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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元威院長 罕，要他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
迦南地去。不單是為了使他蒙福，更是要使他成為
多人的祝福！

為了在荒年生存，雅各率領族人遷居歌珊地。
他們雖因約瑟做埃及宰相而享特殊待遇，但畢竟那
裡不是應許之地只是暫居之所。若不是受欺壓、苦
不堪言，四百三十年後的以色列民可能還不想離開
那裡。他們在困苦中哀聲呼求神，神就差摩西帶領
他們離開埃及地為奴之家，往神所應許的流奶與蜜
之地去。

到了新約，信徒所經歷的，也是一種離開與進
入的救贖，即從黑暗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上
帝（徒二十六18；彼前二9）。若根據希伯來書，
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藉著信，竭力進入神所賜的
安息（來四1-11）。

你們出來，不必著急；你們行走，也不必奔逃，因為耶
和華要走在你們前面，以色列的神必作你們的後盾。
（賽五十二��）《新譯本》

一場新冠疫情，徹底打亂了世界的秩序，很難
預料將如何收場。去年初，多數人心中想著，或許
半年，最多一年，一切將會恢復如常。畢竟人類曾
經經歷過多次大風大浪，更何況現代科技不是能解
決幾乎所有的問題嗎？但是一年下來，全球確診與
死亡人數還在不斷攀升，疫苗和解藥的研製與生
產，仍有許多待解問題和未定因素，這一切似乎證
明，若一開始就認定問題的嚴重性，那麼接受悲觀
預測就比接受樂觀預測有道理，而且更接近事實。

直到主耶穌再來之前，不論日子有多麼艱難，
挑戰有多麼大，我們仍要面對每天的生活和責任，
而且是憑著信心前行。我們該如何支取神的恩典，
如何倚靠主、持續不斷的向前邁進呢？

離開與進入

神引導、憑信前行的人，必然經歷上帝要我們
離開原地、進入應許之地的呼喚。上帝呼召亞伯拉

院長／廖元威博士

在疫情當下，我們需要思考在後疫情時代，
我們是否已經預備好面對另一次「離開與進
入」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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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我們的後盾、我們的安全感

過去的安全感

以賽亞書五十二12的背景，是神透過先知預言
以色列百姓將要從巴比倫被擄之地歸回，神親自應
許要做他們的後盾。在疫情肆虐的當下，我們同樣
需要抓住神賜我們的寶貴恩典，因為「神是我們的
後盾，我們的安全感！」

在新的開始之前，我們非常需要把過去處理
好。很多人喜歡引用保羅的話：「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腓三13）。可是忘記背後不等於「失
去記憶」，更何況這是出於凡事忠心的保羅所說。
面對主的託付，保羅總是戰戰兢兢，但他還是不自
滿、不鬆懈，「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表示他願意
繼續盡心竭力，跑當跑的路、打美好的仗、守住所
信的道！

我們總是渴望惡劣的環境快快過去，迫不及待
想進入美好的未來。但多數時候，「昨日」雖然過
去，卻很難沒有留下遺憾；可是要誠實面對，不免
有焦慮和憂心浮上心頭。換句話說，面對新的開
始，總無法逃避過去的檢驗和把關。因此在「忘記
背後」的同時，必須先誠實地面對過去。

神不僅掌管今天與未來，祂也掌管著我們的昨
天和過去。不論我們所經歷的是好或是不好，都不
要輕看或隨便丟到一旁，上帝容許過去的記憶存留
在我們的腦海中，為的是要把過去當作培育未來的
屬靈土壤。神提醒我們要記住過去，免得因為失
憶，以膚淺的安全感來面對現在。

回顧人生，難免有未完成或是沒做好的事情。
有的無傷大雅，有的卻可能是心中的遺憾。曾經有
一段時日，我經常夢到自己重回學生時代，並且是
陷在課業的困境中。為何會做這樣的夢？我想或許
是因為自己在中學時代曾經學業受挫，以至於在潛
意識裡形成了隱藏的遺憾。

信主後，我知道用功讀書的重要，每個階段都
求盡心竭力。我們很難事事達到完美，如果已經忠
心，那麼進入新的階段時，真的就可以把昔日的榮
辱放到一邊。就算是過去有遺憾，而我們又無法改
變既成的事實，那麼就把它完全交給神，效法保
羅，「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 
（腓三13）

未來的安全感

未來的安全感在於神已經應許：耶和華必在你
們前頭行！以色列人要進迦南前，摩西當眾勉勵約
書 亞 的 時 候 ， 也 提 過 同 樣 的 應 許 （ 申 三 十 一
7-8）。這是神一貫的心意，早在出埃及時，以色
列百姓就經歷神一路的保守和引領。最明顯的就是
神用雲柱、火柱引導他們。危急時刻，神甚至差遣

使者並用雲柱來保護他們，免受埃及追兵的殺害
（出十四19-20）。

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你希望誰帶路、解說，陪
你走？當然是一個對當地情況瞭若指掌的「識途老
馬」。我們若開車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手機連線、
衛星導航，已經成了現代人不可或缺的工具。從屬
靈的角度看，我們需要時刻仰望主，與樂意引導我
們前行的神連線。若只知道大方向，更代表著我們
需要在每個過程中，時刻倚靠祂前行，因為我們確
知，祂是掌管明天的主。

