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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王貴恆■博士

創三9「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這句話

的前因是亞當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後，眼睛明亮，才

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創三7）；當「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

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創三9），就心存畏

懼，刻意要隱藏起來，不敢見神。萬能神的這句問話「你在哪

裡？」是神真的不知道這兩個受造者躲在哪裡嗎？當然不

是！

存在主義說「我思故我在」，「我在」是一個很重要、

很嚴肅的課題。如「我不在」，那奮鬥和追求的究竟是為

了什麼？但「我在」又真正有什麼意義嗎？傳一2「凡事都

是虛空」，「我在」難道就一定有價值嗎？所以，「我在」真

正的關鍵是「在哪裡」。

亞當和夏娃由於害怕（創三10）而藏在樹木裡以為可

以逃避神的面（創三8）。當逃不過時，又再藉著自已的小

聰明，把違命吃禁果的責任推諉給別人和蛇（創三12-13）。從

神的角度看，他們的「在」與「不在」沒什麼差別。

創四9「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哪裡?』他說: 

『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該隱的回答其實

就是「我不在那裡呀」，也就是說「我完全沒有責任啊！」

但神接著指出該隱的過犯來，創四10「你作了什麼事呢？」

這裡的動詞「作」是用完成式的語態；換句話說，神是責

問該隱「在過去的那個時間點（關鍵時刻），你作了什麼？

你還不承認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今的世代邪惡、動亂戰爭、貧富

差距、人心苦悶，實在看見主來的日子近了。我們身為基督

的門徒，當以衪的心為心，盼望萬人得救，不叫一人沈淪。

可是當主的呼召臨到時，你雖有感動，是不是仍然像亞當

夏娃一樣躲在樹木中，自以為可以避不見面？「當那日」

（亞十四20） 主來執行審判時，會不會質問我們所有的基

督徒「在那末世的時代，你在哪裡？你又作了什麼？」弟兄

你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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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多年來，你一直領受到主愛的激勵和主恩的感動，

