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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请差遣我！
  
文／谢丽华老师

立足欧洲．心系万邦 

2019.9
院讯 32期

欧华第八届毕业典礼剪影

2019年6月19日是欧华第八届毕业典礼，在风光明

媚的巴塞罗那海边小镇上，我们送走了17位相濡以

沫的毕业生，其中道学硕士9位、圣经硕士2位、教

牧学士1位、教牧证书3位、教会事工证书2位。三

百多位来自欧洲各地的亲友团和牧者同工温馨地见

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典礼充满庄严，满有主的同

在，荣耀归给祂！

欧华第八届毕业典礼充满感恩，首先，西班牙神

学院（IBSTE）院长Dr. Pedro Sanjaime，及西

班牙福音派联盟（FEREDE）执行秘书Dr. Mari-

ano Blázquez分别献上感恩和祝福。欧华可以落

户在欧洲，必须感谢西班牙神学院的支持和接

纳，多年来共用校舍和教室，促使欧华拥有跨文

化的学习氛围，我们深深感谢西班牙的肢体热烈

地与我们分享这神圣的时刻。

接着，由第三任院长王贵恒博士证道，讲题为「临

别密密嘱」，他以启示录二章12-17节，期许进入

禾场的基督新兵，面对后现代的挑战，要谨记别迦

摩教会的危机：巴兰及尼哥拉党的教训，也就是不

认识罪和神的公义，以及世俗化的危机。王院长勉

励毕业生要传讲整全的福音，并要诚实、谦卑地在

教会中埋下去，时常反省自己服事的动机和做法是

否偏离神的法则。严师慈父心肠表露无遗，这批毕

业生大都是在王院长任期内入学，如今看见学生成

材，即将为主重用，老院长不舍之情溢于言表，深

信每位毕业生仍常在师长的祷告和惦念之中。

王贵恒博士的勉励

毕业生与专任老师合影



� 主，请差遣我

颁授学位及证书的时刻，由叶雅莲老师宣布每位毕

业生的学位、服事岗位，由董事会主席李健长老、

常务董事邢凯牧师授袍，廖元威院长颁证。赠礼的

时刻，分别由董事会、学院、吴勇长老生命价值传

承协会、吴勇长老家人、及西班牙神学院的代表致

赠毕业生礼物，也特别赠礼给许多默默支持的配偶

们！欧华神学院的每位学生背后，有这么多海内外

的神仆和教会长年默默的付出，求主亲自一一报

答！

毕业生叶敬智致词时，会场响起阵阵的笑声，他说

神学院是神的仆人更深认识自己的地方。神学院是

一个揭露高级罪人的地方，我们可以为主放下一

切，但唯独不能放下那个已经为主放下了一切的自

己。神学院让我看见我比自己想像得更败坏，但神

学院也让我见证了恩典比我想像得更丰富。神学院

是神的仆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在神学院短短几年建

立的友谊，很可能会让我们受用一生。神学院是神

的仆人传承生命的地方。最为直接的，我们的生命

传承自神学院的老师，老师为我们学生舍己，是那

不可见的基督为我们舍己的具体表现。愿我们毕业

生在毕业之后如同一粒种子撒在教会，深深地埋在

教会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阿门！他的

分享实在是许多欧华人的心声！！

李健长老、常务董事邢凯牧师授袍

廖元威院长颁证 毕业生叶敬智致词

众牧者按手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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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高潮中，欧华诗班以时而婉转、时而高昂的

歌声向主唱出我们共同的心祷～《主，请差遣

我》。毕业生也在众人面前逐一宣誓，最后在众牧

者的按手和迫切祷告声中，许多毕业生流下感恩的

热泪，愿意一生衔命，为主而去～广传福音！在晚

宴中，许多人虽是第一次参加神学院的毕业典礼，

都表示非常地感动，不管是信息、毕业生致词、感

言、献诗等受深受激励！尤其是看到这么多人愿意

献身事主，尤其感动！

欧华创校十二年，毕业生累计80人，这是历年来

董事、老师、同工们扎实深耕以及众肢体代祷、奉

献的成果。欧华校友在欧洲各处逐渐发挥属灵的影

响力。这是神的工作，身历其境必然心存敬畏；我

们愿继续走在神的旨意中。也请代祷！

那些 美好的回
     成 了我 向前跑的动力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欧华诗班献诗

