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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四月底，威尼斯，阳光不疾不徐地

洒落在清澈见底的河道间。脱去河面垃圾和河底淤

泥缠绕的鱼儿们，欢然地舞动着身体，在往日只属

于贡多拉的航道里上下穿梭。河面上悠然戏水的白

天鹅，也欢愉地带起阵阵涟漪，把慵懒地躺卧在浪

花上的阳光搅得那么柔和、细腻。可叹又可惜的事

实是，这样令人心旷神怡，在威尼斯已有半个多世

纪不曾出现了。随着年均二千万人次的游客，以及

约三十万的当地居民都被迫集体宅家之后，威尼斯

经历一场旧貌换新颜的蜕变。

如果我们借着从各种卫星监测图来换个视角，

纵向地俯瞰这个世界，我们会看到自然界里面一个

似曾相识的景象——﹃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

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

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创一12）﹃雀鸟飞

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

的动物，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创一

20-21） 世界各地的生物再次传出天籁般的乐声，

颂扬着上帝创造的佳美。

如果我们让视线落入世间，种种横向关系所呈

现出来的景象却又大为迥异。绝大部分的人看不到

自然界拨云见日的更新，也因此不在乎如何维系上

帝美好的创造。他们关心的问题不外乎以下这些：

需要养家糊口的工人问，什么时候可以复工？经济

学家在问，疫情带来的金融风暴谷底在哪里？商人

们在问，后疫情时代什么产业可以有更多盈利？学

生们在问，后疫情时代哪个专业更有钱途⋯⋯等等

如此的问题，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的论坛上。不

可否认，这些都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问题。

如果我们细心追踪这些问题一段时间后，我们

不难发现，在专家们和行家们的各抒己见、侃侃而

谈的后面是他们也会承认的未知与无奈。正如他们

不曾准确地预测疫情会在今年爆发，并且波及全球

专任老师／郑路加博士



� 这些问题的答案依旧是：耶稣

的各个领域一样，他们也没有能力断言之后会如

何。然而，即使这样，还是有无数的民众密切关

注这些问题的讨论。为什么？

我们再回去看看那些问题，就会发现它们后

面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恐惧！总的来看，恐惧无

非就是两大类型：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害怕

失去自己已经占有的。害怕养不了家，害怕自己

的资产缩水，害怕错过下一个致富的机会，害怕

去适应后疫情的世界。正是这些害怕催逼人去关

注那些无法获得答案的问题。

其实，这种患得患失的恐惧早早地就让人类

不仅忘记了自己的本分——上帝创造的管家；而

且还肆意地推动着人类去破坏人与人之间、人与

物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份患得患失的恐惧，让世

人在戴起口罩前，已经常年带着笑脸盈盈的面具

各自入戏；在规定出具体的社交距离前，就已经

习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客气距离；在网络会

议成为新常态前，已经成熟又识趣地静音了真诚

的分享。无怪乎，坊间有不少人在问，戴起口罩

的人是不是更真实？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信徒们应当有怎么样的

态度呢？不可否认，适才提及的问题也会是实际

困扰神的子民的现实问题。当信徒的眼光聚焦在

那些问题的时候，不免也会有世人的恐惧和害

怕。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不应当落入那样的恐

惧中，更不要被那些害怕所驱动去痴迷适才提及

的问题。

信徒应当有另一种的惧怕，那就是害怕做不

讨神喜悦的事情，害怕没有尽职做好神的管家。

存着这样对创造天地万物之主的敬畏和顺服，我

们才会看清真正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说，疫情本

身不是问题，疫情只是揭露了真正的问题：世人

无视神与人之间纵向的关系破裂。这应该是信徒

们在这个﹃细拉﹄中，静下来认真反省的问题，不

是吗？

我们来说得更具体一点。2020年走到现在，

关于疫情的发问已然不胜枚举。期间的讨论范围

之广，密度之强，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

现象不免给人一个错觉，那就是疫情爆发前的世

界，美好到令人流连忘返；疫情后的明天会天色

常蓝、花香常漫。而事实是，就在疫情占据各大

报刊头条之前，媒体的焦点是持续了大半年的法

国黄马甲示威，是动荡不安的香港局势，是中美

贸易战的拉锯，是中东情势的危机，是美国弹劾

总统的动荡。疫情爆发前的世界绝对不是风平浪

静的。而后疫情世界的不确定和转型更是会带起

更多震动。原因很简单，不出意外的话，疫苗总

会被研制出来。当世人因此走出疫情的阴霾的时

候，更多的感谢会献给制药公司，以及有效率的

政府；而不会归给造人、救人的上帝。如果世人

没有意识到神与人之间的问题才是世间诸多问题

的根源，那么新冠状病毒之后的新病毒，这次经

济市场触底之后的另一次崩盘，必定还会带出患

得患失的害怕的另一种表现。

