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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傳統對「內聖外王」具高度信心，認定從

「誠意、正心、修身」步步推進，就能達到「齊

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可是聖經卻告訴

我們「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

呢？」（耶十七9），許多事情「心靈固然願意，

肉體卻軟弱了。」（太二十六41）只有當人承認自

己是罪人，因著聖靈經歷重生，信靠耶穌基督，石

心換成肉心，開始心意更新而變化後，他才真的能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使徒保羅與主相遇後，就始終如一地以基督的

僕人自居。立志「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

上照常顯大。」不僅勸勉信徒要靠耶穌結滿仁義的

果子；自己更是時刻切盼「基督的日子」早日來

到！為何能如此？因為他確實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為

心，而我們也應當如此！

何為基督的心？

謙卑的心。人很容易落入自卑，但要謙卑卻

不容易。為什麼？因為總覺得自己還不錯。加爾文

曾說：「窮人屈居富人之下，販夫走卒屈居社會菁

英之下，僕人屈居主人之下，無知的人屈居學者之

下；然而每個人在自己想像世界裡，沒有不自以為

比別人好。」這就是人的矛盾：無可救藥的自我中心，

最顧念及最不能接受都是自己；自卑與驕傲常僅一

線之隔，都是高度自我中心的表現。

主告訴我們屬靈的律：要升高必須先降卑（太

二十三12）；要得著必須先捨棄（太十六25）；要

生必須先死（約十二24）；要得神的稱讚必須甘心

樂意地服事眾人。主耶穌是謙卑的典範，而十字架

正是卑微的頂點，虛己的終點，也是父上帝把他升

為至高的起點！

基督與父上帝共享一切神的屬性，他與神同

等、同在，他就是神。但是他卻不堅持與神平等的

地位，沒有抓著自己與神同等的權利不放（腓二

6）。這位末後的亞當（基督），與首先的亞當何

等不一樣！

首先的亞當是人，卻想用僭越的方式要與神同

等，以致墮落。基督徒雖然已經因信稱義、罪得赦

免，然而若不體貼、順從聖靈，任由老我掌權時，

一樣會為名利地位而落入鉤心鬥角、你爭我奪的模

式中。我們需要警惕！

基 督 的 心
院長／廖元威博士



� 基督的心

末後的亞當基督本是神，卻不堅持與神同等的
地位，反倒虛己（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式。他放棄權力，以奴僕的形象卑微服
事。至高的主，卻是柔和謙卑，本是萬王之王，卻
謙和地騎驢駒子進耶路撒冷，走十架道路。基督的
心就是謙卑的心！

順服的心。人有多謙卑，就有多順服；順服
與謙卑密切相連，二者成正比，驕傲的人卻很難順
服。基督因為有謙卑的生命，就全然順服父上帝的
旨意。

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說，「英文老師沒什麼了
不起，除了英文比我好，其他都比我差。數學老師
也沒什麼了不起，除了數學比我好，其他都比我
差......」缺乏真實的謙卑，當然也就不可能順服長
上、服從權柄。

「順服」的概念向來不受歡迎，甚至被認定已
經過時。很多人受過威權主義的苦害，以致對權柄
採取否定、抗拒、不信任的態度。威權主義是權柄
的誤用與濫用，順服權柄並不是替威權主義背書。
自我中心地拒絕順服權柄的人，日後很可能化身為
另一個威權主義的代表，我們需謹慎防範。

順服要以基督為榜樣。尋求的是明白並順服天
父上帝的旨意，並且願意為了榮耀神順服地上的權
柄。順服不代表不能表達意見，但充分表達意見
後，仍願意按著該走的路而行。

旅居美國的一位牧師，分享多年前與某位姊妹
互動的經歷，二人什麼都能談，但就關乎意識形態
的政治理念無法溝通。一次聚會眾人唱「給我一顆
中國心」時，那位姊妹卻是無法開口。領唱同工察
覺，就把它改成「給我一顆基督心」；此時這位姊
妹不僅展露笑顏，並且可以跟著一起唱。對基督徒
來說，中國心很重要，基督心更加重要！

