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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四月底，威尼斯，陽光不疾不徐地

灑落在清澈見底的河道間。脫去河面垃圾和河底淤

泥纏繞的魚兒們，歡然地舞動著身體，在往日只屬

於貢多拉的航道裡上下穿梭。河面上悠然戲水的白

天鵝，也歡愉地帶起陣陣漣漪，把慵懶地躺臥在浪

花上的陽光攪得那麼柔和、細膩。可歎又可惜的事

實是，這樣令人心曠神怡，在威尼斯已有半個多世

紀不曾出現了。隨著年均二千萬人次的遊客，以及

約三十萬的當地居民都被迫集體宅家之後，威尼斯

經歷一場舊貌換新顏的蛻變。

如果我們藉著從各種衛星監測圖來換個視角，

縱向地俯瞰這個世界，我們會看到自然界裡面一個

似曾相識的景象——「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

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

都包著核。上帝看著是好的。」（創一12）「雀鳥

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

命的動物，各從其類。上帝看著是好的。」（創二

20-21）世界各地的生物再次傳出天籟般的樂聲，

頌揚著上帝創造的佳美。

如果我們讓視線落入世間，種種橫向關係所呈

現出來的景象卻又大為迥異。絕大部份的人看不到

自然界撥雲見日的更新，也因此不在乎如何維繫上

帝美好的創造。他們關心的問題不外乎以下這些：

需要養家糊口的工人問，什麼時候可以復工？經濟

學家在問，疫情帶來的金融風暴谷底在哪裡？商人

們在問，後疫情時代什麼產業可以有更多盈利？學

生們在問，後疫情時代哪個專業更有錢途⋯⋯等等

如此的問題，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媒體的論壇上。不

可否認，這些都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的問題。

如果我們細心追蹤這些問題一段時間後，我們

不難發現，在專家們和行家們的各抒己見、侃侃而

談的後面是他們也會承認的未知與無奈。正如他們

不曾準確地預測疫情會在今年爆發，並且波及全球

專任老師／鄭路加博士



� 這些問題的答案依舊是：耶穌

的各個領域一樣，他們也沒有能力斷言之後會如

何。然而，即使這樣，還是有無數的民眾密切關

注這些問題的討論。為什麼？

我們再回去看看那些問題，就會發現它們後

面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恐懼！總的來看，恐懼無

非就是兩大類型：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害怕

失去自己已經佔有的。害怕養不了家，害怕自己

的資產縮水，害怕錯過下一個致富的機會，害怕

去適應後疫情的世界。正是這些害怕催逼人去關

注那些無法獲得答案的問題。

其實，這種患得患失的恐懼早早地就讓人類

不僅忘記了自己的本份——上帝創造的管家；而

且還肆意地推動著人類去破壞人與人之間、人與

物之間的關係。正是這份患得患失的恐懼，讓世

人在戴起口罩前，已經常年帶著笑臉盈盈的面具

各自入戲；在規定出具體的社交距離前，就已經

習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客氣距離；在網路會

議成為新常態前，已經成熟又識趣地靜音了真誠

的分享。無怪乎，坊間有不少人在問，戴起口罩

的人是不是更真實？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信徒們應當有怎麼樣的

態度呢？不可否認，適才提及的問題也會是實際

困擾神的子民的現實問題。當信徒的眼光聚焦在

那些問題的時候，不免也會有世人的恐懼和害

怕。然而，聖經告訴我們，不應當落入那樣的恐

懼中，更不要被那些害怕所驅動去癡迷適才提及

的問題。

信徒應當有另一種的懼怕，那就是害怕做不

討神喜悅的事情，害怕沒有盡職做好神的管家。

存著這樣對創造天地萬物之主的敬畏和順服，我

們才會看清真正的問題所在。也就是說，疫情本

身不是問題，疫情只是揭露了真正的問題：世人

無視神與人之間縱向的關係破裂。這應該是信徒

們在這個「細拉」中，靜下來認真反省的問題，

不是嗎？

我們來說得更具體一點。2020年走到現在，

關於疫情的發問已然不勝枚舉。期間的討論範圍

之廣，密度之強，實在是令人歎為觀止。這樣的

現象不免給人一個錯覺，那就是疫情爆發前的世

界，美好到令人流連忘返；疫情後的明天會天色

常藍、花香常漫。而事實是，就在疫情佔據各大