一言以蔽之，此次疫情带出来的那些问题只

是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破裂的关系敞露无遗。

而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正如我们从儿童主日学

就知道的，依旧是耶稣！



�春季課程

你 愿 意 成 为 这 个 时 代 的 守 望 者 吗？  让 欧 华 作 你 的 后 盾！

道学硕士     全修三年，90学分

教牧硕士     全修二年，60学分

圣经硕士     全修二年，60学分

教牧学士     全修三年，90学分

教牧文凭     全修三年，90学分

教牧证书     全修二年，60学分

教会事工证书   全修一年，30学分

配偶事工证书   全修半年，1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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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会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确实是殷切

期盼！主耶稣上字架之前，除了清楚描述祂再来前的

预兆（太廿四；可十三；路廿一），也多次提到祂必

定快再来（约十四18；启三11，廿二7、12、20）。

基督复活升天时，天使也曾向门徒宣告﹃你们见祂怎

样往天上去，祂还要怎样再来。＂（徒一11）使徒们

在书信中，以﹃来到、降临、显现＂等字眼描述主耶

稣的再来，而这个盼望与信徒过圣洁、得胜生活的动

机与动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末了，苦口婆心地劝勉

弟兄姊妹务要爱主，因为﹃主必要来！＂（林前十六

22）老约翰则在启示录叙述了末日的灾难和新天新

地的异象后，发出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启廿二20）。

我真的期待主来？

若问基督徒，主耶稣是否会再来？答案是肯定

的！但是若问何时再来？答案却是：不知道！听起来

有点矛盾，但确实如此。综观两千年教会历史，大胆

推论、预告基督将在特定日期再来的说法此起彼落，

可是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正确，也绝不会有人猜对。至

于迟迟未实现是否造成耽延，彼得则早已经告诉我
们，不是耽延，而是出于神的怜悯，祂宽容世人，给

人悔改的机会（彼后三9）。

新冠肺炎疫情从年初爆发，迅速蔓延，造成全

球重大伤亡与风暴，至今仍难以预料何时终止。三、

四月间西班牙开始成为重灾区，曾有一位主内肢体问

我，主耶稣是否快要来了？我说当然是，因为瘟疫是

征兆之一。他说他心里却好像不太希望主那么早回

来。若是诚实以对，这很可能是许多信徒心中真正的

想法。圣经不是预告基督再来前，天灾人祸的频率会

提高、力道会增强，大地至终要走向毁灭吗？我们若

体贴肉体，就很容易眷恋安舒的日子，甚至为了个人

还有愿望未实现，要务未完成，期待主耶稣或许可以

晚一点再来。

这样的心情，跟人类普遍难以面对生命的终结有

些类似。基督徒确信个人在世的年日，终极而言是神

量给我们，不是人能决定。通常越年轻，可在世存活

的日子就越久，年纪越大，离世的日子就越近，虽然

个别而言这并不那么绝对。何况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

有保罗为福音受监禁时的情怀，也就是处在﹃离世与

基督同在＂和﹃为造就信徒而在肉身活着＂的两难之

间（腓一23-25）。对大多数人来说，活着还是比较

好。跟初代教会比起来，今天的信徒不一定都期盼主

快点来。

迎接主来的正确态度

讲到基督再来的主题，我会用个比喻请同学思考

两种情形。假设有位我们所景仰的重要人物要来家里

造访，一是清楚告知来访的时间日期，另一种是确定

一定会来，却不告知到访的确切时间。请问哪一种比

较容易预备？当然是清楚告知到访时间容易预备，甚

至可以提早预备好。至于不讲定日期，只说随时可能

�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院长／廖元威博士

主 耶 稣 啊，我 愿 你 来！



�

主前行；但这个计划同时要在主的带领中随时做调

整。我期许常问自己以下这几个问题，若主耶稣突然

显现，祂是否满意我的生活与事奉？我是否在小事上

忠心？祂会称许我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

前面的挑战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学院在二月中就决定

这个学期改用网络上课，所有同学在家中学习。由于

是新的授课方式，所开的课程虽减少，但教学质量并

没有降低，甚至各班人数，以及这学期修课总人数都

有增加。另外，同学们的教会实习照旧，虽然必须透

过网络与视讯，所有跟灵命成长相关的安排都照常进

行，包括晨读、成长小组、期初或期末约谈等。感谢

主怜悯看顾欧华，一切都顺利进行，面对的困难也大

都能克服。

既然疫情的发展难以预料，学院秋季能否正常运

作目前仍属未知。我们虽然做了几个不同的因应计

划，也渴望同学们能回到校园学习，但一切也只能交

在神的手中。

在疫情冲击下，在线聚会虽是不得已的措施，同

工们却必须定期审慎评估利弊得失。当前景不明人心

惶惶时，如何更积极、有效地培育更多同工投入关

怀、牧养与造就？一旦情况许可，又该如何多管齐下

恢复聚会，强化教会的建造？这些都是教会面对的挑

战。

主来的日子近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确实是极为紧迫的事实！在此呼吁蒙主呼召的弟兄

