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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雅蓮■博士／教務主任

終于進入了來巴塞羅那的第二個暑假，想到去年

的酷暑，不禁為今年的氣溫感恩。巴塞畢竟是

個名不虛傳的避暑勝地，白天陽光明媚，大多徘徊在攝

氏31或32度左右。每天早晚海風徐來，涼爽宜人，可以

使人忘卻一天的疲勞。前些日子，當學期最后一門的屬

靈宴席——大小先知書——結束之后，我和夫君享受了

第一次共坐在地中海邊的納涼。放眼望去，只見海天一

色，這才赫然驚覺到何謂海中有天、天中有海的天地景

色。這時的遠方，正淌洋着幾點帆船，寧靜地漂浮在波

濤之中。它們那微微的浮動，似乎和我們心弦的跳動之

間，剛好有着一個無聲無息的共鳴：我們都正悠閒地沉

浸在這令人心曠神怡的神造美景之中。噢，歐華，我們

為妳感恩！妳可能是這世間最特別的神學院，因為妳的

所在，真的是個可以讓人忘卻塵囂，反可欣賞神的創造

的居所。

暑假中的另一個歡喜

和感恩的事情，就是我們

的實習處和外展部主任黃

惠真老師，已經平安地產

下一子，取名以利亞。黃

老師除了親自哺乳，他們

夫婦也已經出門購物及親自料理家務，不愧是

小以利亞的雙親，有神的恩典與能力滿滿地與他們同

在。

此外，今年九月，歐華將有多位新血的加入。其

中有的來自西班牙本土，有的來自德國、法國、荷蘭、

北歐，更有來自遠方的中國大陸，及歐華的一位行政同

工。令我們感恩的是，甚至另外有數位事奉多年的教會

領袖和教牧的報名進修。這些成員的入學，都是出自他

們對神呼召的認真回應，也是對歐華神學院的肯定。他

有■■■■同在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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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初生到健壯