展現基督的心

我們既在救恩中領受基督的心（因為那是禮
物），我們就可以，也應該在生活中展現基督的心
（因為那也是命令）。展現基督的心，需要落實在
日常生活，以及團契生活中。保羅在腓二1-11給我
們許多原則性的提醒，包括基督裡的勸勉、出於愛
的安慰、聖靈裡的交通、深層的慈悲憐憫等。在這
同時，操練相同的意志和愛心，一樣的心思和想

法，也都需要以基督的心為基礎，靠人無法做到，
信而順服則可經歷極大的恩典。

好幾年前，吳勇長老的追思紀念音樂會上，播
放了老人家離世前錄製的臨別贈言，其中所勸勉、
囑咐的，就是教會的合一。吳長老特別強調，他指
的不是因看法、宗派相同而合一，乃是在基督的愛
中合而為一。

舊約的巴別塔事件，是合一力量大的負面例子
（創十一1-9）；若溝通無礙，建造宣揚己名的通
天塔似乎易如反掌。變亂口音後不能溝通，不能和
平相處而四散，偉大計畫也被迫停頓。詩篇預言，
地上政權在抵擋基督時也是齊心一致（詩二2）。
撒旦的差役常為達到某些目的而合一，主的門徒應
當如何？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是一種在
基督裡當持守的態度和心志。根據觀察，教會分
裂、肢體不合，甚至彼此否定、互不往來，關乎真
理的層面很少，意氣利益之爭的成分居多；更可怕
的是為了私慾、個人動機。這實在可惜，甚至可
悲。合而為一與同心兩者密切相關，同心指的是同
主的心，也就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合而為一」是教會的元首主耶穌基督的心
意，也是歷代教會當懇求、遵行的當務之急。聖靈
既已在基督裡成就合一，我們就不要去破壞合一的
事實，而是在凡事上力求合一，展現基督的心。

有人認為，「宗派」與不同的教會傳統阻礙了
合一，這雖然有可能卻不該是必然結果。不同的宗
派與傳統，基本上是信徒群體對真理的詮釋、應用
與見證，只要嚴謹持守「在基督裡」的原則，反而
能增廣我們對真理的認知與體會。我們要努力的，
是在認識神兒子的真道上成長，直到滿有基督長成
的身量（弗四11-13）。

當我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那麼縱然教會之
間、個別信徒之間有差異，但仍會願意竭力持守合
一。在合一的心志中，為福音的宣揚、教會的建
造，以及神國度的降臨盡心竭力！

歐華的存在，就是為了服事歐洲華人眾教會。
我們渴望，透過神國工人的培育，透過提供良好師
資和高質量實用課程，能在完成教會大使命上，盡
一份棉薄的力量！

Faith LoveHope



�教牧分享－反敗為勝之路

2020年伊始，澳洲大火、非洲蝗災、伊波拉
病毒復甦、加勒比地震、尼日利亞神秘病毒、逼近
車諾比核反應爐的熊熊大火、導致世界停擺的新冠
病毒、中國大陸南方洪水、美國黑人運動，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勢接踵而來。糧食危機、氣候危機、經
濟危機、生存危機，真真危機四伏。對死亡的恐
懼、對未來的焦慮，化作網路謾罵、化作家庭暴
力、化作種族歧視，脆弱的神經、敏感的心思，重
重壓力下，人們惶惶不可終日，內心起伏動盪更勝
外在風雲變幻。

排山倒海的災難讓襁褓中的科隆華人基督徒團
契迎來一場洗禮。2017年8月以三個成人、三個青
少年開始的小小家庭聚會，經歷兩年多的日子，剛
剛生根萌芽，信徒聚會尚不穩定，慕道友還在建立
信任中，它如何能在風雨飄搖中屹立不倒，持守信
心，反敗為勝?

