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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欧华举行第八届的毕业典礼，令人振奋的是，这次共有十七位同

学从不同的科别里毕业。他们将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岗

位上，为主尽忠。不论他们在教会的哪个区块里事奉，不论他们过去事奉的时

间有多久，不论他们的年纪是多少，恩赐是什么，单身或已婚，他们都是主所

使用的器皿。在他们即将毕业离校的时候，我想从三方面来作为我们一起的勉励

和提醒：

谦卑事奉

多了一张文凭，并不是多了一个谋生的机会，而是多了一份事奉的责任。在神学

院的学习里，不单会增加一些圣经的知识和事奉的技巧，也该多有一些生命的成长和

灵里的谦卑。

记得保罗对他曾牧养过三年的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在米利都作最后的劝勉时，首

先提到的就是：服事主凡事谦卑（徒二十19）。保罗在他们中间事奉的岁月里，不

但在生活上自食其力，没有拿他们任何的钱财衣物，反倒还供应同工的需用（二十

31、33）。 按世界的习惯来说，保罗大可在他们中间抬头挺胸，使用他使徒的

权柄，大声说话。不是吗？美国总统川普，权高位重，财大气粗，霸气十

足。他似乎目中无人，替换不中意的幕僚，就似脱衣穿衣那样的快速。可

是，保罗对长老们重复地强调：他在他们中间始终的为人都是一致的。他

不但放下身段，而且三年里时常昼夜不住流泪地牧养他们，劝诫他们各人

（二十18-19a、31）。他的舍己劳苦，为的就是要使他们和所有的信徒将

来能得神的基业（二十32）。

放胆传道

多了一张文凭，并不因此受到的挑战就会减少些，不会因此对主里生

命的建造就更加地容易。保罗从神领受了极多的属灵知识和洞见；然而，

祂所建立和牧养的教会，不论是在小亚细亚的加拉太、以弗所，还是在欧

洲的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哥林多，都遇到了许多的艰难和挑战，经历了

内忧和外患。同样地，今天在欧洲传福音，又何尝是件容易的事？不但有

个人主义的潮流和后现代文化的兴盛，异端邪说也比比皆是。再加上社会

道德标准的低落、媒体的发达、交通的方便，罪恶和毒品得以迅速的扩散

起来︑发光，
传神恩惠的道！  专任老师／叶雅莲博士

Seminario Biblico Chino Europeo 

2019.6
院讯 31期



传递。欧洲多国的法律更对同性婚姻订定了它的合法

性，还有恐怖主义在各地对基督信仰及百姓的威吓和

攻击。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是否仍有勇气

靠主传神恩惠的道？

保罗的典范，仍是我们的榜样和鼓励：在以弗所

教会牧养的时候，他不但经历了自己同胞有策划性的

陷害，也受到神时常给他的测试（徒二十19b）；然

而，保罗重复地强调：凡与他们有益的，是属神旨意

的；不论是在公开的场合，还是在私下家里的时候，

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二十20、27）。他勇敢地向

所有的人传讲神悔改赦罪的道，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为 的 是 要 把 人 带 进 神 光 明 的 国 度 （ 二 十 2 1 、

25-26）。保罗也要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为自己和群羊

谨慎、警醒、守望，因为未来会有异端进入教会，甚

至他们中间，也会有人悖道而行，不爱羊群，为利忘

义（二十28-30）。保罗却把这些领袖交托给神和祂

恩惠的道（二十32），要他们学习他的榜样，勇敢传

讲神的道，扶助软弱的肢体，因为耶稣说：施比受更

为有福（二十35）。

愿意受苦

多了一顶帽子，并不代表事奉时会少吃些苦。耶

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指的就是有关为道受苦的

事（太十24）。耶稣的门徒后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受

到的困苦，没有少过老师耶稣的经历。事实上，耶稣

的十二个门徒，除了背叛祂的犹大上吊身亡之外，其

他十一个都是为道受苦、受打、受逐、受死、受钉。

同样地，保罗为主道所受的苦，摘要性地自陈在哥林

多后书中（十一25-27）；然而，靠着主的恩，他们

都胜过了。这也是为何保罗在狱中生死未卜，却还要

语重心长的劝勉，其实是命令年轻的提摩太，他亲爱

的属灵的儿子，不要靠自己的能力，而要在基督耶稣

的恩典里刚强起来（提后二1），要劳苦和忠心的把神

的道传承下去，要传给那些可以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二2）。他要提摩太学习他的榜样，甘愿为主，一