姊妹，若已委身全职事奉，并且是投入欧洲华人教会

的服事，请不要耽延，欢迎来欧华接受装备，一生在

宣扬真道、牧养群羊上被主使用。让我们加入约翰的

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等候主再来的同

时，随时预备好自己，天天过荣神益人、忠心事奉的

生活！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会来，真叫人不知如何准备。不过大家也很聪明，很

快就想到这也可能引发两种典型反应，要么随时做好

准备，要么就完全不做准备（或不知如何准备）。若

我们真的看重这位贵宾，那么就该随时作好预备，以

免关键时刻来临时扼腕叹息，悔恨连连。

主耶稣不只是重要访客，祂乃是万王之王、万主

之主，祂的再来是要施行审判，并彻底实现祂救赎的

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在祂面前交账；这实在是非同小

可！我们不能不做准备，而且是要随时预备好自己迎

见主。

有关基督再来前的征兆，透过相关经文我们大致

耳熟能详，不在此讨论。至于信徒应当如何预备自

己，主耶稣教导的重点，在于谨慎、警醒祈祷（可十

三33）。保罗告诉我们，除了不必害怕主的日子如同

夜间的贼突然来到；更重要的是要警醒、谨守。不要

在灵性和道德上沉睡，乃要遵行主的旨意，勉力行善

（帖前五4-8）。

有关主的再临，我们可以从﹃立即性＂和﹃内在性

＂作进一步探讨。若只强调﹃立即性＂，很容易会把

基督再来的必然、重要，无形中转换成紧急、急迫。

既然基督马上要再来，世界末日立刻要到，那么就该

放下一切，预备迎接主；唯一有价值的，似乎只剩下

传福音拯救灵魂。其实我们更该强调的，是基督再临

的﹃内在性＂意义。也就是在随时预备迎接主再来的

同时，仍然看重今世、个人的责任；特别是把基督的

再来与末日的将临内化为生命的特质，天天过警醒的

生活，随时预备迎接主的再来。

多年前曾听戴绍曾牧师说过，基督徒面对主耶稣

再来的平衡态度，在于一方面做好祂明天就会来的准

备（谨慎度日、警醒祷告），另一方面则是为个人成

长与事奉做长远的计划。听起来矛盾，却十分正确。

因为知道主一定会来，所以要随时预备迎见主；但不

知道主何时会来，所以要做长远的计划，并天天倚靠



� 教牧分享

由于在家上课，无论是周遭的环境和条件都无法切

割，头两周完全不在状态，有抱怨过也有丧气过，

更后悔过报读全修。尽管如此，每天上课还是听的

既兴奋又新奇。

路加老师带我们领略教会千年前的历史，从十字军

东征到宗教改革之间，基督教会如何发展，从历史

中看到一些神学议题古为今用，课程生动内容丰

富，大大的填补了我在信仰生活常忽略的信息。

廖院长的系统神学帮助我对很多的神学议题，有新

的了解和看见，并以教义的架构，整合叙述圣经的

真理。虽然课程还只进行到一半，但已有满满的收

获。

上完大小先知书后，发现自己开始有点喜欢读旧约

了。课程不仅让我对各书卷的整体架构、背景内容

和神学主题有了基础的了解，同时透过先知在其所

处的时代背景中，如何顺服神的旨意，诚实传达神

对当时百姓的心意，来思考二十一世纪我们应该如

何向世人传讲神永恒不变的救赎真理，开始有所领

悟。

瑾

课业学习篇

疫 情 期 间，成 长 不 停 歇
编按：欧华神学生每个月都要写一篇“个人成长月报”给所

属的小组导师。四月的成长月报主题为：我在家庭、课业

及属灵方面的学习。学生们的回应篇篇精彩，本刊特摘录

几处分享给爱护欧华的读者们。

在这段时间，我不仅在课程学习上有更深的认识，

也有更多时间来默想神，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帮助和

宝贵的经验。我可以好好整理我所学的、所信的，

和我所知道有关神的一切，并且在想不通的时候，

与神交通，求祂给我答案。

就如在学到三一论时，这极大的奥秘常令我感到困

惑，因为是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但又是信仰中十分

重要的部分。因此我时常去想象、推理、求问、自

我辩论，直到脑袋都要炸了。诚然上帝的奥秘人怎

能完全想通。但奇妙的是，我边默想，边求问神，

同时也播放了一首以前听过的诗歌，就在诗歌唱起

的第一句，我感受到神的回应，我将之描述为：当

我苦苦探寻神的奥秘时，神就显现在我面前，那时

我所追求的都不再重要，因为祂就在我的面前，我

的一切都得到满足了。

胡博

感恩在这个学期可以修圣经和教牧课程，让我在圣

经装备和牧养方面都有得着。在教会历史二课程

上，郑老师用很多的新媒体方法教学，让人耳目一

新，很多内容记忆深刻。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我大开

眼界，课堂上的互动和问题回答积极有趣，对自己

今后的事奉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老师也鼓励同

学多加运用现在流行的动画软件来介绍教会历史的

内容，将网络传播的不正确的内容予以更正；让更

多人正确的认识基督教的历史和发展。

李

在教会增长课程中，王贵恒老师对于时局的掌握与

人际间的智慧处理给我很大的启发与帮助。在突发

情况比如这次疫情爆发的时候，学校的反应十分迅

速和及时，王老师对于时局的判断和果敢的行动，

帮助学校不至于陷入到完全被动的局面，全程都在

灵活应对变化，是一个完美的突发情况应对典范。

另外，课程中介绍各样的领袖类型或带门徒的类

型，都使我们有更广的眼光来看待教会中面对的危

机。

叶佩佩

教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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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生命篇