要你放下世界，全心全意地跟隨衪，可是你有沒有像先知

約拿一樣的偏行已路，自以為是；有沒有想過「焉知得了

一切的恩典」，「不是為當今的機會嗎？」（帖四14）

神是掌管萬有的主，衪在永恆裡的旨意必定要在歷史

中成就。我們蒙恩就當感恩，蒙召就該接召。歷史中，神要

使用而呼召的聖徒，沒有一個能夠抗拒得了。舊約的先知

和新約的使徒，在蒙召時都面對著極其艱困的環境；今天

的世代，許多蒙召事奉的主僕也身處危險的邊緣。但是感

謝主！歷世歷代中，永遠不乏像先知以賽亞一樣的人，頂

主後2016年1月28日，早上8點，巴塞隆納喜悅的太陽

就像往日一樣躍出地中海，笑臉相迎忙碌的人群。

對於絕大部份生活在這個美麗城市的人們來說，這個早晨

和前一天沒有什麼不一樣的。然而，對於坐落在巴塞隆納

南郊的國際歐華神學院，這是一個值得紀念、歡慶和感恩

的日子。這不僅僅是因為有九位神所選召的僕人和使女結

束了在學院的學習，也不單單是歐華自2007年建校以來，

第五次為歐洲的教會提供服事的生力軍，更是因為這是一

個神的子民一同聚集，回應大使命、見證神的信實與美善

的日子。這一天的主角，既不是完成了學業的莘莘學子，也

不是來自非洲、亞洲、美洲和歐洲各國的親友團。這一天的

焦點，自始至終都是聚集眾人，也是眾人聚集的目的——配

得榮耀的救主。

榮耀主、見證主這一信息貫穿了整個畢業典禮。「每

一位畢業生都是一個神蹟」，歐華 董事會主

席李健長老如此總結；「求主賞 賜

信靠和感恩的心」，西班牙神學

院院長Pedro Sanjaime博士如此祈

求；「傳道人的自身形象在於傳道

人與恩主的關係——因著神的救贖

恩典，傳道人是光明之子，同時，因著

差我！
到祢要我去之地！

主所做成的救贖這一事實，傳道人也應當時時反省自己的

罪污」，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蔡麗貞博士如此教誨；

「差我到袮要我去之地，親愛救主」，歐華詩班如此表白；

「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國際歐華神學院院長王

貴恆博士如此勸勉；「20克重的畢業證書承載的是神極重

無比的恩典」，畢業生代表陳奇如此感慨；「求我心中王，

成為我異象」，全體會眾如此回應。那位拯救、呼召、保護

和引領眾信徒的主始終是畢業典禮的中心，也是歐華神

學院和歐洲眾教會所有事工的唯一焦點。

主後2016年1月28日，傍晚8點，巴塞隆納如往日一樣

漸歸沉寂。歐華神學院的第五屆畢業典禮，也在那些記

載感恩的淚水、久別重逢的喜悅和依依不捨的離別合照

快門聲中落下帷幕。然而，那不是結束，乃是在新的禾場

見證神的開始。畢竟，畢業典禮（Commencement）在英文

中不就正有「開始」之意嗎？從那一刻起，畢業的九位神

學生在接受了一段以神為中心的神學訓練，經歷了以神為

中心的畢業典禮之後，踏入了人生中新的篇章。他們和從

世界各地趕過來的董事、牧長、

弟兄姐妹一起開啟了新的征

程，同心事主。懇請各位弟兄

姐妹在禱告中記念！

天立地地回應神的呼召「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8）

神的國需要的是有品德、能忠心的人，在這個時刻，願

意把自已的興趣、專長、事業和目標都放下，因著主的大

愛，雖然知道全職事奉的不容易，仍然勇敢地回應，義無

反顧地降服在主的呼召底下，甘心樂意地回報主的恩和主

的愛，無怨無悔地走向這條雖艱難卻榮耀無比的事奉道

路。

親愛的弟兄姊妹，神的感動早就一次又一次地臨到了

你，但是你回應了嗎？「你在哪裡」？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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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科 于文漫
歐華三年的時間承載了滿滿的恩典，難以數算。感謝天父

藉著學校的幫助與支持、老師們的言傳身教、實習教會的信

任和鼓勵、同學們的關心，帶領我經歷「主必興旺，我必衰

微」的陶造，何等的福氣，深深地感恩！

教牧學士科 丁利昌
漫步在金色的沙灘，遙望地中海彼岸的聖地，心中再次

浮現各各他的十字架。是的！因著主的愛我蒙救贖，因

著主的呼召我接受裝備。歐華學習時段已成為生命中一

塊美麗的色彩。皆因一切都來自為我們釘十架的主。「感

恩！」

道學碩士科 陳瑋珊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thee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thee more clearly, 
to love thee more dearly, 
to follow thee more nearly, 
day by day." 
- Richard of Chichester 