起为教导和传扬神恩惠的福音同受苦难，作基督耶稣

的精兵（二3）。

同学们，不论你们在欧华学习了多久，领受了多

少，我相信只要你们求主，主必赐你们一切属灵的智

慧和悟性，可以明白和传扬祂恩惠的道，就像保罗对

提摩太说的：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

给你聪明（二7）。保罗为何这么有信心说这样的

话？因为耶稣应许过祂的门徒：祂离开之后，会差遣

圣灵住在他们的心里（约十六7）。圣灵保惠师会引

导他们想起耶稣的话，会使他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

（十六13）。在五旬节之后，主的门徒都因圣灵的内

住，不再彼此争风吃醋，生命渐渐的全然被主更新：

彼得从骄傲变为谦卑，强调信徒要为神忍受冤屈的苦

楚（彼前二19）；约翰从雷子变为爱的使徒，强调神

就是爱，要信徒彼此相爱（约壹三23，四8、11、

16）；保罗从罪魁变为使徒，强调与主一同受苦，也

必和祂一同得荣（罗八17b）。他们都甘愿为神道的宣

扬和传承，吃苦耐劳，到处奔走。甚至为福音远走他

乡，从巴勒斯坦或大数进入小亚细亚；彼得和保罗甚

至进入欧洲（彼前一1；徒十五11-十八17），且为主

殉道在罗马。为何他们甘愿为主吃苦、摆上一切？

保罗用了三个比喻：士兵、比武、农夫（提后二

1-7）来鼓励提摩太要为主吃苦，竭力在神面前讨祂

的喜悦，作一个无愧的工人（二15）。若要成为官长

喜悦的兵，或要成为得奖的运动员，或要成为有美好

收成的农夫，都必须要靠平日不断的努力、锻炼、吃

苦，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换言之，他们各自心中都

因为有那荣耀、欢喜的目标和盼望，所以，就会甘心

乐意的在平日的生活中，持之以恒，以吃苦的心志，

去锻炼、努力、耕耘；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心中所

向往的收获和荣耀。

同样的，主的仆人，因为有那摆在前面的，神可

靠的应许——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永远的荣

耀（二10），也就会像保罗一样，愿意为福音忍受苦

难，把恩惠的道传给神的百姓，好叫他们也可以得着

这个荣耀的福分（二9-13）。保罗因为确信复活的救

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死废去，借福音把那不能朽坏的

生命彰显出来，因此保罗为这恩惠的道，甘愿作传道

的，作使徒，做师傅；甘心受苦，不以福音为耻，因

为保罗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主能保守他所交付祂

的，直到那日（一10-12）。

感谢主，祂不但拯救了我们，成为光明的子女，

而且还以祂的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

按祂的旨意和恩典（一9）。我恳求施恩的主，帮助

我们每一位有心要事奉祂的人，愿意在主里有个谦卑

事奉的心志，靠主放胆的传道，愿意为主吃苦尽忠，

使神恩惠的道能被广传，开花结果，并能继续的传

承，直到祂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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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秋季课程

9月23-10月4日

读经是基督徒正常生活的表现，
传道人更应该喜爱读经、系统读
经、深入读经。实用读经法帮助
同学从认识圣经的重要性、了解
新旧约的连续性到如何解释各种
文体的经文。只有会读经、会解
经的人才会讲经，因此上课时理
论、实作并重。

李健长老

实用读经法

10月7-18日

你是否发奋读经，但总是停留在
新约？面对旧约的﹄浩瀚﹄，却
不知道如何入门？旧约以色列史
和先知书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本课程以宏观的角度，提供详细
的历史地理背景、图表、大纲讲
解逐卷的背景、写作目的、意义
和关联。引导学员速读旧约圣经
一遍，进而产生读圣经的兴趣，
体验神话语的奇妙。

谢丽华老师

旧约纵览

9月16-20日

课程之目的在发展一套灵命塑造
之圣经神学，帮助信徒倚靠圣
灵、透过属灵习惯的操练，认识
自己内在生命，建立与神亲密的
关系，塑造像基督的品格，连结
人际的互动，以完成神在个人身
上的计划和使命。 杜荣华长老

