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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學習，古有明訓：“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聖經希伯來書六1也說

道：“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

的地步……”學習，並非單從書本知識上，還包括了思想、技

能的開發以及經驗的累積，以致于能適應環境的改變，甚至

是開創出更好的環境。無論是在生活、工作、服事各個層面

都是同樣的道理。

綜觀而言，學習帶來愉悅，導致成熟通達、臻至完

全！學習的好處真是終生受用不盡。然而似乎基督徒並不

那么熱衷地湧向學習的行列。在筆者牧會及先后于兩間

神學院擔任延伸部主任期間，更常聽到教會同工給的回

■■黃惠真老師／實習及外展主任

應是“太忙，沒時間”、“事工太多已令我焦頭爛額”、“

我程度低，讓別人去學吧”、“來不及學了，給我現成的東

西用就好”……弔詭的是，會造成上述種種現況的原因，

不正是因為缺乏學習嗎？

筆者有位家人在保險業任職，雖是沙場老將，仍然每

天都要進公司上早課，學習保險知識和銷售技巧，他們

有句格言：“不要為失敗找藉口，要為成功找方法！”這

種積極的心態亦值得基督徒們看齊。試想：自己距離前次

上課學習已有多久時日？最后一次打開一本好書來閱讀

是在何時？因為忙而無法參加學習的當下，請問又花了多

少時間在看電視或上網呢？這樣問並非想要責備，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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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提醒自己以及讀者，好好盤算一下，究竟是“學習”

要付的代價大，還是“不學習”所付的代價大。

歐華鼓勵學習，可說是不計成本代價地在推動，全修

生學費比亞洲的神學院還要低，並且設立了獎助學金；每

學期提供校友可免費旁聽一門課程；延伸課程直接將老

師差派到教會授課，無論多遠都不成問題，甚至對部份

經濟有困難的教會，還採取學費優惠的做法，重點是能

讓更多有心學習的弟兄姊妹得到裝備；課程師資更是極

盡所能地廣邀世界各地名師，務求將最好的學習資源集

結在本院，為歐洲華人教會造就出最優秀的傳道同工。

筆者參與在其中，看到董事會、歷任院長、專任教師群的

努力，深感到歐華神學院的的確確是神所要用來祝福歐

陸大地的神僕搖籃。

如果您已經清楚領受神的呼召，願意一生全時間專

職事奉主，請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現在就可以報考歐

華；如果您是教會同工，需要在聖經、神學上打下扎實的

根基，並且在服事技能上更加精進，可以來歐華選修所

需要的課程；如果您想為弟兄姊妹安排真理的造就課

程，並幫助他們在服事上得更新，請與歐華的外展部門聯

絡，我們會為您的教會安排延伸課程，派最合適的老師

到貴堂會授課。走筆至此，想到《喜筵的比喻》中，王對

那被召的人說：“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

宰了，各樣都齊備，請你們來赴席。”歐華的存在是一個

神蹟，是神對歐洲的祝福，是神要使用來幫助人成長的

器皿，甚願我們能把握學習的機會，為神、為教會、為自

己而努力，同來享受神學院中豐富的屬靈學習資源。

王對那被召的人說：

“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

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

請你們來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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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6年2月12日－3月8日，本院師生及應屆畢

