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歐華舉行第八屆的畢業典禮，令人振奮的是，這次共有十七位同

學從不同的科別裡畢業。他們將在歐洲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教會、不同的崗

位上，為主盡忠。不論他們在教會的哪個區塊裡事奉，不論他們過去事奉的時

間有多久，不論他們的年紀是多少，恩賜是什麼，單身或已婚，他們都是主所

使用的器皿。在他們即將畢業離校的時候，我想從三方面來作為我們一起的勉勵

和提醒：

謙卑事奉

多了一張文憑，並不是多了一個謀生的機會，而是多了一份事奉的責任。在神學

院的學習裡，不單會增加一些聖經的知識和事奉的技巧，也該多有一些生命的成長和

靈裡的謙卑。

記得保羅對他曾牧養過三年的以弗所教會的領袖，在米利都作最後的勸勉時，首

先提到的就是：服事主凡事謙卑（徒二十19）。保羅在他們中間事奉的歲月裡，不但

在生活上自食其力，沒有拿他們任何的錢財衣物，反倒還供應同工的需用（二十

31、33）。按世界的習慣來說，保羅大可在他們中間抬頭挺胸，使用他使徒的權

柄，大聲說話。不是嗎？美國總統川普，權高位重，財大氣粗，霸氣十足。

他似乎目中無人，替換不中意的幕僚，就似脫衣穿衣那樣的快速。可是，

保羅對長老們重覆地強調：他在他們中間始終的為人都是一致的。他不但

放下身段，而且三年裡時常晝夜不住流淚地牧養他們，勸誡他們各人（二

十18-19a、31）。他的捨己勞苦，為的就是要使他們和所有的信徒將來能

得神的基業（二十32）。

放膽傳道

多了一張文憑，並不因此受到的挑戰就會減少些，不會因此對主裡生

命的建造就更加地容易。保羅從神領受了極多的屬靈知識和洞見；然而，

他所建立和牧養的教會，不論是在小亞細亞的加拉太、以弗所，還是在歐

洲的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和哥林多，都遇到了許多的艱難和挑戰，經歷了

內憂和外患。同樣地，今天在歐洲傳福音，又何嘗是件容易的事？不但有

個人主義的潮流和後現代文化的興盛，異端邪說也比比皆是。再加上社會

道德標準的低落、媒體的發達、交通的方便，罪惡和毒品得以迅速的擴散

起來︑發光，
傳神恩惠的道！  專任老師／葉雅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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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發光，傳神恩惠的道

