以前的所作所為，求耶穌的寶血遮蓋寬恕我。我開始成

長，神給予我第二次生命，是全新的無瑕疵的，每天心

裡充滿喜樂平安，隨時隨處禱告，經歷神的同在！我立

志要效法基督，像保羅那樣專心依靠主，並願將身心獻

給主用，要還福音的債，因我是白白得來的救恩，要白

白捨去。這是我第一次向主奉獻自己。

但主並沒有馬上應允，而是讓我結婚生子，我一直

將這事放在心裡，等候神的回答，當時我也問了許多的

「為什麼？」主沒有馬上回答我。甚至在2002年我心被

恩感，第二次獻身給主用的時候，主還是沒有應允，只

是不斷地感動我，要我向我的愛人、孩子和身邊的人傳

福音，這也是我對家庭沒有完成的使命。（現在我的愛

人在2002年受洗歸主，女兒今年4月受洗歸主。感謝主！）

直到在兩年前通過我和青春期的女兒相處時，神終於

讓我明白了為什麼——以前我只知道神是一位滿有慈愛

憐憫和公義的天父，但若不結婚生子，可能我永遠體會

不了慈愛和公義這兩者怎麼可以並存！神知道我的一

切！將榮耀歸於至高真神！

今年在法蘭克福舉辦的造就營會中，神的靈再次大

大地感動我，要我開始預備自己等候主！我對主說：「我

的肉體和記憶都漸漸衰退，等我預備好了已經老了。這

麼多年過去了，起初跟隨主的決心幾乎被忙碌的世界所

磨滅，這樣的人還能被主所用嗎？」但主藉著摩西的被

召和對以色列人祝福所說的話「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

量也必如何」來安慰我！過不久，教會傳道打電話告訴

我：「歐華神學院院長來德國，想邀請那天在大會上獻

身的弟兄姐妹們談談。」那時我就知道，神的時候到了。

願神的旨意成就。阿們！

立志行事
份禮物。後來在YWAM三天的同工退修會中，神提醒我

希伯來書十一章關於那些存信心死的人，我想到摩西，

他拒絕埃及王子的身份，選擇回應神的呼召。我便回應

神，決定要效法那些人的信心。8月19日傍晚，在樹林散

步時，我向神說我願意接受這份歐華神學院的禮物。當

晚就給李健長老和葛牧師夫婦發了郵件，表明心意要去

讀神學院。翌日，讀到書上提及利未記廿七28，讓我明

白：已經給神的就是聖物，是不能被贖回的，否則只會

變壞。我想到我已經是把自己獻給神的，神對我全職服

事的呼召早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就顯明了。我知道，神

通過那個下午我讀到的內容在對我的決定作出印證和

肯定。 

現在我十分地確信，「全職服事神」是我的命定，這

就是神對我的呼召!  

蒙召第一課

耐心等候24年

■■舒■■駿／基督教研究碩士科一年級

蒙召第一課

為了讓主內弟兄姐妹更迅速便利地掌

握國際歐華神學院的最新消息，本院

特別推出微信公共平臺，懇請各位代

為轉發並關注，讓更多人認識歐華。

以下有幾個方式可以找到並關注此平

臺：

A .微信號：ICBSIE（在微信中搜索

ICBSIE即可找到，並關注）

B.微信二維碼：（用微信『掃一掃』功

能，即可關注）

國際歐華神學院
微信平臺正式啟用

ICB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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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事項
1. 2015學年度共有11位新生，請參內頁之新生介紹。

2. 今年六月又有一批學生完成學業，踏出校門。在期末

崇拜中，戴益同學代表所有畢業班學生致贈親筆畫作

給學院，題名為《好牧人》，感謝神是我們的好牧人，

亦期許歐華人人都能成為好牧人。本屆畢業典禮定於

2016年1月28日，具體時間及地點將另行公告，敬請預

留時間參加。

3. 本院常務董事會將於10月13日於院內召開。敬請為歐

華未來的發展代禱。

4. 2015-16第一學期密集課程

新學期上課時間將從2015年9月28日至2016年1月29日

止，這期間，學院特別邀請生命卓越、學有專精的老

師前來教授密集課程如下：

課  程 老  師 日  期
報名截止

日      期

1 詩歌智慧書* 黃正人博士 09月28日至10月09日 09月14日

2 實用讀經法 李   健長老 10月19日至10月30日 10月05日

3 講道實習一 李   健長老 10月19日至10月30日 10月05日

4 神學一* 鄭愛和博士 11月09日至11月20日 10月26日

5 神學二* 廖元威博士 11月09日至11月20日 10月26日

6 宣教學 龍維耐宣教士 12月09日至12月21日 11月25日

注1：《講道實習一》的教學對象為教牧人員或教會講道

同工。

注2：有*的課程只接受歐華正式學生選修。

• 具體上課時間及報名表，請參閱歐華網頁（www.cbsie.

