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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足 歐 洲 ． 心 繫 萬 邦

■■實習主任／謝麗華老師

多年前就讀中華福音神學院時，除了正規課

程之外，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在臺北真理堂

實習的時光。能夠在一個成熟又健康的教會實習是我最

大的祝福，不僅可以觀摩教會的牧養與運作，又有實習

導師楊師母貼身的輔導，她真是我的生命導師，也是三

合一的實習督導（兼具榜樣、教導和愛的關係）。楊師

母對我的提攜，延續到我進入牧會的崗位，超過十年之

久，每次的晤談都深得她的鼓勵，使我不斷邁向成熟，

終生受用不盡！

外子在華神任教的初期，我配搭輔導小組，陪伴神學

生和家眷六年。最難忘的時光就是和神學生晨起靈修，並

為學院守望禱告。后來在全職牧會的九年中，我也扮演起

實習督導的角色，從母堂獻身的青年有五位，加上接納外

會的神學生來實習，前后竟達十一位之多。在忙碌的事奉

中，督導神學生及傳道人成為我的重點工作。現在他們都

是能夠獨當一面的好牧者，接替我的同工甚至變成我的牧

者，支持我們在歐洲的神學教育。回顧這一切，讓我深刻

期許自己在歐華服事，能成為實習督導的好伙伴，也成為

神學生的生命導師！ 

培育牧者的典型與路徑
國際歐華神學院的宗旨，是深願歐洲每一個華人教會

擁有自己的牧者，讓歐洲每一位華人牧者享有充足的裝

備。從基督三重職份的角度來看，我們要透過靈命、學

識、事奉三育並重的途徑培育合神心意的僕人領袖。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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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賈信愛

最優先，而靈命具體而微地表現在與神、與人的關係上，

牧人要學習愛神愛人，這是祭司的角色。其次是學識，牧

者兼具教師的功能，在教會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使教會

長大成熟，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牧者必須保持終生學習

的態度，以期有效幫助會眾站在對的位置彼此配搭事奉，

這是先知的角色。最后從集成的角度來看，事奉則是靈命

和學識的實踐，我們要培養的是既忠心又良善的僕人，這

就是君王的角色。

做為目前歐洲唯一要求住校，提供常態、正規課程的

華人神學院，我們知道生命和態度的改變並非一蹴可成，

也絕非單靠課堂學習可以發生。除非一群人生活在一起，

在學習裝備過程中委身實踐愛的團契，以生命才能影響生

命。所以，我們強調校園的共同生活。如同耶穌所進行的

門徒訓練，“他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

要差他們去傳道，並給他們權柄趕鬼。”（可三14-15）

耶穌的門徒訓練有四個重點：第一、自己做榜樣。第二、

教導神的話。第三、讓門徒實習。第四、將使命傳承。這

一切都在共同生活、共同學習、共同事奉中完成。耶穌的

門徒訓練是最有果效的，三年半的時間，祂留下了改變全

世界的秘密武器：十二使徒！

有人認為神學教育只重視知識不重視生命，而這正是

我們努力避免的。所以歐華有住校的生活，師生在一起吃

喝、一起學習、一起晨讀、一起禱告、一起敬拜、一起小

組。學生要參與校園清掃、週末下廚煮飯、輪流接送。老

師們也都在成長小組中負責輔導學生，每學期個別約談學

生兩次，陪伴、呵護學生，這是一個充滿恩典和真理的學

習環境。

實習督導何處尋？
 實習教育的價值何在？長遠來看，培育一個神學生就

是幫助一個教會，投資報酬率非常高。實習教育也是門訓

的一環，讓學生借着實習，學以致用，確保將來能滿足工

場上的需求。所以實習督導也是神學生在教會的教練，是

我們培育神僕的重要伙伴。

然而我們的挑戰是多重的，第一、不少教會沒有看見

培育工人的重要性，沒有預備好要接納可能還不成熟的神

學生到堂會實習。第二、願意接納神學生，但由于實習督

導過于忙碌，以致難以分出時間督導神學生。第三、神學

生無法系統性、全面性地實習，只能按着教會的需要補上

缺口，以至于畢業的時候，尚無法承擔重任。

透過以下三方面的努力，我們盼望能有效回應前面所

提的挑戰。首先，借着“歐華主日”傳遞神學教育的重要

性以及門徒訓練優先性的理念。其次，每學期定期舉行“

實習督導會議”，提供經驗分享和重要資源，提升牧者或

平信徒領袖督導的動能和技巧。第三，設計“實習護照”

