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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神所造的

榮美形像

今

年暑期我回了一趟家鄉陪伴住院開刀的母

呢？會不會我們也受困於某個柵欄或是有一條無法掙脫

親，正好一同收看了睽違已久的動物頻

的鎖鏈將我們脖子緊緊勒著，而我們以為這就是我們該

道。這次內容是在講某個保護動物組織搶救了在馬戲團

過的生活，甚至認定我們生來就是如此，以此為我們人

受虐的一群動物，並幫助這些動物回歸到正常、原始的

生的目標和意義......

生活形態。他們為一隻猴子找來了同品種的同伴，讓他

生活在歐洲七年多以來，眼見活在都市叢林中，

可以習慣群體生活，再將其帶至南美洲合適的叢林予以

扛著傳統文化社會價值觀包袱的華人基督徒，無不兢兢

放生；另外也在收容中心鋪了一大片草皮讓一個獅子家

業業地工作打拼，企圖能在異國他鄉打下一片屬於自己

庭能夠適應草地，再找機會將他們帶回非洲的草原。影

的小天地，給家人過上好的生活，也給所有認識的親朋

片中，大小獅子第一次踩上真正的草皮，從戒慎恐懼到

好友一點交待（不談衣錦返鄉至少要能抬頭挺胸），於

逐漸顯露原有的活潑朝氣，一家子在草坪上追逐玩耍，

是乎全人全心投入，除了睡覺就是在工作掙錢，三餐和

一反先前了無生趣的樣子，這一幕真叫人感動落淚。一

家庭時光都在工作中簡單帶過。我見過在華人弟兄開的

旁受訪的保育人士說：「我們的心願就是讓他們活出原

餐館，擺滿雜物的儲藏室裡一個窄小的角落勉強放入了

來該有的樣子。」看到這裡我不禁反思，每個動物都有

小桌椅，原來那是他三歲女兒天天放學後讀書和遊戲的

牠與生俱來的本性和天賦；那麼，什麼是人類該有的樣

地方，也聽說過一個家庭多年來都是站著吃飯，因為家

子？我們有沒有活出神創造人類時所預設的理想模式

裡所有的空間都拿來放貨物，連個坐的地方也沒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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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姊妹對我幽幽地嘆道：「以為來歐洲是追求更好的生

