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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
的迦南地去。不单是为了使他蒙福，更是要使他成
为多人的祝福！

为了在荒年生存，雅各率领族人迁居歌珊地。
他们虽因约瑟做埃及宰相而享特殊待遇，但毕竟那
里不是应许之地只是暂居之所。若不是受欺压、苦
不堪言，四百三十年后的以色列民可能还不想离开
那里。他们在困苦中哀声呼求神，神就差摩西带领
他们离开埃及地为奴之家，往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
之地去。

到了新约，信徒所经历的，也是一种离开与进
入的救赎，即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上
帝（徒二十六18；彼前二9）。若根据希伯来书，
神的心意是要祂的百姓借着信，竭力进入神所赐的
安息（来四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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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出来，不必着急；你们行走，也不必奔逃，因为耶
和华要走在你们前面，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
（赛五十二��）《新译本》

一场新冠疫情，彻底打乱了世界的秩序，很难
预料将如何收场。去年初，多数人心中想着，或许
半年，最多一年，一切将会恢复如常。毕竟人类曾
经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更何况现代科技不是能解
决几乎所有的问题吗？但是一年下来，全球确诊与
死亡人数还在不断攀升，疫苗和解药的研制与生
产，仍有许多待解问题和未定因素，这一切似乎证
明，若一开始就认定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接受悲观
预测就比接受乐观预测有道理，而且更接近事实。

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不论日子有多么艰难，
挑战有多么大，我们仍要面对每天的生活和责任，
而且是凭着信心前行。我们该如何支取神的恩典，
如何倚靠主、持续不断的向前迈进呢？

离开与进入

蒙神引导、凭信前行的人，必然经历上帝要我
们离开原地、进入应许之地的呼唤。上帝呼召亚伯

院长／廖元威博士

在疫情当下，我们需要思考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面对另一次“离开与进
入”的模式？



� 神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安全感

过去的安全感

以赛亚书五十二12的背景，是神透过先知预言
以色列百姓将要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神亲自应
许要做他们的后盾。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我们同样
需要抓住神赐我们的宝贵恩典，因为“神是我们的
后盾，我们的安全感！”

在新的开始之前，我们非常需要把过去处理
好。很多人喜欢引用保罗的话：“忘记背后，努力
面前……”（腓三13）。可是忘记背后不等于“失去
记忆”，更何况这是出于凡事忠心的保罗所说。面
对主的托付，保罗总是战战兢兢，但他还是不自
满、不松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表示他愿意继
续尽心竭力，跑当跑的路、打美好的仗、守住所信
的道！

我们总是渴望恶劣的环境快快过去，迫不及待
想进入美好的未来。但多数时候，“昨日”虽然过
去，却很难没有留下遗憾；可是要诚实面对，不免
有焦慮和忧心浮上心头。换句话说，面对新的开
始，总无法逃避过去的检验和把关。因此在“忘记
背后”的同时，必须先诚实地面对过去。

神不仅掌管今天与未来，祂也掌管着我们的昨
天和过去。不论我们所经历的是好或是不好，都不
要轻看或随便丢到一旁，上帝容许过去的记忆存留
在我们的脑海中，为的是要把过去当作培育未来的
属灵土壤。神提醒我们要记住过去，免得因为失
忆，以肤浅的安全感来面对现在。

回顾人生，难免有未完成或是没做好的事情。
有的无伤大雅，有的却可能是心中的遗憾。曾经有
一段时日，我经常梦到自己重回学生时代，并且是
陷在课业的困境中。为何会做这样的梦？我想或许
是因为自己在中学时代曾经学业受挫，以至于在潜
意识里形成了隐藏的遗憾。

信主后，我知道用功读书的重要，每个阶段都
求尽心竭力。我们很难事事达到完美，如果已经忠
心，那么进入新的阶段时，真的就可以把昔日的荣
辱放到一边。就算是过去有遗憾，而我们又无法改
变既成的事实，那么就把它完全交给神，效法保
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 
(腓三13)

未来的安全感

未来的安全感在于神已经应许：耶和华必在你
们前头行！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前，摩西当众勉励约
书 亚 的 时 候 ， 也 提 过 同 样 的 应 许 （ 申 三 十 一
7-8）。这是神一贯的心意，早在出埃及时，以色
列百姓就经历神一路的保守和引领。最明显的就是
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危急时刻，神甚至差遣

使者并用云柱来保护他们，免受埃及追兵的殺害
（出十四19-20）。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希望谁带路、解说，陪
你走？当然是一个对当地情况了若指掌的“识途老
马”。我们若开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手机联网，
卫星导航，已经成了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工具。从属
灵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时刻仰望主，与乐意引导我
们前行的神联网。若只知道大方向，更代表着我们
需要在每个过程中，时刻倚靠祂前行，因为我们确
知，祂是掌管明天的主。