報刊頭條之前，媒體的焦點是持續了大半年的法

國黃馬甲示威，是動盪不安的香港局勢，是中美

貿易戰的拉鋸，是中東情勢的危機，是美國彈劾

總統的動盪。疫情爆發前的世界絕對不是風平浪

靜的。而後疫情世界的不確定和轉型更是會帶起

更多震動。原因很簡單，不出意外的話，疫苗總

會被研製出來。當世人因此走出疫情的陰霾的時

候，更多的感謝會獻給製藥公司，以及有效率的

政府；而不會歸給造人、救人的上帝。如果世人

沒有意識到神與人之間的問題才是世間諸多問題

的根源，那麼新冠狀病毒之後的新病毒，這次經

濟市場觸底之後的另一次崩盤，必定還會帶出患

得患失的害怕的另一種表現。

一言以蔽之，此次疫情帶出來的那些問題只

是讓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破裂的關係敞露無遺。

而這個問題的唯一答案，正如我們從兒童主日學

就知道的，依舊是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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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會對於主耶穌基督的再來，確實是殷切

期盼！主耶穌上十字架之前，除了清楚描述祂再來前

的預兆（太廿四；可十三；路二十一），也多次提到

祂必定快再來（約十四18；啟三11，廿二7、12、

20）。基督復活升天時，天使也曾向門徒宣告「你

們見祂怎樣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再來。」（徒一

11）使徒們在書信中，以「來到、降臨、顯現」等字

眼描述主耶穌的再來，而這個盼望與信徒過聖潔、得

勝生活的動機與動力，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末了，苦口婆心地勸勉

弟兄姊妹務要愛主，因為「主必要來！」（林前十六

22）老約翰則在啟示錄敘述了末日的災難和新天新

地的異象後，發出禱告說「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啟廿二20）

我真的期待主來？

若問基督徒，主耶穌是否會再來？答案是肯定

的！但是若問何時再來？答案卻是：不知道！聽起來

有點矛盾，但確實如此。綜觀兩千年教會歷史，大膽

推論、預告基督將在特定日期再來的說法此起彼落，

可是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正確，也絕不會有人猜對。至

於遲遲未實現是否造成耽延，彼得則早已經告訴我

們，不是耽延，而是出於神的憐憫，祂寬容世人，給

人悔改的機會（彼後三9）。

新冠肺炎疫情從年初爆發，迅速蔓延，造成全

球重大傷亡與風暴，至今仍難以預料何時終止。三、

四月間西班牙開始成為重災區，曾有一位主內肢體問

我，主耶穌是否快要來了？我說當然是，因為瘟疫是

徵兆之一。他說他心裡卻好像不太希望主那麼早回

來。若是誠實以對，這很可能是許多信徒心中真正的

想法。聖經不是預告基督再來前，天災人禍的頻率會

提高、力道會增強，大地至終要走向毀滅嗎？我們若

體貼肉體，就很容易眷戀安舒的日子，甚至為了個人

還有願望未實現，要務未完成，期待主耶穌或許可以

晚一點再來。

這樣的心情，跟人類普遍難以面對生命的終結有

些類似。基督徒確信個人在世的年日，終極而言是神

量給我們，不是人能決定。通常越年輕，可在世存活

的日子就越久，年紀越大，離世的日子就越近，雖然

個別而言這並不那麼絕對。何況並不是每個基督徒都

有保羅為福音受監禁時的情懷，也就是處在「離世與

基督同在」和「為造就信徒而在肉身活著」的兩難之

間（腓一23-25）。對大多數人來說，活著還是比較

好。跟初代教會比起來，今天的信徒不一定都期盼主

快點來。

迎接主來的正確態度

講到基督再來的主題，我會用個比喻請同學思考

兩種情形。假設有位我們所景仰的重要人物要來家裡

造訪，一是清楚告知來訪的時間日期，另一種是確定

一定會來，卻不告知到訪的確切時間。請問哪一種比

較容易預備？當然是清楚告知到訪時間容易預備，甚

至可以提早預備好。至於不講定日期，只說隨時可能

� 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院長／廖元威博士

主 耶 穌 啊，我 願 祢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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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行；但這個計劃同時要在主的帶領中隨時做調