，與實習督導和神學生共同擬定、執行有計劃的實習，共

創教會和神學生雙贏的局面

最后分享一下，實習約談時，實習督導如何“提出有

力的詢問”，幫助神學生厘清、尋找他渴望的目標。好問

題有幾個特點：首先，是具體且本

質的，幫助受輔者看見“此時此地

的模樣”。其次，提問前要先揣摩

對方的狀態、興趣和關心程度，

探索雙方都有興趣的話題，如此

才能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再者，

要延續現在的語脈和過去的經

驗世界來發問，方能“融合現

在和過去”的領域。以下列出

幾項供參考（參李耀全、陳鴻

耀合著，《交托給忠心的導師：牧

養、教練與督導》）

1.神在你生命中給予你怎樣的召命？

2.要回應這個召命，你的起步點在哪里？

3.你要如何實踐這個召命？

4.落實這個召命時，神給了你哪些恩賜？

5.在面對這個召命時，你預期會面對哪些阻礙與難題？

6.你要如何面對並克服（除去）這些障礙？

7.在實踐這個召命時，你需要怎樣的協助？

8.在回應使命的過程中，對你而言教練的角色是什么？

9.你會以多久為時限來評估你所完成的使命？

10.當你完成使命后，你期待看見怎樣的結果（畫面）？

在此誠懇地邀請您成為歐華的伙伴，參與培育神僕的

千秋大業，改寫歐洲華人教會的未來！

“短宣實習”是神學院里對道碩科及學

士科所安排的必修課程，是激勵生

命和磨練品格的冒險之旅，深入到有需要的地方，看見

上帝作為的真實，使參與者感受到履行大使命對黑暗中

的百姓而言是何等迫切的需要。

7月15日星期六，我和短宣伙伴李錫安同學，先后抵

達匈牙利的首都，會見了布達佩斯華人教會的牧者邢凱牧

師和教會資深的同工肖詩建弟兄。他們向我們介紹了教會

宣教的異象，我感受到他們對宣教大有負擔，不論是對同

文化的華人還是對異文化的羅姆人，他們都願意盡自己的

力量，並且都有建樹。為此我不禁對他們和其所牧養的教

會肅然起敬！在華人事工方面：他們積極做本地華人福

音工作，每週有福音小組出去做福音性探訪；也做遠處華

人的福音事工，開展

醫療短宣佈道，遠赴

歐洲其他國家並大陸邊遠

地區，借醫療事工拯救靈

魂。幾年前也幫助在斯洛伐克

的首都布拉迪斯拉法的華人弟兄姐妹

建立教會，且持續在牧養、經濟的資源上扶持他們，使那

里屬主的羊得到生命的供應。在羅姆人事工方面：他們已

經多次與羅姆人教會有美好的互動，也一直在經濟上支持

羅姆人的牧者和神學生。不僅如此，他們還計劃為羅姆人

建立一個敬拜、教育的社區中心，並謀求為羅姆人開闢生

存之道。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共同所侍奉的基督——神的

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第二天適逢主日，我們被差派到布拉迪斯拉法的教

會，一起搭配服事，傳講耶穌基督。那里的弟兄姐妹熱心

地接待了我們，他們的饑渴慕義和熱心，激勵我們更願為

主受苦的心志。週一、週二，佈道小組從早到晚帶我們走

訪了遠近各處的慕道友及信徒的家，為他們禱告祝福、勸

勉他們積極聚會，在多變的世代多多仰望主恩。

休整一天后，迎來了從瑞士來到的短宣隊，三方隊伍

首度匯合碰面。看見他們的面容，真的感覺自己耽擱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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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春。一支年輕的隊伍，好多十八歲不到的年輕人!感