这几个月的居家，我学习到许多属灵的功课：

1、与神独处。平时的事奉东奔西跑。整天忙于服事

和课业学习，却忽略了生命中的致命伤害，那就

是缺乏与神独处的时间。在居家的这段时间里，

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安静亲近神，操练与神独

处。 

2、彼此相爱。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教会事奉，常

会传讲彼此相爱之道，然而却往往沦为口号。家

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测量仪器, 在家里最容易显明

一个人的本性，学习操练爱家人，与家人彼此相

爱，才能真实地将爱实行在事奉中。 

3、自我管理。人的惰性只有在无人的时候才会暴露

出来。居家期间的事奉和学习都只能透过网络，

没有他人监督，很容易懒惰。因此需要学习操练

自制，增强自我管理，靠神恩典作一个殷勤不懒

惰的人。

徐云建
这段时间规律的读经、祷告、灵修、阅读、参加成

长小组、教会门训，及主日的崇拜。经过一番操

练，觉得自己的心态也改变了许多，非常感恩。一

个人决志服事，生命必须要整顿，要每天与主保持

交通。过有属灵活力的生活，要严以律己，不管在

生活中还是在学习，或服事都要持之以恒。做传道

人要以生命影响生命。求主帮助我借着每天的读经

祷告来培养美好的灵性，更多的学习耐心，谦卑，

在生活中见证主。

海东

在疫情之下服事，虽然有挑战，但充满了感恩。每

天透过﹃十分音福﹄的事工让我自己有极大的收获。

一方面挑战高科技，从完全不懂到自己制作视频，

真心觉得神的恩典很够用。另一方面透过网络跟年

轻人有些交通，了解他们的无奈，与家人的冲突和

工作上的难处。此外，每天一段的经文中得到神天

天对我说话，经历生命的改变。记得李长老说过：

一篇好的讲章就是先让讲章改变自己再传递给别

人。但愿神让我不忘初心，专注祂的话语，使之成

为我每日的亮光。

在隔离期间，我也看到与同工建立关系的重要性。

服事固然重要，但是求神帮助我在关系上更有突

破。无论是家庭，学习还是服事，只有谦卑，不求

强于谁，大于谁，尽心尽力，定睛在神的身上，让

神时时作我生命的提醒和帮助。

徐霜霜

每一天和孩子们一同载歌载舞地敬拜赞美之后，有

一段特别的灵修时光，这是我们过去不曾有过的。

诵读、讨论及回应神的话语，绝不是形式而已，有

时候作为父亲的我也得低头向他们认错和道歉。非

常奇妙的是只要我真诚地道歉时，孩子们也会自然

而然深入反省自己和彼此饶恕。

像是谈及耶稣为何分两次步骤医治一个瞎子，第一

次的看见还是非常模糊，人好像行走的树木；每一

个人都需要神更多地医治，让我们能够深入清晰地

看见。孩子们竟然会讲述他们生命的盲点：常常看

见的是自己的好，很难看见别人的付出和辛劳。这

些看似平凡却无比珍贵的生命之歌，在严峻的疫情

之中，更能彰显神同在的美好和恩典。

奇

家庭篇

在家的日子，每天过的都很充实。周一到周五学校

基本上都有课，周六周日有教会的事工。这段时间

家人的相处都很融洽，之前我们都是各忙各的，因

着疫情，反而一家人可以更多相处在一起。下午做

小吃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我们在线看视频教学，

做过拉面、麻花、包子、大饼、蛋糕、果汁、茶叶

蛋……一家人都喜欢做，更喜欢吃。除了弄吃的，

我们还会玩点小游戏，一起跳个健身操，也有祷告

读圣经时间。抛开经济的压力不管，一家人宅在家

里真的是挺幸福的。

胡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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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 （银行汇款）
账户：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IN EUROPE 
账号：ES78 0081 0012 1700 0186 6493
BANK: BANCO SABADELL
SWIFT: BSABESBB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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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划拨账号：50348851