們的到來，不僅給我們的神學教育帶來正面的鼓勵，也

給歐洲教會的建造帶來新的力量和盼望。我們期盼在歐

洲，神能夠繼續不斷地興起更多的教會，能更多地看見

神國工人接受正規神學訓練的重要，使得更多有心事奉

的信徒，得到教會的支持，以致能夠專心地接受全備的

聖經和教牧的裝備，使歐洲的教會不但有足夠牧養羊群

的工人，而且這些工人也都是忠心、良善、又有見識的

神國僕人。

秋季的課程，除了有研究舊約必須要學的《希伯來

文》、《申命記》之外，還有如何建造教會青年的《青

少年事工》的推出。另外，《實用讀經法》、《開拓與

植堂》、新約的《使徒行傳》等課程，也歡迎各教會的

力的體現則是將權力鬥爭變成屬靈生命的成長。當時，

我的平信徒領袖中有人跑過來跟我講：牧師，你年紀不

小了，你可以準備退休讓我們來接班。諸位，你們知道

那時候我幾歲嗎？我42歲。才42歲，他們就希望我退

休，換他們來接班。那時上帝就告訴我，如果你不長

大，別人就一定瞧不起你。台灣總統馬英九剛上台時，

有70%的支持率，在他如日中天時，台灣沒有人敢罵

他。到后來，他的支持率下降到只剩下9%了，全台灣最

流行的一件事就是罵馬英九。因為他變小了，所有人都

敢罵他。人只有長大，才能贏得別人的尊敬。領袖們不

需要把別人幹掉，而是去贏得那些人對你的尊敬。

學習並練習做牧者
牧人的成長有很多方面，包含了牧養、講道、聖

靈恩膏和領導力。牧人要成長。我幾十年來的經驗告訴

我，沒有人天生會做牧人，牧人是學習出來的。

我們要記得約翰福音第10章里說，我是好牧人，

我認得我的羊，我的羊也認得我的聲音。因此，學習就

是你要去認識每一個人。牧人要養成一個習慣，讓認識

人變成你的快樂。認識人不單單是知道他的名字，還包

括知道他的背景，他的故事，知道他怎么信的耶穌，現

在是什么狀況。每個人看合照的時候，他第一個看的肯

定是自己。為什么？因為他最在乎他自己，他在乎他自

編按：本文為張茂松牧師于2016年6月22日在本院

教牧講座的分享摘要。

領袖的成長帶來教會的成長
教會的每次成長都與我個人的突破有關，換句話說

每次我個人的改變和個人的成長后的突破都能帶來教會

的成長。因此，若你的教會不能突破，不妨先省察這是

否是由于自己成長缺失，而不是先去怪別人或環境。弟

兄姊妹不愛主、教會分裂、帶走會眾，這些問題我通通

都遇到過，也通通都面對過。所有的挫折都使我感恩，

因為這些挫折逼着我成長——我要學習怎么做牧人，同

時也要學習怎么做領袖。

在整個教會成長的過程中，我面對過很多次的分

裂。有一次發生在我們的教會從中型邁向大型的時候。

一個300到500人的中型教會和一個1000人的大型教會，

在治理上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當時的困境是，我沒有治

理過大型教會的經驗，也沒有人告訴我該如何治理。當

時我的同工都是與我一起成長的，和我都是同一個年齡

層的。如何在這群同工當中做一個讓大家信服的領袖就

是我當時最大的挑戰。我們華人常常不懂得該如何去做

領袖，當領袖的權威受到挑戰的時候，我們往往採取強

烈鬥爭的方法把那些挑戰者剷除。不管你把這種做法包

裝得多美麗，實質上它都叫做權力鬥爭，而真正的領導

牧長鼓勵信徒、同工踴躍報名選課，好增進他們對神話

語的認識、宣講和應用，進而裝備他們如何帶領、牧養

他們的小組、團契，甚至建立他們的教會。

噢，歐華，有妳真好！為妳的設立奇妙感恩，也

為能參與在妳的事奉中感恩！為所有來到歐華事奉的同

工、老師感恩，也為所有歐華的學生感恩！這些都不是

偶然，因為有神的手在這些事上的掌權、帶領、供應，

祂真是奇妙和獨行大事的神。我們要在凡事上仰望祂、

跟隨祂、信靠祂，因為祂從不誤事。在有需要和渴慕主

的地方，祂必賜下生命的話語和屬天的恩典，使祂的百

姓在這黑暗的世代中，仍舊願意靠主，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如何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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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那么你也要在乎他。你知道他的名字，你叫得出他