神既是我们未来的安全感，我们才能为明天做
计划并靠祂前行。没错，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会
来，且快要再来，所以要随时预备自己迎见主，但
另一方面也因为祂是我们未来的安全感，因此我们
可以也应该做长遠计划，并倚靠主前行！

今天的安全感

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为了弥补过去的亏欠，我
们可能会做伟大的计划，急于有突出表现。可是赛
五十二12提醒我们，“你们出来，不必着急”，不要
因失忆轻率，更不要鲁莽冲动。而是要牢牢记住，
神要在我们前头行，要引导我们。这让我们愿意忍
耐等候，不断寻求明白祂的心意，不断努力前行。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明白地教导，叫我们不要
为明天忧慮，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慮；一天的
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六34）。最近在YouTube
看到一位93岁的老奶奶唱的“一次面对一天”的视
频，可说是对这节经文的最佳诠释。歌词一开始提
到，她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位普通的女
性。昨天已过，明天可能不是她的，求主耶稣指示
当行的路，并使她勉力前行。比起从前，现今的欺
骗、偷窃、暴力、罪行都更加猖獗，但她仍求主帮
助，指示当行的道路，一次面对一天！

一年前无人知道新冠肺炎将肆虐全球（虽然科
学家早已警告，要防范大规模流行病症），如今我
们也难料后疫情的实际状况（虽然各种预测和忠告
让人眼花缭乱）。但我们确知，神掌管万有，靠祂
前行最为穩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好面
见我们的神。

请务必记得，神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安全
感。把无可弥补的过去交在祂的手中，然后带着盼
望与主同行！因为经上记着，“你们出来，
不必着急；你们行走，也不
必奔逃，因为耶和华
要走在你们前面，
以 色 列 的 神 必
作 你 们 的 后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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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编按：本篇为欧华“同舟共济”系列视频第一集
中，李长老的分享全文。欢迎于YouTube中订阅国
际欧华神学院，即可收看全系列视频）

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们：

平安，自2020年开春以来，新冠病毒就在全
球肆虐，不仅我们自己的工作、事业、孩子们的求
学受到严重的影响，华人教会也不例外。这段时间
以来，很多教会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们被一些
问题所困惑，例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当下所
处的环境？”“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面对这个世
代？”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场瘟疫？”面对许多这样
的问题，由于人类目前对这个病毒还没有完整的认
识，所以目前决策环境的能见度很低，不确定性很
高，我们很难预测和判断未来的半年、一年，甚至
几年会发生怎样的状况。既然看不清楚，我们就会
很难下决定。从欧华国际神学院所收集的资料看，
目前困扰华人教会的几个现象集中表现如下。

第一，教会的形式受到很大的影响。教会的主
日敬拜、各样的团契、小组，各种的教会活动被迫
暂停实体聚会，或者减少实体聚会，或者减少实体
聚会参加的人数。弟兄姊妹之间从看主日崇拜变成
听主日崇拜，从彼此有面对面的互动变成坐在家里
隔着电脑屏幕交通，从本来穿戴整齐的坐在教堂聚
会变成穿便衣在家里参加聚会等等，形式的改变带
给我们许多的不适应。尤其是当形式的改变对实质
产生了影响，那么形式的改变就必须引起足够的重
视。目前的问题就是教会形式的改变对教会的实质
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会实质部分受到的影响
表现于我们在联络方面的减少，人际关系的疏离。
我们不能再一起吃饭了，我们见面都要保持一定的

距离。所以我们渐渐降低了我们的实质互动。我们

更多的通过手机、网络互相交通，可是这样的做法

维持几个月不难，如果想经年累月这样做，我们好

像渐渐变得疲惫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开始慢慢变得

疏离起来，而且我们不知道那种热情哪里去了？

第二，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个人的内心中充
满对于疫情的担心。其一，是对个体生命安全的顾
虑。我们华人教会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有一个不正确
的想法——疾病就是显明了神对我们的惩罚。所以
他们认为“如果我得了病，我很害怕告诉其他人。
如果得的是这种瘟疫，那就更不敢对别人讲。因为
圣经上说到过瘟疫都是临到那些作乱的坏人。”可
是整本圣经并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在瘟疫中染病并
不是犯罪的人，当然犯罪的人得着瘟疫也很正常。
但是我们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不仅
为自己的身体担心，更担心我们自己是不是得罪了
神。其次，在我们内心深处更担心我们的工作会受
到影响，工作可能会停顿，我们的收入会减少，我
们的经济可能会有困难。从教会的角度看，会因为
奉献的减少而没有办法支应日常的开销而出现大额
的赤字，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担忧。