美国地区
银行汇款：JP Morgan Chase Bank
Account Number:  393-334997-5
Routing number ： 322 271 627
Address : 1198 Via Verde, San Dimas, CA 91773

奉獻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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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日－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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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72.97€

 
建校基金 1,358,240.77 €

-19,705.78 

90,730.31

127,774.35 

-56,749.82

6,022,715

640,530

1,421,529

5,241,716

欧元 €            台币 NTD          美元 US$

汇率：1欧元 = 34.8432新台币=1.1710美元

消息代祷事项

为因应2019新冠肺炎的疫情，本院2019学年度第二
学期（3月9日至5月29）所有课程皆采在线远距教
学，且不开放选修。感谢主，在线课程进行顺利，多
数学生均在母会实习，且与家人有充份地相处时间。

受英国及欧陆有需要的教会之托，本院在疫情期间录
制为期十七周的﹃欧华主日信息与敬拜＂（三至六
月），每次视频可在欧华官网找到连结，欢迎自由使
用。也深盼各教会牧者、同工仍能透过各种管道，持
续地关怀与教导主所托付的群羊。

学院于年初原本欲购买的一处建物，因业主有些手续
无法完成，故此案不成立。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能觅得
合适的校地（或建物），并供应建校所需一切的经
费、人力和物资，让欧华能在近期内拥有真正属于自
己的校园。

本院正积极成立法人，以成为西班牙基督教会联盟正
式一员，进而获得政府的认可。这对未来学院长期的
发展是极重要的一步，求神保守所需要的资料、文件
都齐备，能顺利登记。

请2020学年度第一学期的规划代祷，是否恢复实体
上课、教科书的取得以及教会实习安排等，都求主保
守、开路，带领学院有最好的安排。

2020年1-6月本院外展课程皆已取消。7-12月的外展
课程将主要改为在线授课，若您的教会有意申办课
程，请洽本院外展处。

本院前任院长王贵恒博士与叶雅莲博士伉俪，订于六
月底退休返台定居，日后将继续以兼任老师身份为学
院授课。请为他们的搬迁安顿及退休生活与服事祷
告。

本院的奉献方式除了台湾、
欧洲、美国有奉献账户之
外，现在更新增了支付宝的
奉献方式，二维码如右方所
示。欢迎您共同参与欧华建
校的事工，一起为欧陆华人
教会的未来尽一份心力。

家有喜事

在校生任瀚之与第八届校友叶梦思于今年1月18日在
深圳教会举行婚礼。祝福他们同心同行！

第八届校友林晓湉传道与荷兰华人教会鹿特丹堂黄碧
霞姊妹于去年11月领证，原订在今年2月22日举行婚
礼，受疫情影响将推迟至8月。祝福他们的婚礼能顺
利完成。

第六届校友冯斯崎传道与师母杨雅逸姊妹于2020年3
月4日喜得长女，取名为冯恩桥（Aurora），为他们
得着美好产业感恩并祝福。

在校生张新与米兰华人复兴教会白梦惟姊妹于2020
年3月7日领证结婚，为他们感恩并祝福同心同行。

支票邮寄-请注明奉献至ICBSIE（国际欧华神学院），并提供
收据的邮寄地址。
地址A：Christian Missions Overseas, Inc 
1614 Otterbein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USA
Tel: 626-964-5556

地址B：eMission World International
101 Ecklin lane Cary, NC 27519-9520, USA

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 （诗篇4:5）

81,357.77

-70,700.00

253.16

10,404.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