整。我期許常問自己以下這幾個問題，若主耶穌突然

顯現，祂是否滿意我的生活與事奉？我是否在小事上

忠心？祂會稱許我是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嗎？

前面的挑戰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學院在二月中就決定

這個學期改用網路上課，所有同學在家中學習。由於

是新的授課方式，所開的課程雖減少，但教學品質並

沒有降低，甚至各班人數，以及這學期修課總人數都

有增加。另外，同學們的教會實習照舊，雖然必須透

過網路與視訊，所有跟靈命成長相關的安排都照常進

行，包括晨讀、成長小組、期初或期末約談等。感謝

主憐憫看顧歐華，一切都順利進行，面對的困難也大

都能克服。

既然疫情的發展難以預料，學院秋季能否正常運

作目前仍屬未知。我們雖然做了幾個不同的因應計

劃，也渴望同學們能回到校園學習，但一切也只能交

在神的手中。

在疫情衝擊下，線上聚會雖是不得已的措施，同

工們卻必須定期審慎評估利弊得失。當前景不明人心

惶惶時，如何更積極、有效地培育更多同工投入關

懷、牧養與造就？一旦情況許可，又該如何多管齊下

恢復聚會，強化教會的建造？這些都是教會面對的挑

戰。

主來的日子近了，「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

少」確實是極為緊迫的事實！在此呼籲蒙主呼召的弟

兄姊妹，若已委身全職事奉，並且是投入歐洲華人教

會的服事，請不要耽延，歡迎來歐華接受裝備，一生

在宣揚真道、牧養群羊上被主使用。讓我們加入約翰

的禱告：「主耶穌啊，我願祢來！」在等候主再來的

同時，隨時預備好自己，天天過榮神益人、忠心事奉

的生活！

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會來，真叫人不知如何準備。不過大家也很聰明，很

快就想到這也可能引發兩種典型反應，要麼隨時做好

準備，要麼就完全不做準備（或不知如何準備）。若

我們真的看重這位貴賓，那麼就該隨時作好預備，以

免關鍵時刻來臨時扼腕嘆息，悔恨連連。

主耶穌不只是重要訪客，祂乃是萬王之王、萬主

之主，祂的再來是要施行審判，並徹底實現祂救贖的

工作，每一個人都要在祂面前交帳；這實在是非同小

可！我們不能不做準備，而且是要隨時預備好自己迎

見主。

有關基督再來前的徵兆，透過相關經文我們大致

耳熟能詳，不在此討論。至於信徒應當如何預備自

己，主耶穌教導的重點，在於謹慎、警醒祈禱（可十

三33）。保羅告訴我們，除了不必害怕主的日子如同

夜間的賊突然來到；更重要的是要警醒、謹守。不要

在靈性和道德上沉睡，乃要遵行主的旨意，勉力行善

（帖前五4-8）。

有關主的再臨，我們可以從「立即性」和「內在

性」作進一步探討。若只強調「立即性」，很容易會

把基督再來的必然、重要，無形中轉換成緊急、急

迫。既然基督馬上要再來，世界末日立刻要到，那麼

就該放下一切，預備迎接主；唯一有價值的，似乎只

剩下傳福音拯救靈魂。其實我們更該強調的，是基督

再臨的「內在性」意義。也就是在隨時預備迎接主再

來的同時，仍然看重今世、個人的責任；特別是把基

督的再來與末日的將臨內化為生命的特質，天天過警

醒的生活，隨時預備迎接主的再來。

多年前曾聽戴紹曾牧師說過，基督徒面對主耶穌

再來的平衡態度，在於一方面做好祂明天就會來的準

備（謹慎度日、警醒禱告），另一方面則是為個人成

長與事奉做長遠的計劃。聽起來矛盾，卻十分正確。