話？因為耶穌應許過祂的門徒：祂離開之後，會差遣

聖靈住在他們的心裡（約十六7）。聖靈保惠師會引

導他們想起耶穌的話，會使他們進入真理、明白真理

（十六13）。在五旬節之後，主的門徒都因聖靈的內

住，不再彼此爭風吃醋，生命漸漸的全然被主更新：

彼得從驕傲變為謙卑，強調信徒要為神忍受冤屈的苦

楚（彼前二19）；約翰從雷子變為愛的使徒，強調神

就是愛，要信徒彼此相愛（約壹三23，四8、11、

16）；保羅從罪魁變為使徒，強調與主一同受苦，也

必和祂一同得榮（羅八17b）。他們都甘願為神道的宣

揚和傳承，吃苦耐勞，到處奔走。甚至為福音遠走他

鄉，從巴勒斯坦或大數進入小亞細亞；彼得和保羅甚

至進入歐洲（彼前一1；徒十五11-十八17），且為主

殉道在羅馬。為何他們甘願為主吃苦、擺上一切？

保羅用了三個比喻：士兵、比武、農夫（提後二

1-7）來鼓勵提摩太要為主吃苦，竭力在神面前討祂

的喜悅，作一個無愧的工人（二15）。若要成為官長

喜悅的兵，或要成為得獎的運動員，或要成為有美好

收成的農夫，都必須要靠平日不斷的努力、鍛煉、吃

苦，才能獲得最後的成功。換言之，他們各自心中都

因為有那榮耀、歡喜的目標和盼望，所以，就會甘心

樂意的在平日的生活中，持之以恆，以吃苦的心志，

去鍛煉、努力、耕耘；否則，他們就不會得到心中所

嚮往的收獲和榮耀。

同樣的，主的僕人，因為有那擺在前面的，神可

靠的應許——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永遠的榮

耀（二10），也就會像保羅一樣，願意為福音忍受苦

難，把恩惠的道傳給神的百姓，好叫他們也可以得著

這個榮耀的福份（二9-13）。保羅因為確信復活的救

主耶穌基督，已經把死廢去，藉福音把那不能朽壞的

生命彰顯出來，因此保羅為這恩惠的道，甘願作傳道

的，作使徒，做師傅；甘心受苦，不以福音為恥，因

為保羅知道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主能保守他所交付祂

的，直到那日（一10-12）。

感謝主，祂不但拯救了我們，成為光明的子女，

而且還以祂的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而是

按祂的旨意和恩典（一9）。我懇求施恩的主，幫助

我們每一位有心要事奉祂的人，願意在主裡有個謙卑

事奉的心志，靠主放膽的傳道，願意為主吃苦盡忠，

使神恩惠的道能被廣傳，開花結果，並能繼續的傳

承，直到祂的再來！

傳遞。歐洲多國的法律更對同性婚姻訂定了它的合法

性，還有恐怖主義在各地對基督信仰及百姓的威嚇和

攻擊。我們處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中，是否仍有勇氣

靠主傳神恩惠的道？

保羅的典範，仍是我們的榜樣和鼓勵：在以弗所

教會牧養的時候，他不但經歷了自己同胞有策劃性的

陷害，也受到神時常給他的測試（徒二十19b）；然

而，保羅重覆地強調：凡與他們有益的，是屬神旨意

的；不論是在公開的場合，還是在私下家裡的時候，

他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二十20、27）。他勇敢地向

所有的人傳講神悔改赦罪的道，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為 的 是 要 把 人 帶 進 神 光 明 的 國 度 （ 二 十 2 1 、

25-26）。保羅也要以弗所教會的領袖為自己和群羊

謹慎、警醒、守望，因為未來會有異端進入教會，甚

至他們中間，也會有人悖道而行，不愛羊群，為利忘

義（二十28-30）。保羅卻把這些領袖交托給神和祂

恩惠的道（二十32），要他們學習他的榜樣，勇敢傳

講神的道，扶助軟弱的肢體，因為耶穌說：施比受更

為有福（二十35）。

願意受苦

多了一頂帽子，並不代表事奉時會少吃些苦。耶

穌說：學生不能高過老師，指的就是有關為道受苦的

事（太十24）。耶穌的門徒後來傳道的時候，他們受

到的困苦，沒有少過老師耶穌的經歷。事實上，耶穌

的十二個門徒，除了背叛祂的猶大上吊身亡之外，其

他十一個都是為道受苦、受打、受逐、受死、受釘。

同樣地，保羅為主道所受的苦，摘要性地自陳在哥林

多後書中（十一25-27）；然而，靠著主的恩，他們

都勝過了。這也是為何保羅在獄中生死未卜，卻還要

語重心長的勸勉，其實是命令年輕的提摩太，他親愛

的屬靈的兒子，不要靠自己的能力，而要在基督耶穌

的恩典裡剛強起來（提後二1），要勞苦和忠心的把神

的道傳承下去，要傳給那些可以忠心教導別人的人

（二2）。他要提摩太學習他的榜樣，甘願為主，一

起為教導和傳揚神恩惠的福音同受苦難，作基督耶穌

的精兵（二3）。

同學們，不論你們在歐華學習了多久，領受了多

少，我相信只要你們求主，主必賜你們一切屬靈的智

慧和悟性，可以明白和傳揚祂恩惠的道，就像保羅對

提摩太說的：我所說的話，你要思想，因為凡事主必

給你聰明（二7）。保羅為何這麽有信心說這樣的



2019秋季課程

9月23-10月4日

讀經是基督徒正常生活的表現，
傳道人更應該喜愛讀經、系統讀
經、深入讀經。實用讀經法幫助
同學從認識聖經的重要性、了解
新舊約的連續性到如何解釋各種
文體的經文。只有會讀經、會解
經的人才會講經，因此上課時理
論、實作並重。

李健長老

實用讀經法

10月7-18日

你是否發奮讀經，但總是停留在
新約？面對舊約的「浩瀚」，卻
不知道如何入門？舊約以色列史
和先知書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麽？
本課程以宏觀的角度，提供詳細
的歷史地理背景、圖表、大綱講
解逐卷的背景、寫作目的、意義
和關聯。引導學員速讀舊約聖經
一遍，進而產生讀聖經的興趣，
體驗神話語的奇妙。