灵命塑造

全学期课程

教会的建造不能单靠一两位牧
者，恩赐配搭的团队事奉是圣经
的教导，更是兴旺福音、建造教
会的重要基础。课程内容包括团
队事奉的圣经神学、团队的建
造、团队事奉的意义与目标、团
队的选择与培育、教会中团队的
运用、组织与分工、责任与目
标、异象与使命等。

王贵恒博士

团队建造与
事奉

10月7-18日

讲道并不是讲出自己所认识、体
会的道裡，乃是传讲神在圣经中
清楚启示的真理，因此必须能准
确的解开神的话。讲道也不是将
圣经真理平铺直叙地阐释出來，
乃是透过讲道者的人格，将神对
当代特别的心意倾倒出來，因此
讲道者必须长期在神面前領受和
预备。

李健长老

讲道实习二

全学期课程

希伯来书是新约书信中最强调基
督是超过一切的书卷，而且从作
者写作的技巧和内容中，可以看
到他对犹太教的敬拜礼仪及旧约
圣经的知识，极为熟悉。到底希
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受众要传递
什麽样的信息？这个信息对二十
一世纪的信徒还是很实际和重要
吗？希伯来书的解释，会遇到不
同的看法；然而，本课程期待帮
助学生了解这些不同的看法，进
而能够熟悉本卷书的基本架构、
内容、神学、信息及对现今个人
和教会的提醒和应用。

叶雅莲博士

希伯来书

校友每学期免费旁听一门课程，请洽询教务处

说明：

1. 详细上课时间及报名表，请参阅欧华官网的日课表链接 
 （http://www.icbsie.org/academics/日课表/）。

2. 李健长老之讲道实习二课程之修课条件为应先修实用读经
法与讲道实习一课程。

3. 欢迎教会同工及有心接受装备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牧长或
负责人的推荐下，尽早报名选读（最迟於开课前二周，名
额有限），填妥报名表请电邮至本院教务处
(studies@icbsie.com）进行审理作业。

教牧博士科开课计划如下表，欲申请就读教牧博士科者，
请进入本院网站查询细节。

2019年9月2-6日  
廖元威博士、陈志宏博士

教会论与应用

2020年2月17-21日
叶雅莲博士、胡维华博士

新旧约释经与讲道

2020年9月14-18日
李清珠博士

教牧谘商辅导

�課程簡介



本次研习会对我个人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每一堂的信息就像利剑正中我的心脏，让我的生命在