子不肯學習，而是根本沒有環境；後者的信徒在群體的

活，沒想到是過上了沒日沒夜沒人性的日子，能勉強維

動力下，很容易將聽道和自己的生活作連結，所帶出來

持主日聚會已是萬幸......好懷念從前在國內跟同伴們一起

的成長是具有爆發力的。

服事一同追求的日子。」

毋庸置疑，神學院是個絕佳屬靈塑造跟培育教牧人

其實，華人基督徒在歐洲生活的百態與初代教會信

才的環境，但畢竟只有少數人才得以放下一切專心地在

徒亦有雷同之處；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因著猶太教公會

此學習。面對歐陸華人教會廣大的需要，雖然歐華才剛

的逼迫，不得不四散到外地去謀生和聚會；使徒彼得勸

要邁入第十二年，力量也還微小，但只要有教會有此看

勉分散在小亞細亞各地的猶太基督徒，要他們在謀生不

見，我們都願同心配搭，協助教會預備「環境」，讓信

易的寄居環境下，勿忘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惟有你們

徒可以在靈裡、生活、事奉、見識......各方面都持續長

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

進。故此我們每週都有老師外出講道，每月在各地都有

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

延伸課程，每學期都有對外的教牧講座，每年都舉辦全

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彼得這番勸勉，對在歐陸

歐洲性的營會；同時，我們每天都在祈求，願神翻轉歐

的華人基督徒同樣地震聾發聵。按理說，蒙神揀選，為

陸華人教會，使我們能活出神創造我們時所給予的榮美

主所拯救的我們，都應該是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有神

形像，使神在教會中得榮耀！

的形像和樣式；然而有許多人卻還是鎮日庸庸碌碌；將
時間、金錢和心力浪擲在沒有永恆價值的事上，也不乏
有人覺得聚會和讀經是重擔，貧瘠的禱告生活成了不能

裡獲救的動物群一樣，看似自由了，卻仍受制於無形的
枷鎖，對自己本來該有的樣貌早已遺忘。
相較於初代教會，現今的教會理應更有能力來照顧
信徒。除了勸勉教導（二千年前往往只能抄傳書信到各
教會），我認為教會還必須預備「環境」，就像這些動
保團體所做的；有了寬闊的原野，動物才能盡情奔跑，
養在雞棚裡的老鷹是不會飛的。我們不要小覷「環境」
對個體的影響力，教會必須預備好的環境，幫助信徒真
正活得不再一樣。近年來我有許多機會隨著夫婿到不同
西人教會服事，先生講道時，我便帶著稚子在親子室。
有一回到了一間非常迷你的教會，人數平時都在20人
以內；親子室裡有個11歲的女孩和她的弟弟妹妹，我問
她有沒有上過兒童主日學，她表示不知道那是什麼，自
出生她就被父母帶來教會，大人聚會時小孩子們就進到
親子室玩，沒有人跟他們講過聖經。另一回我們去了一
間只建立了四年的教會，那天我帶著 未滿2歲的孩子去
主日學的幼兒班，那季的主題是「認識神」，當天課程
則是「三位一體」；我一開始有點納悶：這課程對幼兒
來講太難了吧？很稀奇的是，孩子們有問有答，我家寶
寶也參與了把水倒進大瓶子的動作（三杯水倒進同一個
水瓶，象徵三而一）；在主日會後跟弟兄姊妹交通分享
時，大家很自然地都是在回應今日講道所領受的信息。
我想這就是不同環境所培養出來的信徒，不是前者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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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載沉，漸漸失去了方向和重心；就好像那些從馬戲團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二
)

說的秘密；就這樣日復一日地，我們在世界的洪流裡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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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路加老師

導
報
營
年
青
歐
全

■ 此次青年營吸引來自歐洲7個國家，27間教會的200餘位年輕信徒，加上19位牧者和神學院老師同工。

國

際歐華神學院和荷蘭華人基督教會首次聯

助年輕信徒以神

手舉辦的全歐青年營，五月中旬於荷蘭和

的話語作為日

德國交界的小鎮Venlo登場。三天活動吸引了來自歐洲各

常生活中的指導

地的華人教會，約230位神的兒女齊聚一堂，盼望將天

原則。例如歐華

父長闊高深的愛澆灌在歐洲各地的年輕人心中，讓他們

神學院的鄭路加

更多地經歷到神的豐富與信實。

老師，其專

營會主題為「黑暗世代的盼望」。開幕當天，歐

題講座即是

華神學院的廖元威代院長勸勉與會青年，作主耶穌的門

針對在當今

徒要付上很大的代價。在這個時代，「付代價」不僅僅

第四次工業

是指來自異教徒的衝擊；嚴酷的挑戰也會來自那些自稱

革命的挑戰

「信徒」、卻持不同信仰立場的人。廖代院長以「聖經

下，教會和

──神話、還是神的話」為題，與會眾分享了聖經權威

神學院應當

在過往幾個世紀遭受的質疑，以及歐華神學院在這個議

如何變中守

題上的立場。

恆。曾經在

■ 長期投身歐洲校園事工的大會主講員張路加牧師

大會的主講員是來自德國歐洲校園事工的張路加牧

倫敦中華基督教

師。他在三天營會中分享了「不一樣的身份」、「不一

會服事超過20年

樣的呼召」、「不一樣的滿足」和「不一樣的盼望」四

的胡德明牧師，

堂信息。張牧師勉勵年輕一代的信徒更深地認識賦予他

也在工作坊中偕

們榮耀身份的主，靠著神的恩典在這個時代活出榮神益

同來自英國和大陸

人的生活來。

的公司高管，分享

本次營會也安排了多元的實務性講座和工作坊，幫

鎮Venlo舉辦。

蘭和德國交界的小

■ 青年營會在荷

了神的兒女怎樣應

。

院鄭路加老師

長、歐華神學

廖元威代院
為歐華神學院

■ 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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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當中的各種誘惑和灰色地帶。還有一場工作坊是
歐華的老師和校友們開誠佈公地與年輕的弟兄姐妹們分
享，在尋求合神心意的配偶的過程中，所面臨的一些實
際挑戰，以及合乎聖經教導的對策。
通過每天晚上的分組討論，以及大會結束前的見證
分享，與會的青年基督徒都表示，他們深感黑暗中能帶
來恆久光明的只有永生神自己。盼望透