首先，藉疫情教導憐憫和奉獻。疫情上半場我
們學習捐助中國，疫情下半場我們捐贈口罩給德國
醫護、超市工作人員和有需要的人。雖然我們人少
力微，然而也需要學習施比受更為有福。基督徒的
社會責任，義不容辭。

其次，2月2日起我們開始提供線上主日崇
拜。不單本地會友，以下七類人都可在家崇拜、聽
聞福音：1）因居家隔離而無法聚會者，2）居住在
科隆周邊小鎮交通不便到教堂者，3）德國小城還
沒成立華人團契，乏人關懷的信徒，4）尚無牧
者，每週日收看視頻證道的團契，5）學成歸國尚
未融入當地教會的學人學子，6）父母來德探望子
女時歸主，回國後尚未找到教會，7）還有在國內

外未信主的慕道朋友，去教會望而卻步，在家瞭解
信仰心更柔軟。科技拓展邊界，教會沒有圍牆，透
過網路，反而使關懷牧養，海歸事工和傳福音都觸
及到更深更廣的範圍，達到很多宣教士們曾想方設
法卻尚未達成的目標。即使疫情逐步緩和，我們也
將長期提供線上線下同步聚會。

再次，很多北美華人教會短宣隊常常造訪科
隆，因疫情不得不取消計畫行程。然而透過網路，
我們邀請多位牧長線上福音佈道，分享生命見證，
舉行創造論、抗疫、理財和諮商等系列專題講座。
我們思考探索宣教新模式，期待節省人力物力財力
的同時，讓更多人投身宣教，也讓福音傳得更廣。

最後，疫情期間我們組織線上的阿爾法小組、
查經、夫妻團契、媽媽團契、讀經群以及一對一的
門訓課程，幫助弟兄姐妹專心學習上帝的話語，學
習如何經營婚姻和親子關係，看重屬靈生命成長。
疫情期間聚會頻率不降反增。隨著疫情穩定，我們
再度邀請弟兄姐妹們分批來家聚餐，戶外一同散步
交流，大家經久不見，格外親熱。