神的道面前被剖开；又像一面面镜子，让我越来越认

清自己的面目。借着神仆人的宣讲，再次思想到神的

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浩大。今天在神面前的服事完全不

是自己有什么，都是基于恩典；全人全心服事神、爱

神和遵行祂的诫命不是因为条件，乃是回应神的爱；

同时又被提醒到在各样的环境中要对神有信心、相信

神必掌权；此外，也要常常反省自己服事的对象是否

是神，还是迷失在其他事物之中；最后，在闭幕的信

息中，也刺激我去思考当如何在神所托付我的事上忠

心。借着这些信息，让我认识到自己要在哪些方面有

所调整和改变，以至给我生命成长带来极大的帮助。

其中让我最扎心的是，会中提醒了我要看重个人

与神的关系。尤其在“十诫与我”这堂信息中，讲员指

出神与百姓立约的关系是“我你”的关系，虽然十诫是

神与当时以色列民之间的约定，却在十诫的文本中只

针对“你”，可见神看重的是与每个人立约，并不是群

体。这点是我从来没有留意到的，原来神是这么地在

乎我个人是否跟随祂、守祂的诫命。这让我想到，复

活之后的耶稣在海边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曾预告彼得

将来如何受难，当彼得要问耶稣门徒约翰的结局的时

候，耶稣却回道：“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回顾

最近几年在教会与同工一起服事的经验，我发现自己

就是一个“关注”别人身上问题的牧者，总是看不上这

个、嫌弃那个，好像自己是明眼的、别人是糊涂的；

少有自我反省的时间和机会，甚至还常常摆出一副受

害者的姿态。讲员又在信息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教会

的问题出在“我”，而非其他人。想到这些，我心里感

到非常羞愧。值得感恩的是，神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

学习降服，当我在神和同工面前懊悔并请求原谅的时

候，祂让我尝到心中无比喜乐的滋味。很明显，服事

研习会心得报告

陈华冠传道／第二届校友，巴塞罗那南区堂传道

生命成长与教会事奉

的环境和人事并没有改变，只因为我自己改变了，问

题就解决了。不得不承认，教会的问题出在“我”身

上，事实如此！

除了主题信息给我的帮助，整个研习会的设计也

让我印象深刻。这是一个非常看重团队服事的研习

会。这点从报名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不接受个

人、只接受以教会为单位、由领袖带领同工团队的报

名。而且我非常喜欢白天有大会分组讨论和晚上照堂

会分组讨论的方式，这样既看重同一个教会在共同异

象和观念上的建立，又尽可能地通过接触不同教会的

同工而刺激与会者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来思考；既可

使教会团队更有凝聚力，又可以避免故步自封。还有

一点让我最印象深刻和感动的是，教会之间的同工打

破藩篱、同台服事、彼此问安的氛围，圣灵动工使整

个会场充满喜乐、温暖以及合一的景象。特别是当我

知道有些教会之间原本不怎么来往、或充满竞争、甚

至有伤害和怨恨的，竟然可以在基督里彼此切实相

爱，真是感叹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有一位牧者在

访谈中被问及与同工之间关系的期盼，他分享到自己

希望可以“与同工一起白头到老”，这是多么美好的画

面啊！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我心里对神说：

“这个梦我也作定了！” 因此，整个营会都让我非常强

烈地感受到对“团队”的看重，这不是能设计出来的，

而是生命自然流露出来的；我们也许还不一定做得

到，却对此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营会结束之后，我知道自己需要很多时间去咀嚼

回荡在心中的感动及收获，同时也需要面对自己个人

和教会服事团队中各样现实的挑战。愿这次的收获不

只是停留在营地和心中，更能够在我的生命和教会服

事中活出来！

合一

� 生命成长与教会事奉研习会心得报告



非常感恩，可以连续两次参加欧华神学院校友会

所主办的《生命成长与教会事奉研习会》。第一届的

研习会于2017年10月在荷兰举办，当时不仅欧华的学

生尽数前往，更是从世界各地聚集了很多优秀的牧长

同工一同参与，让每一位与会的弟兄姐妹都收获颇

丰，今年研习会的规模更是达到250人之多。整个大

会延续上一届的形式，以信徒的生命成长为信息的主

轴，配合不同方面的专题讲座带出实际在教会事工中

所面临的问题。

在大会中，几位讲员都提到了“生命的改变”这一

主题。每一个追求信仰生活的人都应该追求生命的改

变。这不是一句空口的白话，而是需要我们实际付出

代价的。今天我们常常提到自己忙于生活、家庭和教

会的服事，而疏于关注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在这次

的大会中，最提醒我的是，如果我要有属灵生命的成

长，我愿不愿付出那个代价呢？当我们提到成长，习

惯性的会认为是自然而然发生，又或者是外来养分的

加持。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口中，提到我们的信仰生

命，祂讲到修剪的必要性。这修剪是来自神的心意，

更是需要我们去勇敢的回应祂。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

不改变，不付上代价。那么我们的成长就真的非常有

限，甚至我们会活在一个自满自足的虚假的环境当

中。所以经过这次的大会，我也立志要改变我生命当

中有限的地方。

其次，教牧同工们的分享让人眼前一亮。在铿锵

教牧行的部分，负责分享的都是欧华头二届毕业的学

长们，他们已经有多年的牧会经验。很高兴看到他们

愿意在大家面前分享牧者真实的一面，包括谈到他们

与同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他们遇到困难时的选择和

决定。这让我看到不同牧者身上的不同思考方式和特

质。甚至这种特质的表现是直接和他们所牧养的教会

群体是有关的。他们回答同一个问题时，在比较理性

  

的教会，他们可能更注重于逻辑的分析和转移焦点回

到关系的身上；而在较以商贸从业者为主的教会，则

容易强调属灵的利益和得失的问题。这是我过去没有

想过的，也真是看到这些长辈在实际的牧养环境中走

出一条路来。

我们都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更多地参与之后的教

牧研习会。因为这是在欧洲的华人教会，特别是在第

一线的教牧同工彼此分享和成长的好机会。从我个人

的期待而言，在大堂信息的部分，研习会贯彻传讲生

命更新的信息之策略是非常正确的。就如同我们的题

目，生命成长要优于教会事工。大会每一堂信息都深

深扎入我们这些服事者的心里，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主

耶稣的生命。在教牧问答的部分，我们讨论了当下最

需要面对的教会议题，大会事先根据目前欧洲的情况

提出一些问题，每一个讲员都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这样就是从一个欧洲整体的方面来探讨教会的需要，