謝麗華老師

舊約縱覽

9月16-20日

課程之目的在發展一套靈命塑造
之聖經神學，幫助信徒倚靠聖
靈、透過屬靈習慣的操練，認識
自己內在生命，建立與神親密的
關系，塑造像基督的品格，連結
人際的互動，以完成神在個人身
上的計劃和使命。 杜榮華長老

靈命塑造

全學期課程

教會的建造不能單靠一兩位牧
者，恩賜配搭的團隊事奉是聖經
的教導，更是興旺福音、建造教
會的重要基礎。課程內容包括團
隊事奉的聖經神學、團隊的建
造、團隊事奉的意義與目標、團
隊的選擇與培育、教會中團隊的
運用、組織與分工、責任與目
標、異象與使命等。

王貴恆博士

團隊建造與
事奉

10月7-18日

講道並不是講出自己所認識、體
會的道裡，乃是傳講神在聖經中
清楚啟示的真理，因此必須能準
確的解開神的話。講道也不是將
聖經真理平鋪直敘地闡釋出來，
乃是透過講道者的人格，將神對
當代特別的心意傾倒出來，因此
講道者必須長期在神面前領受和
預備。

李健長老

講道實習二

全學期課程

希伯來書是新約書信中最強調基
督是超過一切的書卷，而且從作
者寫作的技巧和內容中，可以看
到他對猶太教的敬拜禮儀及舊約
聖經的知識，極為熟悉。到底希
伯來書的作者對他的受眾要傳遞
什麼樣的信息？這個信息對二十
一世紀的信徒還是很實際和重要
嗎？希伯來書的解釋，會遇到不
同的看法；然而，本課程期待幫
助學生了解這些不同的看法，進
而能夠熟悉本卷書的基本架構、
內容、神學、信息及對現今個人
和教會的提醒和應用。

葉雅蓮博士

希伯來書

校友每學期免費旁聽一門課程，請洽詢教務處

說明：

1. 詳細上課時間及報名表，請參閱歐華官網的日課表連結
 （http://www.icbsie.org/academics/日課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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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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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早報名選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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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博士科開課計劃如下表，欲申請就讀教牧博士科者，
請進入本院網站查詢細節。

2019年9月2-6日  
廖元威博士、陳志宏博士

教會論與應用

2020年2月17-21日
葉雅蓮博士、胡維華博士

新舊約釋經與講道

2020年9月14-18日
李清珠博士

教牧諮商輔導

�課程簡介



本次研習會對我個人生命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每一堂的信息就像利劍正中我的心臟，讓我的生命在

神的道面前被剖開；又像一面面鏡子，讓我越來越認

清自己的面目。藉著神僕人的宣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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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有什麼，都是基於恩典；全人全心服事神、愛