謝天父的恩典，這么年輕的孩子就已經開始體驗宣教。家

庭營是他們這次短宣的重頭戲，對象是由一些羅姆人信徒

所邀請的家人親友和孩子們，幾天下來這些年輕的宣教士

功不可沒，事實如此。

長途跋涉近五個小時才到達營地，四天三夜的營會雖

然條件辛苦，但卻伴隨着喜樂恩典，聽着羅姆人訴說耶穌

基督在他們身上得勝、釋放的大能，感受着天父對世人

視為渣滓的“吉普賽人”的慈愛和恩典，真要大聲歌唱

天父上帝的偉大。羅姆人的生命因為遇見了耶穌，使他們

不再是世人眼里糟糕的吉普賽人，而是可以彰顯基督、見

證基督的天父的兒女。神愛他們，真的愛他們，已經在他

們中間大行奇事，基督耶穌的救恩能使他們脫離黑暗的權

勢和咒詛。在歐洲大陸有將近一千萬生活在社會邊緣的羅

姆人，他們需要耶穌基督的福音、需要被救贖、被牧養。

但他們缺少許多的資源，缺少牧師、宣教士、受裝備的同

工，更有着經濟上的嚴重不足，因為信徒大多是無業人

士。

感謝神的恩典，感動保羅到馬其頓的聖靈、差派戴德

生來中國的基督，今天已經感動歐洲一部分的華人基督教

感謝神，歐華十周年校慶之后，我能有幸參

加由廖院長和謝老師帶隊的臺灣教會的參

訪團，因着時間的緣故，此次的行程主要聚焦在臺北的

教會，並只能是匆匆地參觀和體驗，但已經開廣我們的

眼界，在我們的心頭留下很深的印象。

領袖與異象
非常感恩，當我們進到每一個教會參訪的時候，都能

讓我們一瞥各教會領袖們的風采，他們是一群有豐富經驗

的牧者、有充沛精力的開拓者、有屬靈眼光的守望者。因

着他們各人的生命、個性、眼光的不同，帶來了臺

北各個教會不同的發展：林森南路穩重、拓植的

方向，真理堂整合、全備的架構，士林聖教會融

會、專精的“三福”體系，行道會充沛、蓬勃的

模式，淡江教會因地制宜的策略……這種種不同面

向的教會建造都與教會的領袖分不開關係，領袖的看見

是什么，領受的異象是什么，就會決定教會成長的走向

是什么，讓我深深 意識到在一位領袖身上所肩

負的責任是何等 的重大。經上記着說“沒

有異象，民就 放肆”，而教會若沒有異

象，就不會有發 展，因為根 本

就漫無目的、不知 所

向。

異象

是

一個

清 楚

的目

會，體恤基督的心腸，願意為這“遺落”的族群，盡自己

的力量將福音和從福音而得的好處分享給他們。願感動他

們的聖靈繼續感動更多的華人教會看見上帝的心意，參與

在羅姆人的福音需要上。

第二個主日午后，我們從營地啟程趕回布達佩斯，參

加華人教會晚上的崇拜。聚會中短宣隊代表發表感言，向

弟兄姐妹訴說上帝今天借着華人基督徒的手愛羅姆人；而

他們教會對羅姆人的愛和付出已經激勵了歐洲的華人眾教

會，相信上帝將會做更大的事在羅姆人中間。

這次為期十天的中歐短宣之旅，讓我們看見華人的福

音工場有極大的需要，歐洲各國華人的信徒和教會極度缺

少能牧養他們的人，國際歐華神學院雖然已經竭力地培養

可用的牧者，卻仍然供不應求。同時，在歐洲這片曾經廣

派宣教士的蒙福土地上，如今湧現許多的未得之民，不單

是歐洲本地的羅姆人，還有移民而來的各族群，包括伊斯

蘭背景的近東各民族，甚至歐洲本地因教會敗落而失落信

仰的新一代......這片廣闊的土地實在需要千千萬萬願意為

失喪的靈魂奉獻金錢和生命的宣教士，願感動戴德生的靈

加倍地感動華人基督徒，承接時代宣教的使命！願華人教

會速速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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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
神在歐陸的拼圖

——2018年臺灣教會參訪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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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是對教會未來建造的宏偉藍圖，