第三，由于看不清楚未来而给我们带来的迷
茫。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从亚洲远渡重洋
来到欧洲。我们想在欧洲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我
们想让儿女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可是现在我们很害
怕。我们是要留在欧洲还是要回到国内去？去留问
题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
个困难。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产生
了巨大的变化。教会在我们华人群体中扮演的角色
也开始变得更重要、或更不重要。这一次历史性的
变动并不是人类历史唯一的一次。虽然很特别，却
影响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都受到影响，但是如

新常态下的
教会生态    欧华董事会主席／李健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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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牧者

首先，顾好你自己，了解你跟神的关系。这是每
一个牧者都要知道的。

其次，在祷告中顾好你的羊群。当下我们会比以
前更忙，但是如果忙的事情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虽
然我们不能全部停下来，却可以有计划的减少，然后
我们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针对我的地
区、我的国家、我的群体、我的教会，思想我应该怎
样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会，疫情不一样严
重，我们所牧养的群体、属性也都不同，我们应当仔
细思想当下环境下的受托、祷告、思想。这是身为牧
者非常重要的事情，牧者应该比所有的弟兄姊妹花更
多的时间来向神祷告。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顾好你的羊群——我们先想想
可以有怎样的小组生活。虽然我所在的地区疫情相对
没有那么严重，可是我所关心的群体，我所互动的对
象所在的地区疫情都非常严重。我知道牧者们的挫
折，我知道你们可能很灰心，我也一样。所以越是这
样，我们越是要多多的祷告我们的神。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配合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做的
事情，对于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地区做出正确的反
应。

愿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们在这场疫情当中
不至受祸，反倒得福！

愿上帝赐福每一位！

新常态下的教会生态

果我们不把它看成全球性，而是单把眼目定睛在一个
相对小的范围内，缩小到你所在的国家，你所在的城
市、地区，其实末世的现象就会显现得更清楚了。我
们因为被太多的资讯干扰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专心。其
实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并没有比一战、二战更严重。因
此，我想提出几个方向作为我们的牧者、同工、弟兄
姊妹们思考以上问题的参考。

（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需要重新反思生命的意

义，反思基督信仰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每

一位牧者、传道人、同工和信徒，尽管我们都相信我

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再一次确认自己的

生命和永生神的关系，也就是要重新确定我们的生命

与主耶稣的关系。

（二）我们个人需要反思参加教会的目的是什

么？我们听道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底需要怎样去生

活？或许有一天教会重启，又回到从前，你我生命有

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那么这次疫情对我们就毫

无意义了。我们先求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是确

定的，确定之后应该常常享受这永恒的生命，常常与

主耶稣交通，然后我们再追求地上的生命，过一个最

简单、最安全的、最基本的生活。我们需要思想的是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物质上的东西？如果不需要

这么多物质的东西，我们该如何安排我们的时间？我

们还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赚钱、追求物质吗？我需

要再重申一次，钱并不重要，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去

赚这么多的钱，我们的内心有真的享受吗？疫情之

后，期待我们对自己周遭的一切已经有了新的想法。

（三）我们需要思想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到底

是一个属灵的群体，还是一个实体的群体？当我们不

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是朋友？我们原来在实

体教会里是弟兄姊妹，我们是朋友，我们有互动。现

在我们分隔两地，不能面对面，我们还能不能彼此关

心？我们应该怎么关心对方呢？通过手机、网络、视

屏、ZOOM等等，我们怎么样来思想这个问题？教会

怎样能发展出新的、更有果效的方法来查经、主日敬

拜？以前我们很依赖线下实体中的互动。但是如果像

现在这样，没办彼此间直接的互动，教会的牧者、弟

兄姊妹要想想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怎样将教会建成

一个属灵的群体？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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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春季线上授课  即将开始
疫情期间，想要学习吗？欢迎即刻报名！

讲道实习
（一）

李健长老      

Zoom平台      

3学分40小时课时

讲道并不是讲出自己所认识、体会的道理，乃是传
讲神在圣经中清楚启示的真理，因此必须能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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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课程目的是帮助有心讲道的同工从人格、心态
的预备，到整段经文的解析、解经讲章的写成，
再到当代信息的传递，形成初步扎实的认识和
操练。适合已经在讲道或对讲道恩赐有渴慕
心志的弟兄姐妹參加。

周一至三及第四周周五；仅接受选修   �������

宣教学 王钦慈博士      

Zoom平台      

3学分40小时课时

21世纪因着全球化的缘故，原本长期和短期的宣教
活动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未料在2020年新冠肺
炎的疫情之下，因着各国封城、封国、停航、隔离
的措施，全球宣教运动，也受到了空前的拦阻。但
是随着视频会议等新科技的崛起，为普世宣教运动
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