因為知道主一定會來，所以要隨時預備迎見主；但不

知道主何時會來，所以要做長遠的計劃，並天天倚靠



� 教牧分享

由於在家上課，與周遭的環境和條件都無法切割，

頭兩週完全不在狀態，有過抱怨也曾喪氣，更後悔

報讀全修。儘管如此，每天上課還是聽的既興奮又

新奇。

路加老師帶我們領略教會千年前的歷史，從十字軍

東征到宗教改革之間，基督教會如何發展，從歷史

中看到一些神學議題古為今用，課程生動內容豐

富，大大的填補了我在信仰生活常忽略的信息。

廖院長的系統神學幫助我對許多神學議題，有新的

瞭解和看見，並以教義的架構，整合敘述聖經的真

理。雖然課程還只進行到一半，但已有滿滿的收

穫。

上完大小先知書，發現自己開始有點喜歡讀舊約

了。課程不僅讓我對各書卷的整體架構、背景內容

和神學主題有了基礎的瞭解，同時透過先知在其所

處的時代背景中，順服神的旨意，誠實傳達神對當

時百姓的心意，來思考二十一世紀我們應該如何向

世人傳講神永恆不變的救贖真理，開始有所領悟。

孫瑾

課業學習篇

疫 情 期 間，成 長 不 停 歇
編按：歐華神學生每個月都要寫一篇「個人成長月報」給

所屬的小組導師。四月的成長月報主題為：我在家庭、課

業及屬靈方面的學習。學生們的回應篇篇精彩，本刊特摘

錄幾處分享給愛護歐華的讀者們。

在這段時間，我不僅在課程學習上有更深的認識，

也有更多時間來默想神，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幫助和

寶貴的經驗。我可以好好整理我所學的、所信的，

和我所知道有關神的一切，並且在想不通的時候，

與神交通，求祂給我答案。

就如在學到三一論時，這極大的奧秘常令我感到困

惑，因為是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但又是信仰中十分

重要的部份。因此我時常去想像、推理、求問、自

我辯論，直到腦袋都要炸了。誠然上帝的奧秘人怎

能完全想通。但奇妙的是，我邊默想，邊求問神，

同時也播放了一首以前聽過的詩歌，就在詩歌唱起

的第一句，我感受到神的回應，我將之描述為：當

我苦苦探尋神的奧秘時，神就顯現在我面前，那時

我所追求的都不再重要，因為祂就在我的面前，我

的一切都得到滿足了。

胡博

感恩在這個學期可以修聖經和教牧輔導，讓我在這

二方面都有得著。在教會歷史二課程上，鄭老師用

很多的新媒體教學，讓人耳目一新，內容記憶深

刻。寓教於樂的形式讓我大開眼界，課堂上的互動

和問題回答積極有趣，對自己今後的事奉有著很大

的啟發和幫助。老師也鼓勵同學多加運用現在流行

的動畫軟體來介紹教會歷史的內容，將網路傳播的

不正確的內容予以更正；讓更多人正確的認識基督

教的歷史和發展。

李顯

在教會增長課程中，王貴恆老師對於時局的掌握與

人際間的智慧處理給我很大的啟發與幫助。在突發

情況比如這次疫情爆發的時候，學校的反應十分迅

速和及時，王老師對於時局的判斷和果敢的行動，

幫助學校不至於陷入到完全被動的局面，全程都在

靈活應對變化，是一個完美的突發情況應對典範。

另外，課程中介紹各樣的領袖類型或帶門徒的類

型，都使我們有更廣的眼光來看待教會中面對的危

機。

葉佩佩

教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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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生命篇