神和遵行祂的誡命不是因為條件，乃是回應神的愛；

同時又被提醒到在各樣的環境中要對神有信心、相信

神必掌權；此外，也要常常反省自己服事的對象是否

是神，還是迷失在其他事物之中；最後，在閉幕的信

息中，也刺激我去思考當如何在神所托付我的事上忠

心。藉著這些信息，讓我認識到自己要在哪些方面有

所調整和改變，以至給我生命成長帶來極大的幫助。

其中讓我最扎心的是，會中提醒了我要看重個人

與神的關系。尤其在「十誡與我」這堂信息中，講員

指出神與百姓立約的關系是「我你」的關系，雖然十

誡是神與當時以色列民之間的約定，卻在十誡的文本

中只針對「你」，可見神看重的是與每個人立約，並

不是群體。這點是我從來沒有留意到的，原來神是這

麼地在乎我個人是否跟隨祂、守祂的誡命。這讓我想

到，復活之後的耶穌在海邊向門徒顯現的時候，曾預

告彼得將來如何受難，當彼得要問耶穌門徒約翰的結

局的時候，耶穌卻回道：「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

吧！」回顧最近幾年在教會與同工一起服事的經驗，

我發現自己就是一個「關注」別人身上問題的牧者，

總是看不上這個、嫌棄那個，好像自己是明眼的、別

人是糊塗的；少有自我反省的時間和機會，甚至還常

常擺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態。講員又在信息中一針見血

地指出，教會的問題出在「我」，而非其他人。想到

這些，我心裡感到非常羞愧。值得感恩的是，神藉著

聖靈的光照讓我學習降服，當我在神和同工面前懊悔

並請求原諒的時候，祂讓我嘗到心中無比喜樂的滋味。

研習會心得報告

陳華冠傳道／第二屆校友，巴塞隆那南區堂傳道

生命成長與教會事奉

很明顯，服事的環境和人事並沒有改變，只因為我自

己改變了，問題就解決了。不得不承認，教會的問題

出在「我」身上，事實如此！

除了主題信息給我的幫助，整個研習會的設計也

讓我印象深刻。這是一個非常看重團隊服事的研習

會。這點從報名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來：不接受個

人、只接受以教會為單位、由領袖帶領同工團隊的報

名。而且我非常喜歡白天有大會分組討論和晚上照堂

會分組討論的方式，這樣既看重同一個教會在共同異

象和觀念上的建立，又儘可能地通過接觸不同教會的

同工而刺激與會者有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來思考；既可

使教會團隊更有凝聚力，又可以避免故步自封。還有

一點讓我最印象深刻和感動的是，教會之間的同工打

破藩籬、同台服事、彼此問安的氛圍，聖靈動工使整

個會場充滿喜樂、溫暖以及合一的景象。特別是當我

知道有些教會之間原本不怎麼來往、或充滿競爭、甚

至有傷害和怨恨的，竟然可以在基督裡彼此切實相

愛，真是感嘆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有一位牧者在

訪談中被問及與同工之間關系的期盼，他分享到自己

希望可以「與同工一起白頭到老」，這是多麼美好的

畫面啊！這句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裡，我心裡對神

說：「這個夢我也作定了！」 因此，整個營會都讓我

非常強烈地感受到對「團隊」的看重，這不是能設計

出來的，而是生命自然流露出來的；我們也許還不一

定做得到，卻對此充滿了強烈的渴望。

營會結束之後，我知道自己需要很多時間去咀嚼

回蕩在心中的感動及收獲，同時也需要面對自己個人

和教會服事團隊中各樣現實的挑戰。願這次的收穫不

只是停留在營地和心中，更能夠在我的生命和教會服

事中活出來！

合一

� 生命成長與教會事奉研習會心得報告



非常感恩，可以連續兩次參加歐華神學院校友會

所主辦的《生命成長與教會事奉研習會》。第一屆的

研習會於2017年10月在荷蘭舉辦，當時不僅歐華的學

生盡數前往，更是從世界各地聚集了很多優秀的牧長

同工一同參與，讓每一位與會的弟兄姐妹都收穫頗

豐，今年研習會的規模更是達到250人之多。整個大

會延續上一屆的形式，以信徒的生命成長為信息的主

軸，配合不同方面的專題講座帶出實際在教會事工中

所面臨的問題。

在大會中，幾位講員都提到了「生命的改變」這

一主題。每一個追求信仰生活的人都應該追求生命的

改變。這不是一句空口的白話，而是需要我們實際付

出代價的。今天我們常常提到自己忙於生活、家庭和

教會的服事，而疏於關注自己屬靈生命的成長。在這

次的大會中，最提醒我的是，如果我要有屬靈生命的

成長，我願不願付出那個代價呢？當我們提到成長，

習慣性的會認為是自然而然發生，又或者是外來養份

的加持。但是在耶穌基督的口中，提到我們的信仰生

命，祂講到修剪的必要性。這修剪是來自神的心意，

更是需要我們去勇敢的回應祂。如果我們的屬靈生命

不改變，不付上代價。那麽我們的成長就真的非常有

限，甚至我們會活在一個自滿自足的虛假的環境當

中。所以經過這次的大會，我也立志要改變我生命當

中有限的地方。

其次，教牧同工們的分享讓人眼前一亮。在鏗鏘

教牧行的部份，負責分享的都是歐華頭二屆畢業的學

長們，他們已經有多年的牧會經驗。很高興看到他們

願意在大家面前分享牧者真實的一面，包括談到他們

與同工之間的關系，以及當他們遇到困難時的選擇和

決定。這讓我看到不同牧者身上的不同思考方式和特

質。甚至這種特質的表現是直接和他們所牧養的教會

群體是有關的。他們回答同一個問題時，在比較理性

  