業生共12人至臺灣參訪教會。本文作者陳瑋珊傳道系本院

第五屆道學碩士科畢業生，亦為鄭路加老師的配偶。于今年

4月起擔任本院教務處助理一職。）

身為歐華本屆的畢業生，我們是相當蒙恩的一群。因

着學校的精心安排，我們可以用28天拜訪臺灣北、中、南

16個教會與2間神學院。對于我們這群即將進入事奉工場

的神學生來說，此行的所見所聞是一個打開眼界、擴大

胸懷的經歷。因為神國度的緣故，每個教會都毫無保留

地傾囊相授；各教會的主任牧師、各部門負責同工們更

是親自接待，細述他們建立教會背后的教會觀、分享牧養

的甘苦談，這些寶貴的經驗都不是單單透過參與聚會、

或是參觀一個教會的硬件設施所能得到的。在整個參訪

過程中，我們看見了原本學校期待讓我們看見的、也得到

了許多原本所未預期的。這樣的一段旅行，對于我，更是

一個整理過去思緒、邁向嶄新開始的里程碑──因為經

過三年的神學訓練后，如今的我們在參觀每一個教會時，

已經不僅僅是在取經，更是借由這個機會來檢視過去三

年之所學；而從歐華畢業之后的新身份，讓我們更是帶着

一份使命感，盼望借着別人的經驗與看見，能夠聆聽神

所放在我們自己身上的心意。

領袖
這一趟參訪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各教會的領

袖。還記得在學校的教牧課程當中，李健長老曾經說

過：“牧者是教會的天花板”，意即牧者的眼界決定了一

個教會的高度，這句話在臺灣這些出色的教會當中得到

清楚印證。在幾個蓬勃發展中的教會，其牧者給人的共

同印象，是他們各自有其教會明確的異象，借着強烈的

感染力、伴隨着他們的熱情與口才，異象經由論述得到接

納、再逐漸被轉化為會友都能清楚看見的可行目標、然

后進一步在教會中被傳遞與執行。姑且不論我們這些外

人對于牧者所領受的異象是否認同，異象的確成功凝聚

了會友──使一群人具有共同的看見，然后形成教會的動

力。這是在歐洲教會少見的，值得我們思考，自己是一個

什么樣的領袖?領受了何等的異象? 在這里應當如何傳遞?

領袖 文
“有什么樣的牧者就有什么樣的會友”，這是宋先惠

老師的提醒。我們在參訪中看見了不同的目標帶出教會

的核心價值：有的強調紮根于聖經經文本身、有的強調社

會的行動力、有的強調佈道作為一切行動的最終目的。

不論領導風格如何迥異，最終牧者領袖的所見與所是，

都被化為所謂教會的核心目標，帶出了一個個辨識性極

高的群體。或許有人會質疑該教會的文化是否正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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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參訪的教會當中有若干牧者不斷對教會文化提出批