例如，同性恋的议题、购堂的议题以及神学教育的议

题。铿锵教牧行是大会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这样的

尝试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它非常直观的将教牧同工

和教牧问题带到人的面前。在专题的部分，我个人更

加希望可以看到一些事工的内容。让欧洲各个教会在

会场中分享自己是如何安排教会中不同年龄层的事

工、如何做门训、如何筹备营会等等，形成一个更好

的交流环境。欧洲华人教会多年的成长经验已经告诉

我们，“拿来主义”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是行不通的，

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盼望有一天可以有更

多的教会能在这样的研习会中彼此分享自己成功的案

例，成为他人的借鉴。

最后，盼望这样的研习会可以越办越好，有更多

的校友、校外的同工加入其中。使得研习会成为一个

品牌和平台一同促进欧洲教会的健康成长。

江平／道学硕士科在校生

改变

�



刘琼瑶
一生学习，一生呈现

艾福忠
感谢上帝，拣选呼召；

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神学装备，方兴未艾；

跟随上主，后福无量。

唯愿吾己，忠心到底！  

胡晓明
原以为欧华三年漫长尚有明日，
也以为一生道路漫长可待将来⋯⋯
当走之路甚远，却是始于当下；
愿得智慧之心，警醒忍耐坚立，
求主帮助！

林晓湉
三年神学，经历了神的恩典，管教
与陪伴。经历高山，也经历了低
谷。在顺境或是绝境中，神的工作
没有停歇。感恩学校在我最需要的
时候给我帮助，感恩同学一路的陪
伴与鼓励。踏出校门是另一个开
始。不期待一生风平浪静，只祈求
不辱当初的呼召。

叶敬智
祂舍己，使我活着。

我舍己，因祂复活。

黄震强
这是属天气质学习的三年，在起居
作息之间，有喜乐的气质；在工作
中有主信实的气质；在难处中有忍
耐的气质；在争分夺秒的时刻有平
安的气质；在事奉中显出主慈爱的
气质；在面对人的时刻有主恩慈怜
悯的气质。   

叶梦思
传道书三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
务都有定时。”在欧华装备有时，毕
业于欧华亦有时。欧华三年虽短，
所受装备终生受用。装备永不止
境，定要常回欧华，回炉再造。   

胡德明
信仰与生活既是分不开的，学习与
生活更是如此。在欧华的学习虽然
不易，却让我在信仰与生活的挑战
与调整上，给了我很多生命内化的
空间。感恩在欧华的日子、感谢主
的引领、诸位师长的谆谆教导、及
同学们的包容及爱护。

� 毕业生感言

陈华冠
学无止尽，活到老、学到老！

标竿人生，努力跑、跑到底！



�

钱颖颖
初见不知校之美，再见已是校中人。
“欧华”三年对我来说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却是神精心的设计，让我的知识被提升，
眼界被开阔，生命被对付。
感谢神借“欧华”赐我难以言喻的恩典。
我愿回应呼召成为神所要我成为的，做神
所要我做的，一生竭力相随！

尚海鸥
我一生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求你指教我数算日子
悠悠余生四十载岁月
得着智慧善终归尘土

李锡安
是主的恩典与怜悯，使弟兄在欧华
装备，为来服事祂自己，内心充满
无限感恩！感谢家人的等待，感谢
浸信会的代祷、曼雷莎华人教会的
接纳宽容，感谢欧华老师、同学的
陪伴鼓励，更感谢主的眷顾与保
守！愿持守真理，勤做主工，勇敢
服事，衷心到底！

张媛媛
再毕业无比感恩！边读书边照顾孩子
实在困难，这其中宝贵的成长、生命
的塑造、友谊的丰收，饱尝神丰满的
恩典。

成长离不开神学院的精心培育，也离
不开教会的支持认可！让主不断修剪
使我们夫妇谦卑服事教会！

黄则快
感谢总会牧长、同工们的支持！感
谢教会弟兄姊妹与家人们的勉励！
同时也感谢神学院老师们的教导和
同学们的陪伴！愿能将在校所学
的，于日后服事时活用出来，也愿
起初事奉主，服事人的心志靠主永
不改变！

肖诗建
时光飞逝如流水，春花秋色几轮
回，我要毕业了，两年校园生活
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每位
老师的音容笑貌，言传身教，同
学们彼此相爱，都是我学习的榜
样，荣耀归给神。