的名字。

還要陪伴、保護、接納，特別是當他有需要的時

候。有一次我半夜接到一個姊妹的電

話，她女兒出了車禍，醫生說不

需要搶救了，因為鼻子耳朵都

已經流血了，很可能死在手

術台上。我說，死在手術

台上也是死，不開刀也是

死，不如賭一下，趕緊開

刀。然后，我就騎着我的

摩托車到醫院陪她，從晚

上10點到早上5點，醫生從

手術室里出來對這個姊妹說：

你的女兒活了，但很可能是個植

物人。那個姊妹一聽，腿就軟了。我就

架着這個姊妹，帶她離開，陪着她禱告。后來這個女孩

子不但醒過來，還長大生子，如今連這個女孩子的孩子

都快30歲了。這就是陪伴。

除了陪伴，你還要接納。教會不是每個人都可愛，

但是，你要記住，所有人都是上帝所愛的。有一次我在

主日講道，一個姊妹就坐在我前面，我講一句她頂一

句，整整50分鐘的講道就像是在唱雙簧，幾乎無法聚會

了。第一個禮拜如此，第二個禮拜如此，第三個禮拜還

如此。有人跑去跟她說，姐妹啊，牧師講道請你不要說

話。她站起來就指着那個人罵道，你是張牧師的走狗！

后來有兩個禮拜她沒來，她打電話跟我說，不來不是因

為生病，而是故意不來，讓我舒服一下。教會里就是很

多這樣的人。但告訴你一件事，這就是生命的功課。練

習去接納，這是生命的功課。

你要看重最小的。教會里頭很卑賤的，躲在角落

的，不敢跟你講話的，你要主動去靠近他。因為耶穌

說，做在最小的弟兄上面，就是做在我上面。所以在我

們教會里頭，凡是坐輪椅來的，我在主日聚會時，一定

主動去找他。我要主動理他，才有別人會理他。他來到

教會，才不會覺得很卑微、抬不起頭。如果我歡迎他，

那么沒有任何人會說不歡迎他。所以，要練習做牧者。

常常吃飯，常常生活，一定要常常一起。要帶着他們一

起，要陪他們，這就是牧人。

聖靈的奇妙工作
講道需要聖靈，有了聖靈的恩典，講道就會不一

樣。聖靈來了，你就會被改變。你里頭的熱情就會不一

樣。聖靈是一把火，你里頭有火了，你的信心和心胸就

會不一樣，你的自我形像也會不一樣。自我形象，self-

image，就是你看自己是誰。傳道人的自我形象，要被

上帝徹底翻轉，才有辦法牧會。若不翻轉，你就會懼

怕，你會怕羊群離開你，你怕會得罪任何一個人，你怕

他們不喜歡你，你怕他們拒絕你。這樣的害怕，怎會有

良好的自我形象。

人要有異象，夢要大，不要小。夢越大，你實現得

就越多。傳道人特別要有天國的夢，屬天國的夢，大一

點的夢。如果你在服事歐洲的教會，那就不要把自己限

制在華人事工上。你是否想到，上帝要你來是要祝福歐

洲？你只是來歐洲賺點錢嘛？這樣想是不對的。在歐洲

的傳道人不要再想着回去了，在這里買一個墳，埋在這

里。戴德生就把自己埋在中國，所以他能影響中國。我

會告訴我們教會的宣教士，在當地教會宣教不要回來，

埋在當地。你最好嫁給當地人，娶當地人。我們若想改

變，就要存一個心——我可以死在這片土地上。

我被聖靈改變后，我的願景被改變。我會知道我的

願景、思維跟其他傳道人不一樣。這樣對會眾的影響力

也不一樣，會讓信仰的神學變成他們的生命。我們傳道

人常常用神學在教導會眾，會眾需要神學嗎？當然要。

但神學不會改變他，聖靈才會改變他。神學不會讓一個

人被感動，但聖靈會。你講三位一體、救贖論、末世

論、教會論，坦白說那是冷冰冰的東西。但聖靈的工作

讓冷冰冰的東西變成了熱情的信仰。聖靈讓會眾變得熱

情、柔和、單純。這樣的會眾，他們會很有回應，他們

回應的時候，會將屋頂都掀掉。聖靈在那里，聚會就活

了。聖靈來了后，教會就會開始有神蹟，我們的服事就

變得容易。牧師的角色很重要，你要引導他們到那條健

康快樂成長的道路上。

二月入學

林曉湉
道學碩士科全修 
阿姆斯特丹大學商業研究系碩士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鹿特丹堂校園與福音事工

胡曉明 

道學碩士科全修 
浙江師範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學士	

麗水市基督教培訓中心參加培訓	

陳奇	

聖經碩士科選修	

國際歐華神學院教牧學士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Murcia堂傳道

江平	

教牧學士科全修 
德國馬格德堡大學企業經濟學系肄業	

德國馬格德堡華人基督團契總務、聯絡與統籌

錢穎穎	

教牧學士科全修	

歐洲信心聖經神學院聖經學士	

法國基督教巴黎華人復興教會傳道

九月入學

葉敬智■
道學碩士科全修	

溫州大學機械工程系學士	

溫州南門希望教會橄欖山牧區協助區牧長作傳道、策畫與輔導事工

呂東	

道學碩士科全修（保留學籍） 
巴黎博比尼音樂學院舞蹈系碩士	

巴黎基督教新焦點教會兒童主日學教師

楊旭	

道學碩士科全修	

北京聯合大學專科	

西班牙基督教希望泉華人宣道會月報製作、音響事工

葉夢思■
道學碩士科全修 
Universidad	de	Granada經濟管理碩士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Granada堂主日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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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受她的影響，從小我對神一直有顆很單純的心，相信天上有一位上帝存在。2001

年夏天，我受洗了。儘管受洗那天，不信主的奶奶和兩個阿姨圍坐在我周圍不准我去教會，但一向膽小的我

卻在禱告后衝出了她們的包圍趕到教會接受了洗禮。同年年底我飛往瑞士留學，第二年來到法國跟媽媽一起生活，開

始了有規律的聚會，也更進一步進入到教會的生活。在一次很普通的聚會中，當敬拜讚美神的時候，忽然腦海里出現

了從小到大的一幕一幕情景，我突然意識到，這位上帝祂跟我是有直接關係的，祂一直陪伴着我，祂不但是我媽媽的

神，祂也是我個人的神。那天的我就好像孩子找到了父親一樣，眼淚一直在流……

從此我更渴慕追求認識神，在一些特會中經歷神的醫治、被聖靈充滿說方言，多次受感流淚將自己奉獻給神。那

時候我的世界里好像只有神，除了神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愛慕，一心只渴慕這一生能服事神。

2005年，教會安排我教導兒童主日學。服事里，我唯一羨慕的就是講道。由于對聖經知之不多且膽量又小（獻

詩時都不敢往台下看），我一方面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上台講道，但另一方面心里的這個感動和渴慕卻一直都在。后