道學碩士科  戴 益
是上帝的揀選和呼召，我們來到歐華受裝備；

是上帝的帶領和保守，我們完成了歐華學業；

是上帝的憐憫與救贖，罪人變為君尊的祭司；

是上帝的恩典與慈愛，我們事奉在主的工場。

配偶事工證書科 張媛媛
半年的歐華校園時光轉瞬即逝，彷彿還未開始，就告一段

落，實在不捨、眷戀。感謝主的陶造，讓我清楚了自己的蒙

召；感謝老師們的栽培，使我生命有了更新和改變。為人之

妻的我更有信心與丈夫配搭事奉，今後若有機會一定回來

繼續造就。

教牧學士科 黃震強
我願靠主立志，畢生為傳道之士，不論貧富安危、窮通順逆，永遠矢志

而靡他。自茲以往，任何地位由主差派，我願意就；任何事工有主使命，

我願意作；任何艱苦係主美意，我願忍受；任何福樂非主允許，我願捨

棄。無論生死，如能成全我藉服事人而服事主的志願，我心足矣！

教牧學士科 丁進賢
感謝神把我呼召！

感謝神使我脫離世俗！

感謝神為我預備良師益友！

感謝神讓我完成神學院的學業！

感謝神帶領我進入教會服事的工場！

求主賜我：謙卑好學、盡忠職守、恕人之過、愛人之心、

傳揚福音、效法基督、榮神益人的生命！

教牧學士科 陳奇
曾經是逍遙的井底蛙族，自負將天空盡收眼底。直至進

到神學院，安逸封閉的「蛙居」開始坍塌，才逐漸看到不

一樣的天地。三年的讀書生涯，有過灰心，想著打包回

「井下王國」！有過激動，渴望跟著大雁飛向藍天。無論

走向何方，堅信神必一路陪伴。

配偶事工證書科 楊彩平 

感謝神的預備與帶領，使我有機會進入歐華學習，

這是神給我最大的祝福！

求神賜給我智慧和能力，為主發光，為主作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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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學碩士／林曉湉
最高學歷：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商業研究學士

所屬教會：荷蘭華人基督教會    

服事：帶領團契、查經班、主日領會

  道學碩士／胡曉明
最高學歷：中國浙江師範大學工學學士

所屬教會：中國浙江省青田鶴城教會   

服事：詩班成員

教牧學士／江  平
最高學歷：德國馬格德堡大學企業經濟學學士肄業

所屬教會：德國馬格德堡華人基督團契    

服事：前團契負責人、總務與聯絡同工

76

新
生
介
紹

青
年
領
袖
營
廣
告

我現在回想自己蒙召的經歷，從聽到呼召、到抗拒、

再到順服，整個過程似有一條線在牽引著。雖然

從2007年受洗的那一天開始，全職服事的念頭就已經出現

在我心中，但當時我的第一反應卻是反感。隨著生活經歷

越來越多，對神話語的領受也越來越深，我越發認識到福

音以及神的話語是人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即使我可以從

學習和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但這樣的成就感卻不能讓我肯

定自己所做所活的價值。

2010年臨近畢業的時候，我父母的關係陷入困境，

神用很清楚的聲音告訴我：放棄所有一切，回到媽媽的

身邊去照顧她。在回國的兩年半的時間裡，我不斷經

歷神的大能，同時全職服事的呼召也在我心裡越發顯

明。2013年，神奇妙地讓我的父母決定復婚。這是我萬

萬沒有想到的。神似乎知道我心裡最大的牽掛。從那一

刻開始，我確定了全職服事將是我未來的方向，只是仍

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時候。

我試著和我媽媽分享這個感動，她開始時比較反

對。由於當時父母準備復合，有許多事情等待著我們處

理，我也就把這事暫且放在心裡。與此同時，神在我父母

復合的事情上不斷施行神跡，我和我媽媽都順利來到荷

蘭。我在心裡向神禱告，如果父母的關係穩定了，我願意

■■道學碩士科新生／林曉湉■弟兄

蒙
召
見
證當愛■■■過於一切

放下一切，開始全職服事。不過事情並沒有完全按照我的

劇本發展，我媽媽第二次來荷蘭期間，和我爸爸的相處十

分糟糕。我對神開始抱怨，不明白神為何不聽我的禱告。

有一天，我讀到馬太福音十37「愛父母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這節經文。這節經文讓我突然意識

到，原來我一直都是把神排在第二位，父母的關係在我

心裡要超過神的重要性。我之前做的所有重大決定，無

一例外是為了父母，我一直把他們的關係牢牢抓在我的

手上。這是我的問題。藉著一次散步的機會，我告訴我媽

媽說，我想為心中真正的想法而活，我希望可以去讀神

學。她沒有一點猶豫就同意了，而且說會全力支持。我媽

如此乾脆，讓我有些意外。第二天我也和我爸分享了我

的想法，他也很爽快地答應了。神的工作真是出人意外。

當我踏出那一步的時候，我父母的關係也突然間變好，

讓我實在意外。我心裡充滿平安和喜樂。

對於未來服事方向，神給我的感動是幫助年輕一代

的華人，尤其是經歷了家庭創傷和有抑鬱症傾向的青年

學生和職場人員。神幫助我走出破碎家庭的陰影，修復

父母的關係，從嚴重的抑鬱症中一步步靠著神恢復自

由，相信這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報考歐華神學院是

這一切的開始，預備自己，成為神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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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事項
1.學院第五屆畢業典禮已於2016年1月28日（四）順利舉