的教會，他們可能更注重於邏輯的分析和轉移焦點回

到關系的身上；而在較以商貿從業者為主的教會，則

容易強調屬靈的利益和得失的問題。這是我過去沒有

想過的，也真是看到這些長輩在實際的牧養環境中走

出一條路來。。

我們都希望如果有機會可以更多地參與之後的教

牧研習會。因為這是在歐洲的華人教會，特別是在第

一線的教牧同工彼此分享和成長的好機會。從我個人

的期待而言，在大堂信息的部份，研習會貫徹傳講生

命更新的信息之策略是非常正確的。就如同我們的題

目，生命成長要優於教會事工。大會每一堂信息都深

深扎入我們這些服事者的心裡，讓我們的生命更像主

耶穌的生命。在教牧問答的部份，我們討論了當下最

需要面對的教會議題，大會事先根據目前歐洲的情況

提出一些問題，每一個講員都闡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這樣就是從一個歐洲整體的方面來探討教會的需要，

例如，同性戀的議題、購堂的議題以及神學教育的議

題。鏗鏘教牧行是大會一個大膽的嘗試，我想這樣的

嘗試是非常吸引人的，因為它非常直觀的將教牧同工

和教牧問題帶到人的面前。在專題的部份，我個人更

加希望可以看到一些事工的內容。讓歐洲各個教會在

會場中分享自己是如何安排教會中不同年齡層的事

工、如何做門訓、如何籌備營會等等，形成一個更好

的交流環境。歐洲華人教會多年的成長經驗已經告訴

我們，「拿來主義」在我們的這片土地上是行不通

的，我們必須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盼望有一天可以

有更多的教會能在這樣的研習會中彼此分享自己成功

的案例，成為他人的借鑒。

最後，盼望這樣的研習會可以越辦越好，有更多

的校友、校外的同工加入其中。使得研習會成為一個

品牌和平台一同促進歐洲教會的健康成長。

江平／道學碩士科在校生

改變

�



劉瓊瑤
一生學習，一生呈現

艾福忠
感謝上帝，揀選呼召；

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神學裝備，方興未艾；

跟隨上主，後福無量。

唯願吾己，忠心到底！    

胡曉明
原以為歐華三年漫長尚有明日，

也以為一生道路漫長可待將來⋯⋯

當走之路甚遠，卻是始於當下；

願得智慧之心，警醒忍耐堅立，

求主幫助！

林曉湉
三年神學，經歷了神的恩典，管教
與陪伴。經歷高山，也經歷了低
谷。在順境或是絕境中，神的工作
沒有停歇。感恩學校在我最需要的
時候給我幫助，感恩同學一路的陪
伴與鼓勵。踏出校門是另一個開
始。不期待一生風平浪靜，只祈求
不辱當初的呼召。

葉敬智
祂捨己，使我活著。

我捨己，因祂復活。

黄震强
這是屬天氣質學習的三年，在起居
作息之間，有喜樂的氣質；在工作
中有主信實的氣質；在難處中有忍
耐的氣質；在爭分奪秒的時刻有平
安的氣質；在事奉中顯出主慈愛的
氣質；在面對人的時刻有主恩慈憐
憫的氣質。      

葉夢思
傳道書三1「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
務都有定時。」在歐華裝備有時，
畢業於歐華亦有時。歐華三年雖
短，所受裝備終生受用。裝備永不
止境，定要常回歐華，回爐再造。   

胡德明
信仰與生活既是分不開的，學習與
生活更是如此。在歐華的學習雖然
不易，卻讓我在信仰與生活的挑戰
與調整上，給了我很多生命內化的
空間。感恩在歐華的日子、感謝主
的引領、諸位師長的諄諄教導、及
同學們的包容及愛護。

� 畢業生感言

陳華冠
學無止盡，活到老、學到老！

標竿人生，努力跑、跑到底！



�

錢穎穎
初見不知校之美，再見已是校中人。
「歐華」三年對我來說是一場美麗的意外，
卻是神精心的設計，讓我的知識被提升，
眼界被開闊，生命被對付。
感謝神藉「歐華」賜我難以言喻的恩典。
我願回應呼召成為神所要我成為的，做神所
要我做的，一生竭力相隨！

尚海鷗
我一生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求你指教我數算日子
悠悠餘生四十載歲月
得著智慧善終歸塵土

李錫安
是主的恩典與憐憫，使弟兄在歐華
裝備，為來服事祂自己，內心充滿
無限感恩！感謝家人的等待，感謝
浸信會的代禱、曼雷莎華人教會的
接納寬容，感謝歐華老師、同學的
陪伴鼓勵，更感謝主的眷顧與保
守！願持守真理，勤做主工，勇敢
服事，衷心到底！