■ 大堂講座

過此次聚集，這一
代年輕信徒能更多
被上帝得著 ，成為
見證救恩的信仰勇
士。

分組討論

■ 每天晚上的

申请就读：
开课计划：
讀：站获取详情
請就学院网
申请登陆
2月25日-3月1日
2019年
：
时间：
畫
計
課
獲取詳情
開
院網站
g/dm/
bsie.or
請訪問學
www.ic
1日
教会冲突与管理
课程： 19年2月25日-3月
20
時間：王贵恒
牧师（博士）
讲师：
教會衝突與管理
課程：张复民
牧师（博士）
士）
王貴恆 牧師（博
講師：李
长老
健
士）
博
（
張復民 牧師
-20日
9月16日
时间：2019年
老
李 健長
与应用
课程： 教会论
19年9月16日-20日
20
：
間
時
牧师（博士）
廖元威
讲师：
教會論與應用
課程：陈志宏
博士）
牧师（
博士）
師（
講師： 廖元威 牧
士）
陳志宏 牧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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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www.icbsie.org
扫描QR CODE登陆网站
問網站
掃描QR CODE訪

■ 大會安排許多不同型式的活動讓彼此認識

兒童事工課 WORKSHOP

青少年事工課 WORKSHOP

授課：馬秀蘭老師

授課：洪中夫老師

中國主日學協會教育事工組主任
時間：11月7日（三）15:30-19:20
主題：聖經故事提問技巧與探索

中華發光使命協會副秘書長
資深青少年工作者
時間：11月28日（三）15:30-19:20
主題：4D門徒動起來！
一對二青少年門徒培育帶領技巧

國際歐華神學院

教學
觀摩日
為滿足廣大華人教會對兒童及青少年
事工的迫切需要，歐華特別邀請兩門課程
老師，設計一個完整的單元，開放給未能
選修此課程的教牧同工及參與在兒童／青
少年事工的弟兄姊妹前來學習。

報名方式：

請掃描右側QR-Code
進入報名頁面，名額有限，
報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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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介紹

陳恩來
教牧學士科【全修 】

Linda Cheng
道學碩士科【全修 】

G. Veronese-g. Marconi高中
基督教義大利Rimini華人教會／
兒童主日學教師、講道

Calvary Chapel Bible College學士
基督教會匈牙利福音堂／
兒童主日學教師、帶領敬拜

林福春
教牧學士科【選修 】
普世豐盛神學院神學學士

邊子南

基督教法國華人教會／牧師

】
士科【全修

道學碩

經濟學士
Hertfordshire
University of
會／
恩典華人教
布達佩斯大
同工

青少年小組

郭  濤

【選修 】
教牧學士科
士
學院神學學
普世豐盛神
會／
萄牙華人教
基基督教葡

葉佩佩

傳道

道學碩士科【全修 】
湖州師範學院文學學士
基督教米蘭華人復興教會 ／
青年團契輔導、帶領敬拜

方曉容
教牧學士科【選修 】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行政管理專科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Fuenlabrada

朱家恩
道學碩士科【全修】

堂／主日學教師、詩班員、
崇拜部同工

UIB法律學士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Mallorca堂／
講道、青年團契、敬拜事工

居繼民
教會事工證書科【全修】
普世豐盛神學院牧職文憑
巴黎基督教新焦點教會／
執事會主席、青年小組同工、
詩班

任瀚之

全修 】
教牧學士科【
系
學院國際商務
深圳職業技術
工、
少年主日學同
國內教會／青
數民族宣教
講道、國內少

陳春媚
配偶事工證書科【全修】
青田縣垟心中學
基督教義大利華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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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思恩堂／師母

更美的服事
我

出生在一個基督徒家庭，從小跟著父母一起
去教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那時認為神
是父母的神，也是我的神，但由於對神沒有什麼特別的經
歷，更多是把基督信仰定義為父母的信仰。
到了青春期開始進入叛逆階段，期間受無神論教育
體系的影響，信仰有所動搖，然而從未停止過思考這份信
仰與自己的關係。這樣的動盪期歷時四年，自13到16歲，
從一開始的全然否認，把信基督歸納於唯心主義；到後來
半信半疑。蒙神保守，沒有停止聚會。到了16歲我正式經
歷神，也逐漸順服，願意接受聖靈的管理。
2011年在屬靈的追求中，心中疑慮逐漸獲得解答，
信仰隨之歸回。大學期間，除了參加教會聚會，還參加了
校園的學生團契，同幾位主內的老師同學一起查經，在學
生中傳福音，也開始學習帶查經。2013年我到西班牙羅維
拉•威爾吉利大學作一年的交換生，期間參與塔拉戈那教
會青少年的事奉，認識了歐華神學院的神學生和校友，並
在溝通中第一次瞭解歐華神學院。
2016年大學畢業後，我便到了浙江某地的靈修院閉
關學習一年，在靈修院學習期間，我在禱告中被神得著，