参与会众的投入与感动

8th
2019



（编按：本文为毕业生代表叶敬智同学在毕业典礼中

所发表感言。本刊特别登载全文，让读者们能更进一

步理解神学生们的内心世界。）

亲爱的院长、老师，各位董事及牧者，还有来自各个

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代表我们第八届的

毕业生在此分享毕业感言：

对于我们每一位蒙召全职事奉，预备自己进入禾场的

人来说，神学院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神学院是神的仆人更深认识自己的地方

加尔文说「一个人若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如

果我们承认自己对神的认识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对自

己的了解也应该是缺乏的。容我说，神学院是一个揭

露高级罪人的地方。作为教会的同工、传道人进入神

学院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不是普通的罪人，而

是罪人中的罪魁。当我们决定进入神学院的那一天，

我们以为自己如同沙漠修士进入沙漠那样，已经为主

撇下了一切，但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我们都带着——我

们的骄傲，我们的尊严，我们的情欲。所以当我们这

群人进入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就成了全世界最骄傲

的地区，我们可以为主放下一切，但唯独不能放下那

个已经为主放下了一切的自己。在神学院，我们会经

历一种试探，就是我们只是把「全然败坏」当作一个

教义去研究，而没有深深的懊悔；我们把「因信称

义」当作一个理论去讨论，却没有为之欣喜若狂。但

这样的神学教育并不是欧华神学院的目标，所以老师

们最常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膝盖平衡我

们的头脑。」神学院让我看见我比自己想像得更败

坏，但神学院也让我见证了恩典比我想像得更丰富。

感谢主，今天在座的各位见证我们这十七位毕业生能

够活着走出神学院，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运行最

好的证明。

毕 业 感 言
第八届毕业生代表／叶敬智

二、神学院是神的仆人抱团取暖的地方

在神学院短短几年建立的友谊，很可能会让我们受用

一生。在教会服事久了，有时候经历受伤的事情，我

总习惯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就好像当年的以利亚

躲在洞穴中一样。直到进入神学院，我和同学所建立

起的友谊，却给我在灵性上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我们

彼此打气，或互相安慰，或抱头痛哭，都让我们深深

体会到奔走天路，抱团是必要的。还有就是在我读书

的三年间，我见证了不少同学们一个人进来，两个人

牵着小手离开神学院，也有的是一对夫妻进来，一家

人小手牵大手地离开。今年我们的毕业生中就有三位

同学在神学院时期进入了婚姻，从这牵手率来看，我

们不禁感慨神学院还真是一个解决单身的好去处。我

引用2015年上映的一部爱情片的宣传语，它说：「我

们彼此相爱，就是为民除害。」家庭如此，教会如

此，神学院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三、神学院是神的仆人传承生命的地方

历史不是断层的，历史是历世历代的圣徒用他们的生

命将十字架传递到我们的身上的过程。作为今天的基

督徒，我们的信仰传承自基督，传承自初代教父，传

承自宗教改革家，传承自近代的神学家，但最为直接

的，我们的生命传承自神学院的老师。老师为我们学

生舍己，是那不可见的基督为我们舍己的具体表现。

并且老师为我们学生舍己，也成为了我们为信徒舍己

的动力。想到叶老师查出癌症之后在治疗的过程中仍

坚持要回来给我们学生上课。想到两位院长，如此高

龄却仍旧愿意摆上自己，住在学生中间帮助我们成

长，想到亦师亦友的黄老师和郑老师以及谢老师陪伴

我们经历每一个痛苦和喜乐。你们对我们的爱，为我

们的舍己，我们都记载心里，我们报答老师、报答基

督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份传递给我们的爱做在教会

里最小的一个身上。愿我们毕业生在毕业之后如同一

粒种子撒在教会，深深地埋在教会里，死了，就结出

许多的子粒来。谢谢。

� 毕业感言

神 的 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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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地解开神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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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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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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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简介 �



� 新生介绍

蔡博忠传道

学历：欧洲信心圣经学院巴黎
         分院圣经学士 
经历：基督教巴黎华人复兴教
         会传道

教牧学士科-全修
2月入学

教牧文凭科-全修
2月入学

徐云建弟兄

学历：创欣神学院教牧文凭
经历：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
         Oviedo聚会点教牧干事

张新传道

学历：欧华神学院教牧文凭 
经历：基督教米兰华人复兴
         教会传道

严瑾姊妹

学历：慕尼黑语言翻译学院跨文
         化交流硕士 
经历：慕尼黑华人基督教会执事、
        文秘、主日学教师

教会事工 科- 修
2月入学

教牧学士科- 修
2月入学

陈妙苗传道

学历：华东神学院本科 
经历：意大利华人基督教会
         Alba堂传道道学 士科- 修

9月入学

道学 士科-全修
9月入学

张楠楠姊妹

学历：巴黎私立高等商业学院企业
         决策与管理学士 
经历：巴黎新焦点教会青年团契同
         工、敬拜主领

道学 士科-全修
9月入学

钱颖颖姊妹

学历：欧华神学院圣经硕
         士科
经历：巴黎新焦点教会实
         习传道



��

鲍莎莎姊妹

学历：浙江省舟山建设中学 
经历：德国杜塞尔多夫华人
         基督教会儿童主日学
         教师

教牧学士科- 修
9月入学

胡绍银弟兄

学历：浙江省桂峰乡中学
经历：基督教佛罗伦萨华人
         复兴教会讲道同工

胡道勇弟兄

学历：浙江省技工学校中专
经历：基督教Bergamo华人
         复兴教会负责人

教牧文凭科-全修
9月入学

教牧文凭科-全修
9月入学

教牧 科- 修
9月入学

教牧 科-全修
9月入学

王剑弟兄

经历：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同工

李生弟兄

学历：欧华神学院教会事工
         证书科 
经历：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
         Mallorca堂教牧干事

吕东姊妹

学历：巴黎博比尼音乐
         学院舞蹈系硕士 
经历：巴黎新焦点教会
         儿童主日学教师

愿欧洲每一个华人教会拥有自己的牧者

让欧洲每个华人牧者享有充足的装备

欧华神学院全年开放招生，

任何时候都欢迎与本院联系

www.icbsie.org

教牧文凭科-全修
9月入学

蔡尔琦弟兄

学历：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经历：基督教普拉托华人復
         兴教会敬拜团、主日
         学教师教会事工 科-全修

9月入学



消息代祷事项

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将于9月9日开学。本学期共有
10位新生入学，加上前一个学期入学的4位学生，今
年共计有14位新生入学，新生简介详见内页。请为他
们在欧华的生活和学习能尽快适应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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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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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1 旧约综览
（一）

黄惠真老师布拉格华人教会

11/21-25 教会建造 王贵恒院长博洛尼亚华人教会

11/14-18 小组长培训 胡德明牧师布雷西亚华人教会

9/5-8
马太福音

单卷
叶雅莲老师布拉格华人教会

9/18-21 儿主师资培训 杜林幼薇师母
西华教会

Badalona堂

0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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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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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1/3 团队事奉 王贵恒院长罗马思恩堂

10/31-11/3 教会历史-
巴黎巡礼 郑路加老师法国华人教会

10/31-11/3 情绪管理 谢丽华老师
西华教会

Valencia堂

11/3-6 基督、救恩论 廖元威院长西华教会
Marbella堂

� 学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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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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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报表

经常费

2019年1月1日－2019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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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54.78€

 

建校基金 263,898.53€

-102,163.69 

325,225.02

302,956.83 

-79,895.50 

 NTD 6,409,434

 NTD  2,961,819 

 NTD 3,123,912 

 NTD 6,247,341 

欧元                      台币

汇率：1欧元 = 35.6新台币

你愛我嗎？
牧養我的羊吧！

12/6-9 灵命塑造 谢丽华老师布拉格华人教会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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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ABESAB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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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ANQIAN CHEN


QIANQIAN CHEN
101 Ecklin lane, Cary, NC 27519-9520,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