疫情疾風驟雨，教會如何與時俱進？我們學習
承擔社會責任，我們學習跨越圍牆幫助遠方信徒，
我們學習新的宣教模式，我們學習注重生命傳遞。

開墾荒地榮命，艱難選擇未知。
縱然乾旱之年，主能結果不止。
科隆教堂高聳，我是卑微僕人。
獻上手腳身心，榮辱禍福度外。

明朝如何？我尚不知。
主愛不移，直到那日！

反敗為勝之路
淺談德國小團契
在疫情下的牧養策略
王柏牧師／歐華校友、科隆華人基督徒團契牧者



� 恩典在線

引言

疫情改變了世界，在世界之中的教會也因此改

變了運作的模式。教會是生命的有機體，面對挑戰

和新的生態環境，她仍然充滿生機。

1月下旬國內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特別是23日

武漢宣佈封城之後，教會的長執於1月25日開會討

論，制定各項因應措施。2月21日義大利北部地區

的疫情突然爆發，並迅速蔓延，教會必須做出回

應。

首先，推行全教會的禁食禱告

從1月31日開始直到5月底，每天早餐禁食的禱

告，參與的人數是有史以來最多、態度最積極的一

回。在疫情最為嚴重的期間，教會有40%以上的成

人報名參加。會友在禁食禱告之中，有許多的領受

和成長，更加委身基督；心胸、視野更寬廣了，超

越堂會和背景的侷限，為地區、普世的教會和社

會、國家禱告，也因此增加了對社會、國家的關

懷。

其次，全面轉為線上聚會

我們從2月第四主日開始，實體與YouTube直

播崇拜同步進行，從3月第一主日開始全面改為直

播崇拜。所有聚會均改在zoom平臺進行。基於我

們教會有150多個家庭，兒童主日學160多位學

生，線上聚會的形式將會持續到9月底，等到學校

正常復課，再逐步恢復實體聚會。

改為線上聚會，是「停止了聚集，但沒有停止

聚會」（來十22-24）。聚會模式的改變，並不意

味著本質的改變。因為聚會的本質，是信仰群體藉

著基督和聖靈（約十四6，弗二18），與父神聯合

（羅十六27），是與三一神的團契，對於超越時空

的三一神來說，絕不會受限於模式。其次，崇拜的

訴求，是神與祂的子民相遇，而神的子民以讚美和

感恩作為回應，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神（約四

24），不受限於崇拜的模式。這就足以說明崇拜

形式的改變，不應造成神學上的困擾，反而應該欣

賞和善用現代的科技手段。

崇拜／敬拜內容應該包括詩歌讚美、傳講神的
話語、感恩／禱告。線上崇拜並沒有減少這些基本
元素，在崇拜的設計和傳講神話語方面，反而投入
更多，也更加嚴謹。從2月份開始我基本不參與教
會的行政，只負責傳講每個主日的信息，每日錄製
5-8分鐘的靈修微視頻，作為弟兄姐妹靈修的資
料。在長達五個月網路聚會的過程中，經歷許多的
恩典，綜合來看教會有一定程度的成長，同工團隊
的委身度、領導力有明顯的成長；出席聚會的人數
也比實體聚會更多。

第三，建立靈修和家庭禮拜

個人靈修、家庭禮拜是疫情下「屬靈的紅
利」。在教牧、執事同工的全力支持之下，開展並
推廣「人人有靈修，家家有禮拜」的小運動，初步
統計至少有80%的會友和家庭參與，尤其在疫情最
為嚴重的四個月中幾乎是百分百達標。我們從2月
底開始錄製「恩典在線」的靈修微視頻，弟兄姐妹
可以在教會YouTube頻道、Facebook主頁和微信
公眾平臺，參與每日同步靈修。「人人有靈修，家
家有禮拜」的小運動，對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長、家
庭信仰生活和傳承有明顯的幫助和價值。

第四，採用網路培育、牧養和關懷

教會透過zoom開展不同的團契、小組、查經
班和主日學課程，使不同年齡段的弟兄姐妹，都得
到相應的供應、培育和牧養。我們要求小組長、團
契的主要同工，更多地聯絡弟兄姐妹，給予關懷和
鼓勵。所有的探訪、關懷和輔導，同步改為網路模
式。

結語

網路科技值得善用，但在關係的建立和互動，
生命和恩賜，及彼此服事的操練上，無法取代實體
的意義。在未來的教牧實踐之中，實體和網路手
段，都將是不可或缺的模式。所以教會在「後疫
情」處境下，應找到相應的運作模式，既要有深思
熟慮的神學思考，又要有靈活實用的教牧策略，以
至於有效地進行牧養、培育、宣道和傳福音。好讓
聖的教會、生機勃勃的信仰群體去影響、祝福和轉
化後疫情的社會，並在其中作美好的見證。

恩典在線 疫情下的教牧反思
黃愛敏牧師／歐華校友、米蘭華人復興教會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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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會的使命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對於教會未來發展

的可能性有了更多地看見。

現在很多教會都在籌畫恢復實體的聚會，但如果

我們只是希望恢復教會疫情前的狀態，那就真是浪費

了這次疫情。目前雖然歐洲的疫情已經緩解，但在全

球仍在增長中，就算在歐洲也隨時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性。我們必須認識到新冠疫情已經永久性地改變了這