這不一定是從領袖那里出來，但卻一

定是從他那里發揚開來。領袖是教會

異象的傳遞者，是教會未來

藍圖的設計師，他要先從

神那里有清楚的領受，然

后傾注他滿腔的熱情去推

動，並帶領所有的同工、會眾一起投身其

中，共同建造神所託付的教會。

教會的功能
此行參訪，豐富了我以往對教會功能的

認識。傳統的華人教會花很大的注意力在講臺的事工上，

造成信徒也以為聚會聽道就是教會生活的重心甚至全部，

以致無論教會還是信徒都偏科非常嚴重。但在臺灣教會中

展現出來的教會功能是全面而多樣的，並且每個教會都有

自己的特色。他們的樂團敬拜可以觸類旁通延及團契、禱

告會、社區工作，團契也不拘泥于一種形式，幾乎人人都

有參與到服事，讓老中青三代人可以並駕齊驅地一齊成

長，不單在教會內，更是打開了教會大門招呼未信主的人

進來，開展許多社區慈善的工作，也讓人可以借由各式各

樣的機會、方式接觸福音，並在之后有成熟的門訓系統和

小組關懷來建造信徒、裝備信徒。

資源的整合
臺灣教會豐富的資源是讓身處歐洲的牧者垂涎的。教

會所開展的各樣新興事工都有專業的人才可以執行，引進

社會流行的元素，特別在當今的新媒體時代，不論是互聯

網開發，平面設計還是市場研發都是讓許多信徒委身的服

事平臺。較之歐洲的資源優先許多，這也是客觀的環境導

致，畢竟歐洲不是華人的本地本家，又居住分散，從業單

一，使得資源整合起來不如在臺灣那樣遊刃有余。但仍可

以從臺灣教會的模式中學習，可以創造許多事奉的崗位，

來吸引許多的信徒起來，哪怕他們可能技藝不精卻是可以

培養操練的。我們常常在苦惱為什么弟兄姊妹不願委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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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實是教會中沒有合

適他們發揮的崗位或者是

缺少令他們真正有熱情去

投入的事工，由此讓人

再次反思教會中恩賜配

搭的問題，許多時候

我們埋沒了弟兄姊妹

的恩賜，這些是原本

教會應好好幫助他們發

掘出來的。

如何面對時代
此次參訪最讓我興奮的一點，就是臺灣教會對當今時

代所作出的積極回應，他們不僅關注信徒生命的成長與彼

此關係的建立，而且勇于走出自己的舒適圈，轉而進入社

會、影響社會，像淡江教會想着要如何帶動周遭的經濟發

展，像真理堂更是努力推動“家庭主流化”來影響整個國

家文化。教會是神設立在世上的一盞明燈，原本就是為了

要照亮在黑暗中的人們，如主耶穌所說的“沒有人點燈放

在地窨子里，或是鬥底下，總是放在燈檯上，使進來的人

得見亮光。”教會理應在社會上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力，

止息罪惡，堵住社會的破口；造福當地的百姓，無論他們

是不是信徒，都當愛他們如同鄰舍一樣。

對比臺灣和歐洲的華人教會，可以看到他們處在完全

不同的環境，一個是在主場，一個是在客場；一邊有偶

像林立自由自主的民俗環境，一邊有基督教影響深遠的文

化歷史。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都讓人看到擺在教

會前頭非常艱難的挑戰，但臺灣的教會已經發苗成長大有

起色，這給歐洲的華人教會很大的鼓舞，不是在方法對策

上，而是在于對神的信心，是神的啟示帶領教會前進，臺

灣教會找到了在神國度藍圖中屬于自己的一塊拼圖，來刺

激華人信徒起來影響世界，我相信神在歐洲的計劃也早已

進行，那一塊若隱若現的拼圖也將快要浮出。

儿童事工课 WORKSHOP

授课：马秀兰老师

           中国主日学协会教育事工组主任

时间：11月7日（三）15:30-19:20

主题：圣经故事提问技巧与探索 

报名方式：
       暑假中将开放报名。届时请见
海报电子档或上欧华网站报名。 
       www.icbsie.org

青少年事工课 WORKSHOP

授课：洪中夫老师

           中华发光使命协会副秘书长

           资深青少年工作者

时间：11月28日（三）15:30-19:20

主题：4D门徒动起来！

          一对二青少年门徒培育带领技巧           一对二青少年门徒培育带领技巧 

教学
观摩日
       为满足广大华人教会对儿童及青少年
事工的迫切需要，欧华特别邀请两门课程
老师，设计一个完整的单元，开放给未能
选修此课程的教牧同工及参与在儿童／青
少年事工的弟兄姊妹前来学习。

国际欧华神学院



請洽本院延伸部黃老師。

地    點 課    程 老    師 日    期

1 博洛尼亞
華人教會

健康的自我形象 謝麗華老師 9月6-9日

2 布拉格
華人教會

禱告操練 謝麗華老師 9月28-30日

3 西華教會
Valencia堂 基督徒的倫理生活 廖元威院長 10月5-7日

4 西華教會
Alicante堂

如何建立同心牧養
治理教會的團隊

李   健長老 10月5-7日

5 布拉格
華人教會

讀經法入門(一) 李   健長老 10月12-14日

6 西華教會
Sevilla堂 同工訓練 王貴恆院長 10月18-21日

7 西華教會
BCN南區堂

實用讀經法進深 李   健長老 10月10-31日

8
西華教會
Santa 
Coloma堂

兒主師資培訓 馬秀蘭老師 11月16-19日

9 西華教會
Marbella堂 新約知多少(下) 黃惠真老師 11月18-21日

10 法國救恩堂 教會增長 王貴恒院長 11月22-25日

11 布拉格
華人教會

基督徒基要
真理(上)