判，因為文化源自于罪人對真理的解釋與實踐，是與真理

有落差的理想。誠如在這些教會中參訪所見，我們發現

沒有所謂不變或正確的教會文化，只有不變或正確的真

理。然而教會文化在塑造中被定型之后可能會淩駕、甚

至取代真理，這需要具有洞察力去辨省。教會文化與領袖

自己本身，都需要經常回歸教會的本質去進行校正。

在這些臺灣教會的幾次主日聚會、教會例行禱告會、

小組聚會中，一個共同的特色，也是在歐洲明顯缺乏且

值得學習的，就是教會對于社會問題的回應。臺灣教會

對于社會問題關注的面向很寬廣。適逢南臺灣地震，許多

教會直接進入災區援助、有些牧者借此話題提醒會眾不

僅為災區、甚至應該為其他地區警醒禱告守望。多元成

家法案尚未定案，好些教會勇敢面對社會的壓力並積極

應對，用各種方式對該議題進行長時間的關心與行動。

甚至面對國家被邊緣化這樣的隱憂，當社會中彌漫着空

轉、消耗，以致于人民感到壓抑、需要療愈的氣氛，也有

牧者在講臺上鼓勵會眾不要咒罵政府反要祝福、更應該

要剛強壯膽去面對。反觀在歐洲的情形，或許因為新移

民對當地語言的掌握欠佳、或者出于本身意識的缺乏、再

加上與當地機構連結的欠缺，我承認自己對于所處地區

發生的議題知之有限且漠視、甚至無知，甚少聽見身邊

牧者對社會議題產生回應，更遑論是培養會眾對社會的

責任感、進而期待教會產生行動。這或許也是華人社會

普遍存在的有問題的國際觀──我們所關心的太局限于

自己的生活圈，以至于對社會沒有影響力。積極教育第二

代，培養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借用他們在語言上的優

勢與當地機構共同合作，或許可能成為改變的第一步。

這是一趟很特別的旅行。在密集的28天行程中，透過

我們接觸到、接待我們的教會負責人與弟兄姐妹們的生

命見證，仿佛是一個極精彩的臺灣教會縮影。他們有多元

化的敬拜模式，有不同的神學教育理念，有彼此迥異的

教會觀。也因此，我們看到了各具特色的教會運作。這些

不同對我們來說是極大的幫助。它們幫助我看到了自己

一直忽略掉的死角，刺激我對曾經先入為主的想法重新

反思。當然，所有的這些讓我感到神的國度的廣大，和賞

賜百般恩典的主是何等地奇妙，因為這些看起來不同的

教會群體都在事奉同一位主。

我們此行不單單是為了前往臺灣教會觀摩，在幾次分

享當中許多弟兄姐妹也借着我們得知歐洲華人教會的需

要與困境，看見我們的努力也激勵了他們。究竟在歐洲的

我們前路當怎么行走，原本心中的困惑也借着神自己的

話語得到安慰。我們走在一個真實的教會歷史當中，人

的作為或許改變、文化或許改變、教會或許興旺衰弱，唯

有那真理的主是不變的真理。至此好像心里放下一塊石

頭。前路仍未清楚，但願在全地做奇事的主親自引領我

們在歐洲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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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着建立信徒生命、鼓勵全職事奉的盼望，第四屆全