來，教會為主日學老師和敬拜團隊里年輕的弟兄姐妹安排了一次15分鐘短講。很稀奇的是聽到這個消息后，我心里就

知道自己要講什么內容了，而且題目也是神給的。到我講的那天，站在眾人面前，完全忘了害怕這回事，只知道自己

有很多話要講……從那以后，我被安排走上了講台的服事。

2008年的一次聚會中，神用提摩太前書四12-16向我發出呼召，也給了我服事的方向，這也證實了一直以來的感動

和渴慕是來自神。

2015年1月辭去了10年來一直從事的餐館工作，我在教會里開始全職事奉。5月，我來到歐華上密集課，課程結束

前，李健長老建議我去找院長談一談，我當時沒能領會長老的意思就回巴黎了。10月份來歐華上《講道法下》時，我

還以為這是我最后一次來歐華。但上課期間，李健長老和王貴恆院長多次鼓勵我趁年輕先裝備再事奉。對此我雖然心

存感激，但總覺得不太可能。我在教會的全職服事才剛剛開始，且經濟能力也不足，上帝怎么會突然在這個時候呼召

我去上學呢？回巴黎后，在一次靈修中，神用聖經的話讓我明白，去歐華學習是祂的旨意。

盼望神的旨意能成就在我身上，惟願我能照祂的心意活出提摩太前書四12-16所說的，祈盼能更好地學習追求長

進，得更好的裝備，這一生能在祂面前成為祂要我所成為的，去做祂要我所做的，將榮耀歸給祂！

我出生、成長于上海。來德國讀書之前，基督信仰對我而言十分陌生。申請去德國留學的過程有很多坎坷，但更
大的坎坷卻發生在來德后的第三天。由于課程設置的原因，我原本申請的語言班不能接收我入學。我瞬間落

到了一個無處可去的境地。十月深秋的德國下起了冰雹，那天我在街角躲雨時，望着遠處的大教堂，第一次開口向上帝祈求：“愛人的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請你也愛一愛我吧！”回宿舍后，一位只見過一次的姐妹竟然通過網絡聯繫到了我。她邀請我去他們的查經聚會，那個聚會上，和我有過同樣經歷的弟兄姊妹們讓我去馬格德堡周邊的一個小
城——科滕——去試試運氣。誰知在那里，我竟然被錄取了。那天，我真切的感受到了神的愛，祂聽了我的呼求！

第一次讀聖經，我就很喜歡。之后，讀經就成了我平日打發閒暇的一種方式，週五的聚會也成了我最期待的事。慢慢地，我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基督徒了，但總覺得缺了點什么。2009年德東營會上，神給我答案。在最后一次的呼召中，我徹底放下自己，來到施恩寶座前，跟隨祂。 2010年5月30日，我在萊比錫受洗了。
成為基督徒后，在很多事情上受到了試探，甚至走上了歧路。但神並沒有因我的不義而遠離我，反而用祂的慈繩

引導我、管教我，叫我悔改回到祂面前。因着神的愛，我更積極參加團契的服事，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和考察后，我被選為同工，開始負責團契的管理工作。在與神同工的日子里，我對團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萌生了要奉獻自己全職服事神的想法。但除了想法，我對全時間服事、對蒙召都一無所知。
神繼續用祂的恩典帶領我。女兒一歲時，我們全家回國探親。為了犒勞妻子在生育時所付出的辛勞，我精心安排了自己和妻子赴杭州度假三天。傍晚當我們在西湖邊散步時，神突然向我說話：“江平，若是從今以后你再也過不上這樣的生活，你還願意跟從我嗎？”我對神說：“主啊，我願意。”這事之后，我一方面開始認真等待神的帶領，一方面開始思考並不停在有信心和沒有信心之間徘徊。

從中國回到德國之后，一次主日，牧師帶來了國際歐華神學院的招生簡章，封面上幾個大字——誰肯為我去——使我突然明白，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確據。聽到神對我的呼召之后，我也將去何處裝備自己的事向主交託。有一天，
我坐在電車上，思考着自己的去向。我想到了自己在德國信主的經歷，在服事中看到牧者們的辛勞和奔波，想到了不
止一次和弟兄姊妹們討論着要是這片土地上能再多幾個牧者就好了。神把這樣的異象放在我的心中——在歐洲這片禾場做工，服事身邊的弟兄姊妹，歐華正是有這樣異象的神學院。

■■錢穎穎／教牧學士科新生

■■江平／教牧學士科新生

黃震強	

道學碩士科全修 
國際歐華神學院教牧學士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馬德里Usera堂實習傳道