廖元威院長 11月23-26日

12 葡萄牙華人
基督教會

青少年事工 洪中夫老師 12月8-12日

家有喜事
1.在校生卓煒龍與妻子陳孔霞夫婦于3月19日喜獲長女，

取名為卓妙恩（Mary）。祝福寶寶平安健康長大，並請

為他們一家的學習及生活有從神來的力量和恩典代禱。

2.在校生楊旭與希望泉華人宣道會施詩姊妹，于5月11日
領證結婚。請為他們未來同心配搭服事以及八月份婚

禮的籌備代禱。

學
院
消
息
與
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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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代禱事項
1.本院將舉辦教學觀摩日，有二門實踐課程將開放給弟兄

姊妹來學習四節課；11月7日是兒童事工課；11月28日是

青少年事工課。兩次課程的相關介紹請見內頁海報。

2.本院教牧博士科第一門課《教會衝突與管理》將于明

年2月25日至3月1日正式開課。今年9月1日起，學院開

始接受教牧博士科學生的入學申請；相關資訊等將于

暑假正式公告。

3.2018學年第一學期上課時間將從2018年9月17日至2019
年1月18日止，這期間，學院特別邀請生命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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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選修或旁聽

1 宣教學 王欽慈牧師
09月24日至
10月05日 09月10日

2 舊約綜覽 謝麗華老師
10月22日至
11月02日 10月08日

3 兒童事工 馬秀蘭老師
11月05日至
11月16日 10月22日

4  耶利米書 蔡金玲博士
11月05日至
11月23日 10月22日

5 青少年
事工

洪中夫老師
11月26日至
12月07日 11月12日

6 教會衝突
與預防

王貴恒博士
全學期
(請參日課表) 09月10日

7 詩班上 魏珮瑜老師
全學期
(請參日課表) 09月10日

開放選修，不接受旁聽

8 實用讀
經法

李　健長老
10月08日至
10月19日 09月24日

9 講道實
習二* 李　健長老

10月22日至
11月02日 10月08日

僅開放予歐華正式學生/校友選修或旁聽

10 摩西五經A 蔡金玲博士
11月05日至
11月23日 10月22日

11 釋經學 葉雅蓮博士
12月10日至
12月20日 11月19日

12 希臘文
解經

葉雅蓮博士
全學期
(請參日課表) 09月10日

13 系統神
學一

廖元威博士
全學期
(請參日課表) 09月10日

14 教會歷
史一

鄭路加博士
全學期
(請參日課表) 09月10日

15 教會歷
史二

鄭路加博士
全學期
(請參日課表) 09月10日

備註:
◎具體上課時間及報名表，請參閱歐華官網的日課表

連結（http://www.icbsie.org/academics/日課表/）。

◎李健長老之講道實習二課程之修課條件為應先修實

用讀經法與講道實習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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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報名表請電郵至本院

教務處（studies@icbsie.com）進行審理作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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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學院近期延伸課程開課情形如下。有意參加以下課程

者，請向開課教會洽詢。若您的教會有意申辦課程，

          匯率：1台幣 =0.0285歐元

奉獻方式

奉獻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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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許瀠仄

歐洲地區：(銀行匯款)

帳戶名稱：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IN EUROPE 
帳號：ES78 0081 0012 1700 0186 6493 
BANK： BANCO SABADELL 
SWIFT： ESABESBBXXX

臺灣地區：(銀行匯款及郵政劃撥)

戶名：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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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日--2018年4月30日 

經 常 費

歐元帳戶€ 臺幣帳戶TWD

上 期 余 絀 -76,667.21 € NTD    1,002,120 

本 期 收 入  180,761.39 € NTD    2,448,910 

本 期 支 出    187,085.13 € NTD    1,866,495

本 期 余 絀 -82,990.95 € NTD    1,584,535

經常費總余絀(歐元+臺幣) -37,514.80 

匯率：1台幣 = 0.0287歐元

建 校 基 金 266,179.38 €

 收支報表       製表:陳倩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