並在靈修中被神呼召作傳道人。2017年初我開始在浙江某
地教會跟隨牧師和長輩們服事。經過一段時間的服事並在
神面前的安靜中，我看到自己在神學裝備上的不足。我
發現一個信徒、甚至一個人的行為標準都是由其神學架構
來決定，當真理不清楚時，所行出來的必定有所偏差。神
學並非服事的基礎，而是一位信徒的必須。而在教會的實
際服事中也看到相對的需求，城市青少年的平均學歷越來
越高，以至於所思考的問題也更加深入。我想對於青少年
的教導，需要鼓勵他們去更多思考，而非一味地迴避和反
智化。希望藉著讀神學能夠學習到不僅僅是問題的答案，
而是能學會引導青少年如何從聖經中和禱告中尋求答案。
因此希望以系統化的方式來學習研究聖經神學，並藉此深
入、系統、全面地認識神、認識人。
以下是我選擇就讀歐華神學院的理由：
1.追求認識神與認識人。而這種「認識」需要在一種系統
化的學習當中被建立和堅固。這就是我學神學的原因。
2.我認同歐華神學院的真理理念、信仰宣告，以及老師靈
命學識的深度。我渴望被更多地造就，並期望在將來能
服事歐洲的華人教會。
3.在留學期間，我接觸一些來到教會的華人留學生。儘管
他們來教會的目的不一定都是為了信仰，但我看見這是
一個禾場，需要工人去收割。

我知誰掌管明天
我

從小隨著 家人拜拜，但對信仰卻一無所
知。1979年我來到巴黎這個世界的花都，
定下了人生目標——賺錢和存錢。一週七天在皮革工廠
上班，每天做15-17小時工；累得像牛一樣。1982年10月
底，有教會同工邀請我跟丈夫去聚會，當時我深深感覺這
位神值得我相信，因為祂會很公平地對待我（小時受到太
多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渴望被別人尊重）。接下來我開始
參加各樣聚會，一路來受到許多屬靈長輩的幫助。去教會
半年後我便受洗歸入基督了！回想剛到工廠上班，老闆的
小兒子一直對我說信耶穌上天堂，不信耶穌下地獄，我就
回答他說：「下就下唄，誰怕誰呀？」如今看來還真幼稚
可笑，感謝神的憐憫，主恩浩大。
受洗後我開始參與兒童主日學的服事，我丈夫則是
負責開福音車，兩夫妻在教會學習事奉近十年。1993年我
被華僑教會兒童部差派到巴黎溫州教會擔任兒童主日學校
長，從那時我就留在巴黎溫州教會事奉，直到我們另於
2003年1月5日開拓法國華人教會並服事迄今。
2000年8月20日主日清晨，在禱告中神給我一句經
文：「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
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太十六26）經文每個
字都是從遠到近像電影般地回放在我眼前，當時不懂是
什麼意思，隨後就去教會帶領團契，下午主日禮拜講員

■■教牧學士科新生／林福春

的講道內容是「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一切所需都要加
給你……」；到了唱回應詩歌《我知誰掌管明天》時，我
就開始哭個不停，至此我都還不知道那是神在呼召我，稍
後聖靈感動一位暑期來實習的華神神學生姐妹，過來抱我
給我安慰鼓勵的話，傍晚我心裡充滿喜樂，嘴裡一直唱著
讚美詩，第二天我致電給一位屬靈兄長談這一連串發生的
事，他告訴我：「福春，這是神祂在呼召你！」我才恍然
大悟。後頭還有更奇妙的事發生，為要成就祂在我身上的
美意，包括神用提後四1-5對我說話；「忍受苦難」這四
個字當時在我眼前顯得特別大，我立即明白了神要我留在
教會牧養，而不是到機構，或許機構薪資會更好，但我
清楚神的意思就定下心來。神呼召我全職來服事祂的過
程：1.藉聖經說話；2.藉講臺說話；3.藉回應詩歌說話；4.
神學生印證；最後5.藉屬靈長輩的教導。
在服事的路上累了走不下去時，我就立刻回到神的
面前回想起初的呼召和應許，便能重新得力繼續前行。神
說話是如此的清楚——忍受苦難！我知道神特別地愛我，
所以祂才會重重地修剪我，對付、熬煉我，好使我的生命
能夠結出美好的果實來；於是2006年我便在普世豐盛神學
院接受神學裝備，如今願更進深地追求，一邊牧會一邊在
歐華神學院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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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見證