這幾個月的居家，我學習到許多屬靈的功課： 

1、與神獨處。平時的事奉東奔西跑，整天忙於服事

和課業學習，卻忽略了生命中的致命傷害，那就

是缺乏與神獨處的時間。在居家的這段時間裡，

有很多時間可以學習安靜親近神，操練與神獨

處。 

2、彼此相愛。我們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教會事奉，常

會傳講彼此相愛之道，然而卻往往淪為口號。家

是一個彼此相愛的測量儀器, 在家裡最容易顯明

一個人的本性，操練與家人彼此相愛，才能真實

地將愛實行在事奉中。 

3、自我管理。人的惰性只有在無人的時候才會暴露

出來。居家期間的事奉和學習都只能透過網路，

沒有他人監督，很容易懶惰。因此需要學習操練

自制，增強自我管理，靠神恩典作一個殷勤不懶

惰的人。

徐雲建

這段時間規律的讀經、禱告、靈修、閱讀、參加成

長小組、教會門訓，及主日的崇拜。經過一番操

練，覺得自己的心態也改變了許多，非常感恩。一

個人決志服事，生命必須要整頓，要每天與主保持

交通。過有屬靈活力的生活，要嚴以律己，不管在

生活中還是在學習，或服事都要持之以恆。做傳道

人要以生命影響生命。求主幫助我藉著每天的讀經

禱告來培養美好的靈性，更多的學習耐心，謙卑，

在生活中見證主。

陳海東

在疫情之下服事，雖然有挑戰，但充滿了感恩。每

天透過「十分音福」的事工讓我自己有極大的收

穫。一方面挑戰高科技，從完全不懂到自己製作視

頻，真心覺得神的恩典很夠用。另一方面透過網路

跟年輕人有些交通，瞭解他們的無奈，與家人的衝

突和工作上的難處。此外，每天一段的經文中得到

神天天對我說話，經歷生命的改變。記得李長老說

過：一篇好的講章就是先讓講章改變自己再傳遞給

別人。但願神讓我不忘初心，專注祂的話語，使之

成為我每日的亮光。

在隔離期間，我也看到與同工建立關係的重要性。

服事固然重要，但是求神幫助我在關係上更有突

破。無論是家庭，學習還是服事，只有謙卑，不求

強於誰，大於誰，盡心盡力，定睛在神的身上，讓

神時時作我生命的提醒和幫助。

徐霜霜

每天和孩子們一同載歌載舞地敬拜讚美之後，有一

段特別的靈修時光，這是我們過去不曾有過的。誦

讀、討論及回應神的話語，絕不是形式而已，有時

候作為父親的我也得低頭向他們認錯和道歉。非常

奇妙的是只要我真誠地道歉時，孩子們也會自然而

然深入反省自己和彼此饒恕。

像是談及耶穌為何分兩次步驟醫治一個瞎子，第一

次的看見還是非常模糊，人好像行走的樹木；每一

個人都需要神更多地醫治，讓我們能夠深入清晰地

看見。孩子們竟然會講述他們生命的盲點：常常看

見的是自己的好，很難看見別人的付出和辛勞。這

些看似平凡卻無比珍貴的生命之歌，在嚴峻的疫情

之中，更能彰顯神同在的美好和恩典。

陳奇

家庭篇

在家的日子，每天過的都很充實。週一到週五學校

基本上都有課，週六週日有教會的事工。這段時間

家人的相處都很融洽，之前我們都是各忙各的，因

著疫情，反而一家人可以更多相處在一起。下午做

小吃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我們線上看視頻教學，

做過拉麵、麻花、包子、大餅、蛋糕、果汁、茶葉

蛋……一家人都喜歡做，更喜歡吃。除了弄吃的，

我們還會玩點小遊戲，一起跳個健身操，也有禱告

讀聖經時間。拋開經濟的壓力不管，一家人宅在家

裡真的是挺幸福的。

胡紹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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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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ABESBB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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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匯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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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日－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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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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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 €            臺幣 NTD          美元 US$

匯率：1歐元 = 34.8432新臺幣=1.1710美元

消息代禱事項

為因應2019新冠肺炎的疫情，本院2019學年度第二
學期（3月9日至5月29）所有課程皆採線上遠距教
學，且不開放選修。感謝主，線上課程進行順利，多
數學生均在母會實習，且與家人有充份的相處時間。

受英國及歐陸有需要的教會所託，本院在疫情期間錄
製為期十七週的「歐華主日信息與敬拜」（三至六
月），每次視頻可在歐華官網找到連結，歡迎自由使
用。也深盼各教會牧者、同工仍能透過各種管道，持
續地關懷與教導主所託付的群羊。

學院於年初原本欲購買的一處建物，因業主有些手續
無法完成，故此案不成立。求神繼續帶領我們能覓得
合適的校地（或建物），並供應建校所需一切的經
費、人力和物資，讓歐華能在近期內擁有真正屬於自
己的校園。

本院正積極成立法人，以成為西班牙基督教會聯盟正
式一員，進而獲得政府的認可。這對未來學院長期的
發展是極重要的一步，求神保守所需要的資料、文件
都齊備，能順利登記。

請2020學年度第一學期的規劃代禱，是否恢復實體
上課、教科書的取得以及教會實習安排等，都求主保
守、開路，帶領學院有最好的安排。

2020年1-6月本院外展課程皆已取消。7-12月的外展
課程將主要改為線上授課，若您的教會有意申辦課
程，請洽本院外展處。

本院前任院長王貴恆博士與葉雅蓮博士伉儷，訂於六
月底退休返台定居，日後將繼續以兼任老師身份為學
院授課。請為他們的搬遷安頓及退休生活與服事禱
告。

本院的奉獻方式除了台灣、
歐洲美國有奉獻帳戶之外，
感謝神，我們已經正式取得
支付寶的奉獻方式，二維碼
如右方所示。願您共同參與
建校的事工，一起在這祝福
上有份。

家有喜事

在校生任瀚之與第八屆校友葉夢思於今年1月18日在
深圳教會舉行婚禮。祝福他們同心同行！

第八屆校友林曉湉傳道與荷蘭華人教會鹿特丹堂黃碧
霞姊妹於去年11月領證，原訂在今年2月22日舉行婚
禮，受疫情影響將推遲至8月。祝福他們的婚禮能順
利完成。

第六屆校友馮斯崎傳道與師母楊雅逸姊妹於2020年3
月4日喜得長女，取名為馮恩橋（Aurora），為他們
得著美好產業感恩並祝福。

在校生張新與米蘭華人復興教會白夢惟姊妹於2020
年3月7日領證結婚，為他們感恩並祝福同心同行。

支票郵寄(請註明奉獻至ICBSIE（國際歐華神學院），並提供
收據的郵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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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獻上公義的祭，又當倚靠耶和華。（詩篇4:5）

81,357.77

-70,700.00

253.16

10,404.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