個世界，或許將來疫情的流行會成為一種常態。教會

需要透過觀察這次疫情中面對的衝擊和挑戰，從教會

的本質層面，來思考過去教會的運作模式有什麼地方

需要改變。

保羅說：「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

所充滿的。」（以弗所書一23）從本質上說，教會不

是一個機械的組織，而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如果教

會是有生命的，那麼一個健康的教會就應當是有生命

力的、有活力的，是動態的信仰群體，能夠根據環境

的變化迅速調整自身，做出改變以適應環境，並達到

生命成長的最佳狀態。環境的突變能夠塑造生命抵抗

脆弱的能力，任何的環境都不應當是生命成長的限

制，而是激發生命成長的潛能。

既然教會是一個生命體，它就不是一個個的建築

物，也不是由一場場的活動所驅動的，而是用生命成

長的動力所驅動的。在災難降臨的時候，一切的建築

物將被關閉，一切的活動將被停止，但真正的教會作

為生命體，是基督的手和腳，應當去服事、去鼓勵、

去安慰活在恐懼中的人們，帶給他們對基督的信心，

和對永生的盼望。因此在這個後疫情的時代，教會應

當充分展現其生命體的本質，成為聖經要我們成為的

樣子。

疫情下的牧養策略

從2020年3月15日法國開始封城，到6月15日解

封，我們教會停止了實體聚會三個多月。但感謝神的

恩典，在這期間，教會經過一系列的調適，很快進入

了一種新的運作模式，保全了事工的開展和會眾的牧

養。雖然在崇拜和關懷上有諸多不便之處，但教會的

凝聚力和會眾的投入程度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疫情期間，教會的牧養策略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線上聚會：包括主日崇拜、查經班、聖經課程、同

工培訓。

•小組牧養：把關懷的工作分攤給小組長，將會眾分

配到不同的小組裏，在週間進行線上小組聚會，彼此

關懷，相互代禱。

•真理教導：有針對性的講臺信息和每日靈修信息，

以及啟示錄聖經課程，幫助會眾建立對疫情正確的心

態、對苦難正確的認識、對神掌權的堅固信心。

•多媒體牧養：建立多媒體團隊，製作各種的音頻和

視頻節目，帶給弟兄姐妹鼓勵和安慰。

•推動禱告：推動一系列的禱告事工，包括清晨禱告

祭壇、禱讀小組、為配偶禱告40天、為自己禱告30

天等。

•推動靈修：教會製作了手機靈修app，鼓勵全會眾每

日一起靈修，並分享心得。

•福音事工：鼓勵會眾利用教會提供的資料，轉發給

親朋好友，積極傳福音，領人歸主。推動街頭免費分

發口罩和福音單張的活動。

經過這次的疫情，雖然在崇拜的品質和團契生活

上，不如實體的聚會，但是弟兄姐妹在觀念上有很多

的調整，在與神的關係上有很多的更新，在傳福音上

也熱心了很多。同時，在應對和處理危機過程中，教

會的同工團隊經歷了新的建造，更加地成熟與合一， 疫情下的牧養策略
與反思

孫柯楠牧師／歐華校友，巴黎新焦點教會牧者



� 教牧分享
�春季課程

你 願 意 成 為 這 個 時 代 的 守 望 者 嗎？   讓 歐 華 作 你 的 後 盾！

網站     www.icbsie.org
電郵     studies@icbsie.com （教務處）
電話     +34 936 362 106／+34 936 367 352
地址     Ramal de la Raconada 5, 08860 Castelldefels, Barcelona, Spain