符巨甘	

道學碩士科選修 
台灣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教牧碩士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巴塞羅那東區堂牧師

許瀠仄	

教牧碩士科選修 
巴塞羅那大學語言學系碩士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巴塞羅那東區堂青年團契同工

陳正波	

教牧學士科選修	

普世豐盛神學院教牧證書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長老

盧佩菁	

教牧學士科選修	

普世豐盛神學院神學學士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巴塞羅那南區堂主日學教導

張媛媛	

教牧證書科全修 
國際歐華神學院配偶事工證書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馬德里Usera堂實習

尚海鷗	

教會事工證書科全修	

溫州大學商學院學士	

溫州南門教會主日學老師與敬拜帶領

李少薇	

教會事工證書科全修	

臺灣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學士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鹿特丹堂團契查經帶領、

成人主日學老師、講臺翻譯

李生
教會事工證書科全修
遼寧平頂卜中學畢業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Mallorca堂講道同工

劉陽	

配偶事工證書科全修	

THH	Fridensau社會學系碩士

德國馬格德堡華人基督團契文書與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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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事項
1. 今年9月，歐華將迎來14位來自歐洲各地及中國大陸的

新生，加上2月份已經入學的5位新生，2016年總共招生

19人。為神興起祂的工人向神獻上感恩與頌贊。

2. 2016年10月20日，學院將開展教牧講座，講題為《細

胞小組教會的建造》，分為「細胞小組教會的開拓」、

「如何轉型成為細胞小組教會」和「細胞小組教會的牧

養」三個部分。講員分別是吳英賓牧師、黃秋蘭傳道、

張複民牧師和謝豐慶牧師。歡迎各教會同工領袖報名參

與，截止報名日期為9月15日。具體報名事宜請參閱歐

華網頁（www.icbsie.org）。

3. 2016-17第一學期密集課程

新學期上課時間將從2016年9月16日至2017年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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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老  師 日  期
截止

報名日期

1 希伯來文上 潘隆正博士
9月16日－

11月15日
9月02日

2 申命記 潘隆正博士
9月28日－

10月07日
9月14日

3 實用讀經法 李健 長老
10月10日－

10月21日
10月03日

4 * 神學一 李建儒博士
11月22日－

12月01日
11月08日

5 青少年事工 洪中夫老師
12月05日－

12月15日
11月28日

6 講道實習二 白嘉靈牧師
1月09日－

1月20日
12月26日

★注:《神學一》僅對校本部正式生及校友開放，《希

伯來文》僅開放選修，另有其他全學期課程，亦歡迎選

修及旁聽。

◇具體上課時間及報名表，請參閱歐華網頁（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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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于開課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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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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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了因應日漸增加的學生及教師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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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院
消
息

製表:許瀠仄

1-7月收支報表                                 

2016年1月1日∣2016年7月31日
經 常 費

歐元帳戶€ 臺幣帳戶TWD
上 期 余 絀 -28856.46 € NTD 2,384,241
本 期 收 入   240,748.79 € NTD 1,749,000 
本 期 支 出    217,600.13 € NTD 2,629,661
本 期 余 絀 -5707.80 € NTD 1,503,580
經常費總余絀（歐元+臺幣） 37,144.23 €

建 校 基 金                                          267,837.91€

          匯率：1台幣 =0.0285歐元

6. 學院近期延伸課程開課情形如下：

A.《同工訓練》（王貴恒院長）——2016年9月22-25日
于意大利米蘭華人復興教會。

B.《讀經法入門三》（李健長老）——2016年10月18-22
日于西華總會巴賽羅那南區堂。有意參加上述課程

者，請向開課地點的教會洽詢。

家有喜事
1.6月25日，本院應屆畢業生區卿儀姊妹與主

內黃寅軒弟兄于荷蘭華人基督教會

海牙堂舉辦婚禮。好事成雙，7月23

日，本院在校生舒駿姊妹與主內趙雲川弟兄于

瑞士日內瓦舉行婚禮。祈求恩主賜福他們兩對

新人的婚姻及前面的道路。

2.本院實習兼外展主任黃惠真老師及其夫婿Daniel于6月

26日喜得一子，西班牙文名字為Elías（以利亞），求主

賜福他們一家。

奉獻方式

奉獻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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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今日的神學教育，造就明日合神心意的工人；為歐洲

教會訓練牧者，為普世禾場培育宣教人才。您可通過以下

奉獻途徑，來支持國際歐華神學院的神學教育。奉獻將用

作學院經常費、學生獎助學金以及建校基金。

製錶：許瀠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