行，本屆共有九位畢業生，在各國的佳賓祝福下，都將

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詳見內頁。

2. 2015第二學期（二月開始）入學的新生有三位，請參內

頁的新生介紹。

3.本院義務同工欒誠樸弟兄，自2014年底來歐華協助行

政事工。這一年多來他認真謙卑地服事眾人，也與師生

相處親如家人。感謝神的差派和他的無私奉獻。如今

他已回到台灣，求神引領他今後的工作和生活，繼續

榮神益人。

4.2月12日～3月9日，歐華師生共12人至台灣參訪18間教會

及機構，請為後續的果效代禱，盼望我們能將所學習所

得著的都帶回到所事奉的工場上，成為多人的祝福，也

感謝接待我們的眾教會，願神繼續復興祂的工作。

5.2015-16第二學期密集課程

新學期上課時間將從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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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道法 李   健長老
2月29日至
3月10日 2月15日

2 約伯記 吳獻章博士
4月04日至
4月08日 3月21日

3 神學三 黃雅憫博士
4月18日至
4月29日 4月04日

4 教牧輔導 魏伶如博士
5月02日至
5月13日 4月18日

5 羅馬書 葉雅蓮博士
5月30日至
6月10日 5月16日

6 大小先知書 胡維華博士
6月29日至
7月06日 6月15日

註:《大小先知書》的開課日期臨近暑假，學院宿舍房

間有限，請所有選修／旁聽生自行處理住宿問題。

•   具體上課時間及報名表，請參閱歐華網頁（w w w.
icbs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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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前二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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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了鼓勵進修，本院提供歐華校友每學期免費旁聽一

門課程，並且自即日起開放教會弟兄姊妹可選修或旁

聽聖經單卷課程，有意報名者請洽教務處。

7.第四屆全歐青年領袖營將於2016年3月28-31日在義大

利羅馬舉行，主題為：改變！主要講員為華神的李建儒

博士，並由歐華老師王貴恆博士、葉雅蓮博士、鄭愛和

博士，以及校友匈牙利華人基督教會邢凱牧師擔任各

個工作坊講員，內容精彩扎實。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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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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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1日∣2016年1月31日
經 常 費

歐元帳戶€ 臺幣帳戶TWD
上 期 餘 絀 －28856.46€ NTD 2,384,241
本 期 收 入    79334.97€ NTD 1,323,439
本 期 支 出    39816.7€ NTD    789,428
本 期 餘 絀 79334.97€ NTD 2,918,252
經常費總餘絀（歐元+臺幣） 159,878.73€

建 校 基 金                                          267,837.49€

          匯率：1台幣 = 0.0276歐元

請詳見內頁廣告。

8.為了因應日漸增加的學生及教職同工，學院正積極地

尋找更大的校地，求神賜下合適的地點，並親自供應

建校所需一切的經費。

9.學院近期延伸課程開課情形如下：

A.《讀經法入門》（李健長老）－2016年4月20－27日
於倫敦中華基督教會。

B.《婚姻與家庭》（魏伶如老師）－2016年5月20-23日
於西華總會Valencia堂。

C.《婚姻與家庭》（魏伶如老師）－2016年5月25-30日
於荷蘭華人基督教會。

D.《馬可福音單卷研經》（葉雅蓮老師）－2016年6月
24-27日於西華總會Alicante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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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同工許瀠仄姊妹與胡博弟兄於2015年12月底在

中國大連喜結連理，祈求恩主賜福他們的婚姻。

奉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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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LVIS  I  PENSIONS DE BARCELONA
SWIFT： CAIXESBBXXX

臺灣地區：（銀行匯款及郵政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吳勇長老生命價值傳承協會
上海商業銀行儲蓄部分行：03102000673600
郵政劃撥帳號：5034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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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