道學碩士    全修三年，90學分

教牧碩士    全修二年，60學分

聖經碩士    全修二年，60學分

教牧學士    全修三年，90學分

教牧文憑    全修三年，90學分

教牧證書    全修二年，60學分

教會事工證書  全修一年，30學分

配偶事工證書  全修半年，15學分

立足歐洲．心繫萬邦  

� � � � 國 際 歐 華 神 學 院    熱 情 招 生 中

全年開放報名，詳情可洽詢教務處或上網查詢

學制說明



胡博弟兄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巴塞

隆那東區堂青年團契同工

教會事工證書科
葡萄牙維拉貢德華人教會

同工、敬拜主領

教牧文憑科孫麗娜姊妹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

Alicante堂主日學教師、

敬拜團

教會事工證書科
黃蕭凱弟兄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

Alicante堂主日學教師、

詩班

教牧文憑科

葉春燕姊妹

葡萄牙維拉貢德華人教會

兒童主日學負責人

配偶事工證書科

�新生介紹／密集課程

今日的青少年跟我們在以往各代所服事的不同，我們必須使用有效
的事工模式、理論、策略及教學技巧陪伴孩子成長，否則我們可能
會失去這一群人……。

本期課程，將教授青少年牧養、門徒培育、身心靈發展與輔導、動
態式小組查經、教案設計，以及青少年父母事工等重要主題，藉由
理念探討及教材實作，幫助學習者以「心中的純正、手中的巧妙」
與後現代的青少年同行。

洪中夫老師        Zoom平臺       3學分40小時課時    

青少年事工      9/8-10/22 （每週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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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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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Teams平臺      3學分40小時課時    

實用讀經  10/26-11/18（週一至三，隔週五，僅接受選修）

整合實踐神學教育，落實理論與實踐的迴圈。用討論的方式，認識
教會、領袖、團隊的重要性；並深入探討牧養的理念、門徒關係、
牧養結構、教育訓練、傳道人的生命與生活、長執同工團隊、崇拜
與禱告等。

李健長老      Microsoft Teams平臺      3學分40小時課時    

教牧學  11/23-12/16（週一至三，隔週五，可接受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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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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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Teams平臺       2學分30小時課時    

舊約縱覽    11/23-12/14（週一至三，可接受旁聽）

請至本院官網下載密集課程報名表，填寫後將
報名表格電郵至教務處：studies@icbsie.com

校友每學期可免費旁聽一門課程！請洽詢教務處。

報名方式

全面採用線上教學  歡迎選修及旁聽！

新生介紹

2020學年第一學期密集課程 

陳海東弟兄



� 學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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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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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37.65€

 
建校基金 1,358,204.77 €

-19,705.78 

134,428.04

223,204.73 

-108,482.47

6,022,715

2,160,725 

3,283,105 

4,9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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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新冠肺炎的疫情在歐洲仍未平歇，西班牙更是重
災區，本院決定2020學年度第一學期（9月7日至12
月18日）所有課程皆採線上教學，如此除了避免群聚
危險，也讓學生在此艱難時刻可以多跟家人相處，並
參與母會的服事。求主保守學院，透過線上教學及聚
會，依然可以為神國塑造出合神心意的牧者。請為老
師能順利備課教學，學生有美好學習，所有人都能適
應「新校園生活」代禱。

本院今年共招收五位新生，春季班：胡博、陳海東，
秋季班：黃蕭凱、孫麗娜、葉春燕，詳情請見第7
頁。請為他們線上學習狀況能漸入佳境，也求主繼續
呼召祂所要使用的僕人使女來到歐華學習，莫讓疫情
阻攔了福音的擴張以及事奉者的裝備。

2020學年第一學期有部份課程開放選修，詳參第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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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外展課程將主要改為線上授課，並有課程費優
惠。若您的教會有意申辦課程，請洽本院外展處黃老
師（Lhuang@icbsie.com）

歡迎您以金錢的奉獻來支持
本院的事工。除了台灣、歐
洲、美國有歐華奉獻帳戶之
外，亦可使用支付寶（請掃
二維碼）。奉獻時敬請註明
您的姓名、金額及奉獻項
目。若您需要奉獻收據，請
務 必 以 電 郵 聯 繫 本 院 ：
admin@icbsie.com，以便為
您寄上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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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瑪拉基書 �:��）

81,357.77

-70,700.00

3,654.84

7,002.93

家有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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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在荷蘭舉行婚禮，之後將同心在蘇黎
世華人教會配搭服事。祝福他們的牧會與新婚生活都
有美好見證。

在校生陳妙苗與夫婿陳恩平傳道，於7月27日蒙神賜
下一子，排行第三，名為陳加恩。祝福他們全家恩上
加恩，力上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