■■教牧學士科新生／任瀚之

學院消息與代禱

消息與代禱
1.2018學年於9月17日正式揭開序幕，17-18兩天為學前
靈修會。本學期迎來十一位新生，詳見內頁新生介
紹，並請為他們的學習與生活適應代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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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是兒童事工課；11
月28日下午是青少年事工課。兩次課程的相關介紹請
見內頁海報，名額有限，敬請及早報名。
3.本院教牧博士科第一門課「教會衝突與管理」將於明
年2月25日至3月1日正式開課。現已開始受理教牧博士
科學生的入學申請；詳情請見歐華網站。
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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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開放報名的密集課程如下：
課 程

1
2
3
4

5
6
7
8

老 師

日 期

開放選修或旁聽
10月22日至
舊約綜覽 謝麗華老師
11月02日
11月05日至
兒童事工 馬秀蘭老師
11月16日
11月05日至
耶利米書 蔡金玲博士
11月23日
青少年
事工

洪中夫老師

11月26日至
12月07日

報名截
止日期
10月08日
10月22日
10月22日

地 點
課 程
老 師
布拉格華
1
禱告操練 謝麗華老師
人教會
西華教會 基督徒的
2
廖元威院長
Valencia堂 倫理生活
如何建立
西華教會 同心牧養
3
李 健長老
Alicante堂 治理教會
的團隊
布拉格華 讀經法入
4
李 健長老
人教會
門（一）
西華教會
5
同工訓練 王貴恆院長
Sevilla堂
西華教會 實用讀經
6
李 健長老
BCN南區堂 法進深
西華教會
兒主師
7
Santa
馬秀蘭老師
資培訓
Coloma堂
西華教會 新約知多
8
黃惠真老師
Marbella堂 少（下）
9 法國救恩堂 教會增長 王貴恆院長
基督徒基
布拉格華
10
要真理 廖元威院長
人教會
（上）
葡萄牙華人 青少年
11
洪中夫老師
基督教會
事工

備註:
◎具體上課時間及報名表，請參閱歐華官網的日課表連

10月4-7日
10月5-7日
10月12-14日
10月18-21日
10月10-31日
11月16-19日
11月18-21日
11月22-25日
11月23-26日
12月8-12日

1.恭喜在校生胡曉明與錢穎穎於8月4日在法國巴黎舉行
婚禮；另外一對新人是在校生楊旭與希望泉華人宣道
會施詩姊妹，於8月25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婚禮。祝
福這兩對新人都能同心建立美好的基督化家庭。
收支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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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於開課前
二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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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為推廣神學教育，本院將開始於教會中舉辦「歐華主
日」，期盼有更多人了解本院的異象與使命，並關注
神學教育的發展。詳情可上歐華網站查詢，或洽外展
處（Lhuang@icbsie.com）。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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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陳倩倩
製表：許瀠仄

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31日
經常費
歐元帳戶€
上 期 餘 絀

-91,521.39 €

臺幣帳戶TWD
NTD

1,002,120

本 期 收 入

260,361.08 €

NTD

3,121,811

本 期 支 出

321,999.83 €

NTD

3,159,741

本 期 餘 絀

-153,160.14 €

NTD

964,190

匯率：1台幣
=0.0285歐元
經常費總餘絀(歐元+臺幣)
-126,066.40
匯率：1歐元 = 35.6新台幣

結（http://www.icbsie.org/academics/日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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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30日

家有喜事
11月12日

開放選修，不接受旁聽
實用讀
10月08日至
李 健長老
09月24日
經法
10月19日
10月22日至
講道實
李 健長老
10月08日
習二*
11月02日
僅開放予歐華正式學生/校友選修或旁聽
11月05日至
摩西五
10月22日
蔡金玲博士
11月23日
經A
12月10日至
釋經學 葉雅蓮博士
11月19日
12月20日

請洽本院外展處黃老師。

日 期

264,373.53 €

建 校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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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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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