本期课程将从圣经、神学、历史、文化和策略的角
度，为基督教的宣教运动，提供一个清楚的介
绍。此外也会探讨宣教士所面临的挑战，并华人
教会在普世宣教中所扮演的角色。

每周一及周三；可接受旁听���������

学分费：
旁听35€/学分，选修60€/学分。

带着一颗愿意学习的心，
能够参与课时至少80%，
由教会负责牧长推荐。

选修科目将在教务系统内留
下成绩记录。日后若报读正
式学位，可最多带入三门课
程成绩进行抵免。

报名条件

收费标准

报名须知
详情及报名表请至官网查询
报名表请电邮至：
studies@icbsie.com



�2021春季线上授课

新约纵览 谢丽华老师   

Microsoft Teams平台  

2学分30小时课时

对教会两千年历史影响最大的人，除了耶稣就是保
罗；认识耶稣必须从福音书入门。福音书为何有四
本？它们有何异同？如何从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
中，认识保罗这位最伟大的宣教士和初代的教会？
人类的历史将走向何处？启示录的预言正在逐步应
验中。

本课程以宏观的角度，提供详细的史地背景、图
表、大纲，引导学员速读新约圣经一遍，进而产
生读圣经的兴趣，体验神话语的奇妙。

可接受旁听   �������
中国

教会史
郑路加博士      

Microsoft Teams平台  

2学分30小时课时

回溯基督教（主要集中在天主教和更正教上面）在
中国大陆的发展史。课程的内容会兼顾海外宣教士
入华的事工，基督信仰在各个时期植根中华文化的
进程。

课程目标为引发学员能从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
等多个层面，来审视基督徒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的角
色，对中国教会的过往和现状的多元性有初步的认
识，对于今天华人教会的传统有反思，进而更加
敬畏一直带领众教会的牧者基督！

可接受旁听全学期 

布道法
李健长老      

Zoom平台      

3学分40小时课时

本课程从学习布道理论开始，到实际能进行个人布
道，并领人归主。盼望帮助修习者能喜爱个人布
道，并委身于建立一群穩定传福音的大能勇士。

课程目标为培养学员成为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人；帮
助学员能熟练应用个人布道工具及技巧；养成个人
随时向人传福音的习惯；得着传福音的能力与动
力；成为一个能训练福音勇士的教师。

周一至三及第四周周五；可接受旁听   �������
婚姻与
家庭

魏伶如博士     

Zoom平台      

3学分40小时课时

本课程目的是装备教会传道人及同工，能根据信徒
不同生命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与需要，进行合乎圣经
的婚姻家庭教育与辅导。课程中会介绍婚姻家庭辅
导相关理论及实用工具，强化学员推展促进信徒家
庭亲密关系成长之相关事工。

每周一及周二；仅接受选修������

本学期其他线上与实体课程，皆对校友开放。
校友每学期可免费旁听一门课程！详细内容欢迎咨询教务处。



� 学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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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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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198,582.98 €

 

建校基金 1,355,904.49 €

-19,705.78 

348,909.78

302,422.67 

26,781.33

6,022,715

4,195,653  

4,716,916 

5,5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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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在欧洲仍未平歇，本院决定2021
年春季班（3月1日至6月17日）皆采取线上教学，并
欢迎弟兄姐妹选课。请为老师的线上教学顺利，学生
学习有果效，所有人都能保持健康代祷。

2021年春季（三月份开始）将推出新学科“教会领袖
证书科”，课程以教牧实践为主，选课灵活有弹性，
主要采取线上授课方式，欢迎教会同工加入学习的行
列。详情请见第3页介绍。

敬请为歐華招生代禱，求主继续呼召祂所要使用的仆
人、使女来到欧华学习，莫让疫情阻拦了福音的扩张
以及事奉者的装备。

2021年春季班有部份课程开放选修，课程介绍请见第
6-7页。

感谢神！本院已于去年12月18日购入一块八千多平方
米的土地，将作为未来校址。请为后续空间规划、施
工、经费筹措⋯⋯等等，能一一完成代祷。愿神使用
新校园成为培育欧洲华人教会牧者的摇篮。

近期外展课程将主要改为线上授课，并有课程费优
惠。若您的教会有意申办课程，请洽本院外展处黄老
师（Lhuang@icbsie.com）

欢迎您以金钱的奉献来支持
本院的事工。除了台湾、欧
洲、美国有欧华奉献帐户之
外，亦可使用支付宝（请扫
二维码）。奉献时敬请注明
您的姓名、金额及奉献项
目。若您需要奉献收据，请
务 必 以 电 邮 联 系 本 院 : 
admin@icbsie.com，以便为
您寄上收据。

81,357.77

-60,151.32

4,918.42

16,2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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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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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
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
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 

（玛拉基书 3:10）

备注：75,000美金兑换成欧元，因此在美元收入中相应减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