歐青年領袖營在三月的最后一天完滿落幕。來自

歐洲12個國家的100余位青年基督徒在古城羅馬郊外的修

道院中彼此分享、團契、鼓勵，並領受神要祂僕人所傳講的

信息。營會中，共有12人回應神的呼召，來到台前，決志全

職來事奉耶穌基督。

大會主題講員李建儒博士從“人受造的天命乃是代表

神、像神、愛神”切入，讓在座的基督徒重新思考自己真

正的屬性（身份），即那個誰也不能奪走、否定、改變的真

身份，在這個基礎上回答“人活着靠什么、你的生命屬于

誰、這天地誰主沉浮”。在隨后的信息中，李博士以彼得

三次不認主的經文來詳解個人深沉的改變必經被考驗、

被揭露、被醫治。又從《耶利米書》第一章，揭示神的僕人

乃是“不再是自己的人、不能說自己的話、本身成為神的

信息”。最后一堂的信息，他特別提醒，我們要“昂揚面

對復興的逆流”。不要懼怕時代的悖逆、傳統的沉疴，因

為神國度前進的腳步並不停息。

除了五堂主題信息分享，學院的三位專任老師和一位

校友也開設了工作坊。很多人不確定自己是否真有全職事

奉的呼召還是一時的感動，王貴恒院長在分享中建議要

從主觀和客觀兩個維度來確定。葉雅蓮老師以專業釋經

方式帶領大家扎扎實實查考了兩段聖經。鄭路加老師則

從自己的專長──教會歷史的角度，以唐朝景教興衰為

例，提醒大家分辨信仰生活和宗教活動的區別。邢凱牧

師則用自己蒙召及全職事奉的經歷，告訴大家事奉離不

開神學的裝備。

“改變”，是本屆青年領袖營的主題，這兩個字很巧

妙地同時概括了這個時代基督徒的處境和責任。在歐洲

這個不斷被世俗化的大陸上，基督徒處境尷尬，對很多

人來說掙扎着不被同化已是艱難，更何談擔起責任去對

抗潮流、逆向而行。我們不得不來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究

竟“改變”是口號，還是見證？“改變”必須是基督徒的見

證。因個人生命的改變，帶來群體和教會的改變，繼而實

現世界的改變。“改變”之路或許崎嶇坎坷，但無所不能

的神會幫為真理而活的人開路，這正是領袖營要帶給大

家的信息。

生
■■陳倩倩／行政同工



從來都是先有探尋，才有結論。

所以我們每次都只好根據“精確”這個

標準來判斷。哪裡點多，我們就認為真理

在哪裡。而這就是我們平日裡經常所行之

事。

我們總會覺得大多數人支持的是對的。因此我們支

持民主，崇拜大數據，喜歡把那些孤立的點當成誤差剔

除掉。當然這是我們自己的無奈之舉，因為畢

竟我們不知道，靶心究竟在哪裡。然而作為

基督徒，至少在我們屬靈的路上，情況卻並

非如此。

領袖營之后，我會回到那個沒有很多屬靈伙伴的環

境中。人群聚集處沒有真理，是這個時代的悲哀。我，或

者說我們註定是那人群外孤立的一點，我們會受排擠，

受嘲笑，被視為異類。我們是否做好了準備，為了更靠近

那靶心去承受這一切？

我們又是否有勇氣，在不被同化的同時，反過來去影

響人群改變人群，將他們帶向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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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馬太福

音五6）

三天的領袖營很快結束，看着受呼召站出來的弟兄姐

妹，看着臺上台下流淚的大家，感動之外，我也不禁憂慮：

當我們回到外邊那墮落的世界，這感動會隨着我們的離

開消失嗎？正如此次領袖營的主題，我們會帶着神真理的

力量“為主改變世界”，還是向世界妥協、被世界改變？

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對事物準確的描述。大學里學

習測量學的時候，老師曾給我們講過“準確

（accuracy）”的定義。假如我們把真理看成

靶心中的那一點，那么“準確”就代表我們每

一次對真理的尋求有多么接近靶心。

還有另一個次一等的標準，叫做“精確（precision）”。

精確（precision）。並不在意我們的尋求接不接近靶心，

只要我們每次尋求的結果差不多就好了。

當然我們可以看出“準確”比“精確”要

好，畢竟只有“準確”是對真理真實的度量。

可有時候現實沒那么簡單。因為我們事先並不

知道真理在哪，就像我們事先並不知道靶子在哪。畢竟

今年復活節期間，我參加了國際歐華神學院舉辦的全歐

青年領袖營。在其中我得到了許多重要的屬靈知識，

其中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李建儒博士與王貴恒院長的信息。

王院長分享的經文是約書亞記一1-9。神對約書亞的

話語里三次提到了“剛強壯膽”。神是奇妙的神，祂揀選

了約書亞接續摩西來帶領以色列人，同時祂也知道約書

亞的懼怕，所以祂三次強調了“剛強壯膽”！我們要相信

神，因為神的呼召一定伴隨着祂的同在，因此就不必害

怕！人生的道路上，被神塑造的過程是痛苦的，但神會賜

下祂豐富的恩典，成就祂在我們身上要成就的使命！

另外李建儒博士告訴我們：“人所受造的天命乃是要

代表神、像神、愛神。”

有三個要點：

■■陳心怡／意大利華人教會羅馬西區教會姐妹

“準確”是真理的真實度量

剛強壯膽為神國努力
• being ，人之所是，指成為上帝的愛人。

• doing，人之所為，指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否與信仰相稱。

• becoming，指成為上帝要讓你成為的人，讓心意被神更

新改變。

這讓我看見，基督兒女的使命原來是讓自己本身成為

神的信息，並傳遞出去，如此才能在這個時代作鹽作光！

教會是神國度的計劃，在歐洲的教會需要合一，因為

所有教會都要為同一個國度而努力。作為一名真正的使

徒乃是要讓教會不斷地復興，而教會的領袖更應該明白

神揀選的旨意！神的大能值得我們所有人稱頌，地上的

教會或有衰敗，但神的國度會繼續往前！

領袖營之后，我們看見神國度的高度。接下來，我們

是否該反思在歐洲的你我能為神的國度做些什么？

■■庫歐／荷蘭華人基督教會代爾夫特堂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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