org）。

• 歡迎教會同工及有心接受裝備的弟兄姐妹，在教會

牧長或負責人的推薦下，儘早報名選讀（最遲於開

課前二週，名額有限），並填妥報名表電郵至本院

（studies@icbsie.com），以方便教務處作業。

5. 本院近期延伸課程開課情形如下：

A.《敬拜團培訓》（黃惠真老師等三位）－－2015年9月

26日起於西班牙巴塞隆那華人浸信會。

B.《個人佈道法》（李健長老）－－2015年10月8-11日於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阿利坎特堂。

C.《新約單卷－使徒行傳》（葉雅蓮老師）－－2015年10

月26-28日於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馬拉貝亞堂

D.《小組長如何牧養組員》（李健長老）－－2015年10

月31-11月1日於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瓦倫西亞堂。

E.《讀經法入門》（李健長老）－－2015年11月4-6日於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鹿特丹堂。

F.《基督教神學概論》（廖元威老師）－－2015年11月

23-27日於英國倫敦中華基督教會。

學
院
消
息

��▋帳戶名稱／IGLESIA CRISTIANA CHINA EN ESPAÑA
▋帳號�／ES36 2100 3109 6922 00 167 467
▋BANK ／LA CAJA DE AHORROS Y PENSIONES DE BARCELONA
▋SWIFT／CAIXESBBXXX

收支報表                                 製表:許瀠仄

2015年1月1日-2015年7月31日
經 常 費

歐元帳戶€ 臺幣帳戶TWD

上 期 餘 絀 ��－7752.22€ NTD 1,265,701.00
本 期 收 入    229,931.74€ NTD 2,740,882.00
本 期 支 出    236,677.37€  NTD 2,773,831.00
本 期 餘 絀 �－14497.85€ NTD 1,232,752.00
經常費總餘絀（歐元+臺幣） 19,895.93€

建 校 基 金                                          267,836.65€

          匯率：1台幣 =0.0279歐元

G.《基督教神學概論》（鄭愛和老師）－－2015年12月

24-27日於挪威奧斯陸華人基督教會。

有意參加上述課程者，請向開課地點的教會洽詢。

家有喜事
1. 第三屆校友孫柯楠於8月1日在巴黎基督教新焦點教會

按牧。祝福孫牧師和師母同心配搭、榮神益人。

2. 第四屆校友羅裕威於8月13日在葡萄牙裡斯本華人基督

教會按牧。祝福羅牧師和師母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3.本院應屆畢業生丁利昌弟兄與妻子吳燕美姐妹，於6月

26日喜得一子，起名為丁家宣（Christopher Ding）。8月

4日，本院校友袁安耀傳道及肖涵師母於荷蘭海牙喜

得一女，起名為袁愛。願神賜福他們兩家。

4. 本院今年暑假喜訊三連發，先是在校生黃震強與新生

張媛媛姐妹於7月25日在南京結婚，再來是本院年輕

有為的鄭愛和老師與在校生陳瑋珊姐妹於8月15日在

昆明結婚，接著是在校生廉超與新生商鈺姐妹於8月

22日在北京結婚。願我們一同喜樂一同歡呼，感謝神

在我們當中所成就的一切美事。

歐洲地區：(銀行匯款)
帳戶：IGLESIA CRISTIANA CHINA EN ESPAÑA
帳號：ES36 2100 3109 69 2200167467
銀行：LA CAIXA D’ EDSALVIS I PENSIONS DE BARCELONA
SWIFT： CAIXESBBXXX
臺灣地區：(郵政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門徒訓練中心
劃撥帳號：05056763

美國地區：(支票郵寄)
地址：E-Mission World
2411 Thomashire Court, Charlotte, NC 28262
請注明：奉獻至ICBSIE (國際歐華神學院)，
                 並提供收據的郵寄地址。

奉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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