任圣洁
如若不来欧华，我等妄自尊大，
如若不因欧华，我仍井底之蛙！
一百字的感言，如何表达在欧华
的求学生涯，
一辈子的荣幸，但愿不负你呕心
沥血的年华！
谢谢你，我的母校，我的欧华！

李生
在欧华神学院一年的学习，是神
奇妙的带领，谢谢老师以生命影
响学生的成长。



消息代祷事项

本院第八届毕业典礼于2019年6月19日（三）下午
5:00在巴塞罗那举行。本届共有17位毕业生步出校
门，被主差往各地事奉神。毕业生感言详见内页，请
弟兄姊妹迫切为他们前面的道路代祷，求主大大使
用。

2019学年度的招生持续进行中，请为已报名的考生代
祷能顺利入学，也仰望主继续呼召更多人献身事奉
主，愿意跨出信心的一步前来欧华接受完整的神学装
备。

请为本院今年申请加入亚洲神学协会（ATA）成为会
员一事代祷。盼能及时完成一切预备工作，顺利通过
审查认证。

为了因应日渐增加的学生及教师同工，学院正积极地
寻找更大的校地或建物，求神赐下合适的地点，并亲
自供应建校所需一切的经费。

2019年第一学期（9月至隔年1月）的课程已开放选
修，详见内页，欢迎有志进深学习的弟兄姊妹报名上
课。

2019年6-10月本院延伸课程开课情形如下。有意参
加以下课程者，请向开课教会洽询。若您的教会有意
申办课程，请洽本院外展处。

10/31-11/3 教会建造 王贵恒院长罗马思恩堂

10/31-11/3 情绪管理 谢丽华老师
西华教会

Valencia堂

10/31-11/3 教会历史-
巴黎巡礼 郑路加老师法国华人教会

06/06-09 灵命塑造 谢丽华老师
博洛尼亚
华人教会

06/25-30 婚姻与家庭
魏伶如老师
林木笔老师

匈牙利华人教会

07/05-07 婚姻与家庭 魏伶如老师
林木笔老师布拉格华人教会

07/11-14 使徒信经 郑路加老师
Prato华人
复兴教会

07/28-31 新约知多少
（下） 黄惠真老师

博洛尼亚
华人教会

09/05-08
马太福音

单卷
叶雅莲老师布拉格华人教会

09/20-22 读经法入门
（二） 李  健长老

博洛尼亚
华人教会

09/25-29 灵命塑造 杜荣华长老罗马思恩堂

09/25-29 耶稣生平 叶雅莲老师
西华教会
Málaga堂

10/11-14 创世记 王  柏牧师布拉格华人教会

10/27-30 认识异端 葛道宁牧师
博洛尼亚
华人教会

� 学院消息

家有喜事

本院第一届校友季小彬已于4月28日经西班牙华人基
督教会按立为牧师。荣耀归神！愿神赐福他的家庭与
事奉。

备注：敬请留意，延伸课学分无法与正式神学院课程学分相抵。

欧洲地区 （银行汇款）
帐户：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IN EUROPE 
帐号：ES78 0081 0012 1700 0186 6493
BANK: BANCO SABADELL
SWIFT: ESABESBBXXX

台湾地区 (银行汇款及邮政划拨) 
户 名 ： 社 团 法 人 台 北 市 吴 勇 长 老 生 命 价 值 传 承 协 会 
上海商业银行储蓄部分行：03102000673600 
邮政划拨帐号：50348851

美国地区 (支票邮寄)
地址：E-Mission World
2411 Thomashire Court,Charlotte, NC 28262 
请注明：奉献至ICBSIE (国际欧华神学院)， 并提供收据的邮
寄地址。

奉献途径

支持今日的神学教育，造就明日合神心意的工人;为欧
洲教会训练牧者，为普世禾场培育宣教人才。您可通
过以下奉献途径，来支持国际欧华神学院的神学教
育。奉献将用作学院经常费、学生奖助学金以及建校
基金。

收支報表

经常费

2019年1月1日－2019年4月30日

上期余绌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余绌 

经常费总余绌（欧元+台币） 

 

79,401.95

 

建校基金 263,898.53 € 

-102,163.69 

236,791.28 

196,736.85 

-62,109.26 

 NTD 6,409,434

 NTD 253,567

 NTD 1,627,015

 NTD 5,035,986

欧元                      台币

汇率：1欧元 = 35.6新台币

你爱我吗？
牧养我的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