張媛媛
再畢業無比感恩！邊讀書邊照顧孩子
實在困難，這其中寶貴的成長、生命
的塑造、友誼的豐收，飽嘗神豐滿的
恩典。

成長離不開神學院的精心培育，也離
不開教會的支持認可！讓主不斷修剪
使我們夫婦謙卑服事教會！

黃則快
感謝總會牧長、同工們的支持！感
謝教會弟兄姊妹與家人們的勉勵！
同時也感謝神學院老師們的教導和
同學們的陪伴！願能將在校所學
的，於日後服事時活用出來，也願
起初事奉主，服事人的心志靠主永
不改變！

肖詩建
時光飛逝如流水，春花秋色幾輪
回，我要畢業了，兩年校園生活
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每位
老師的音容笑貌，言傳身教，同
學們彼此相愛，都是我學習的榜
樣，榮耀歸給神。

任聖潔
如若不來歐華，我等妄自尊大，
如若不因歐華，我仍井底之蛙！
一百字的感言，如何表達在歐華
的求學生涯，
一輩子的榮幸，但願不負你嘔心
瀝血的年華！
謝謝你，我的母校，我的歐華！

李生
在歐華神學院一年的學習，是神
奇妙的帶領，謝謝老師以生命影
響學生的成長。



消息代禱事項

本院第八屆畢業典禮於2019年6月19日（三）下午
5:00在巴塞隆那舉行。本屆共有17位畢業生步出校
門，被主差往各地事奉神。畢業生感言詳見內頁，請
弟兄姊妹迫切為他們前面的道路代禱，求主大大使
用。

2019學年度的招生持續進行中，請為已報名的考生代
禱能順利入學，也仰望主繼續呼召更多人獻身事奉
主，願意跨出信心的一步前來歐華接受完整的神學裝
備。

請為本院今年申請加入亞洲神學協會（ATA）成為會
員一事代禱。盼能及時完成一切預備工作，順利通過
審查認證。

為了因應日漸增加的學生及教師同工，學院正積極地
尋找更大的校地或建物，求神賜下合適的地點，並親
自供應建校所需一切的經費。

2019年第一學期（9月至隔年1月）的課程已開放選
修，詳見內頁，歡迎有志進深學習的弟兄姊妹報名上
課。

2019年6-10月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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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本院外展處。

10/31-11/3 教會建造 王貴恆院長羅馬思恩堂

10/31-11/3 情緒管理 謝麗華老師
西華教會

Valencia堂

10/31-11/3 教會歷史-
巴黎巡禮 鄭路加老師法國華人教會

06/06-09 靈命塑造 謝麗華老師
博洛尼亞
華人教會

06/25-30 婚姻與家庭
魏伶如老師
林木筆老師

匈牙利華人教會

07/05-07 婚姻與家庭 魏伶如老師
林木筆老師布拉格華人教會

07/11-14 使徒信經 鄭路加老師
Prato華人
復興教會

07/28-31 新約知多少
（下） 黃惠真老師

博洛尼亞
華人教會

09/05-08
馬太福音

單卷
葉雅蓮老師布拉格華人教會

09/20-22 讀經法入門
（二） 李  健長老

博洛尼亞
華人教會

09/25-29 靈命塑造 杜榮華長老羅馬思恩堂

09/25-29 耶穌生平 葉雅蓮老師
西華教會
Málaga堂

10/11-14 創世記 王  柏牧師布拉格華人教會

10/27-30 認識異端 葛道寧牧師
博洛尼亞
華人教會

� 學院消息

家有喜事

本院第一屆校友季小彬已於4月28日經西班牙華人基
督教會按立為牧師。榮耀歸神！願神賜福他的家庭與
事奉。

備註：敬請留意，延伸課學分無法與正式神學院課程學分相抵。

歐洲地區（銀行匯款）
帳戶：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IN EUROPE 
帳號：ES78 0081 0012 1700 0186 6493
BANK: BANCO SABADELL
SWIFT: ESABESBBXXX

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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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註明：奉獻至ICBSIE (國際歐華神學院)， 並提供收據的郵
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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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報表

經常費

2019年1月1日－2019年4月30日

上期餘絀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餘絀  

經常費總餘絀（歐元+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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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                      臺幣

匯率：1歐元 = 35.6新臺幣

你愛我嗎？
牧養我的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