神既是我們未來的安全感，我們才能為明天做
計劃並靠祂前行。沒錯，我們知道主耶穌一定會
來，且快要再來，所以要隨時預備自己迎見主，但
另一方面也因為祂是我們未來的安全感，因此我們
可以也應該做長遠計劃，並倚靠主前行！

今天的安全感

開始一個新的階段，為了彌補過去的虧欠，我
們可能會做偉大的計劃，急於有突出表現。可是賽
五十二 12 提醒我們，「你們出來，不必著急」，不要
因失憶輕率，更不要魯莽衝動。而是要牢牢記住，
神要在我們前頭行，要引導我們。這讓我們願意忍
耐等候，不斷尋求明白祂的心意，不斷努力前行。

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明白的教導，叫我們不要
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
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 34）。最近在 YouTube
看到一位 93 歲的老奶奶唱的「一次面對一天」的
視頻，可說是對這節經文的最佳詮釋。歌詞一開始
提到，她承認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人、一位普通的
女性。昨天已過，明天可能不是她的，求主耶穌指
示當行的路，並使她勉力前行。比起從前，現今的
欺騙、偷竊、暴力、罪行都更加猖獗，但她仍求主
幫助，指示當行的道路，一次面對一天！

一年前無人知道新冠肺炎將肆虐全球（雖然科
學家早已警告，要防範大規模流行病症），如今我
們也難料後疫情的實際狀況（雖然各種預測和忠告
讓人眼花撩亂）。但我們確知，神掌管萬有，靠祂
前行最為穩妥。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隨時預備好面
見我們的神。

請務必記得，神是我們的後盾，我們的安全
感。把無可彌補的過去交在祂的手中，然後帶著盼
望與主同行！因為經上記著，「你們出來，
不必著急；你們行走，也不
必奔逃，因為耶和華
要 走 在 你 們 前
面 ， 以 色 列 的
神必作你們的
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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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編按：本篇為歐華「同舟共濟」系列影片第一集

中，李長老的分享全文。歡迎於YouTube中訂閲國

際歐華神學院，即可收看全系列影片）

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們：

平安！自 2020 年開春以來，新冠病毒就在全
球肆虐，不僅我們自己的工作、事業、孩子們的求
學受到嚴重的影響，華人教會也不例外。這段時間
以來，很多教會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們被一些
問題所困惑，例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我們當下所
處的環境？」「我們基督徒應該怎樣面對這個世
代？」「我們該如何應對這場瘟疫？」面對許多這
樣的問題，由於人類對這個病毒還沒有完整的認識，
所以目前決策環境的能見度很低，不確定性很高，
我們很難預測和判斷未來的半年、一年，甚至幾年
會發生怎樣的狀況。既然看不清楚，我們就會很難
下決定。從歐華國際神學院所收集的資料看，目前
困擾華人教會的幾個現象集中表現如下。

第一，教會的形式受到很大的影響。教會的主
日敬拜、各樣的團契、小組，各種的教會活動被迫
暫停實體聚會，或者減少實體聚會，又或者減少實
體聚會參加的人數。弟兄姊妹之間從看主日崇拜變
成聽主日崇拜，從彼此有面對面的互動，變成坐在
家裡隔著電腦螢幕交通，從本來穿戴整齊的坐在教
堂聚會，變成穿便服在家裡參加聚會等等，形式的
改變帶給我們許多的不適應。尤其是當形式的改變
對實質產生了影響，那麼形式的改變就必須引起足
夠的重視。目前的問題就是教會形式的改變對教會
的實質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教會實質部分受到
的影響表現於我們在聯絡方面的減少，人際關係的
疏離。我們不能再一起吃飯了，我們見面都要保持
一定的距離。所以我們漸漸降低了我們的實質互

動。我們更多的通過手機、網路互相交通，可是這
樣的做法維持幾個月不難，如果想經年累月這樣
做，我們好像漸漸變得疲憊了，我們彼此的關係開
始慢慢變得疏離起來，而且我們不知道那種熱情哪
裡去了？

第二，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個人的內心中充
滿對於疫情的擔心。其一，是對個體生命安全的顧
慮。我們華人教會中有相當比例的人有一個不正確
的想法——疾病就是顯明了神對我們的懲罰。所以
他們認為「如果我得了病，我很害怕告訴其他人。
如果得的是這種瘟疫，那就更不敢對別人講。因為
聖經上說到過瘟疫都是臨到那些作亂的壞人。」可
是整本聖經並不是這樣的。很多人在瘟疫中染病並
不是犯罪的人，當然犯罪的人得著瘟疫也很正常。
但是我們這種錯誤的觀念導致的結果是，我們不僅
為自己的身體擔心，更擔心我們自己是不是得罪了
神。其次，在我們內心深處更擔心我們的工作會受
到影響，工作可能會停頓，我們的收入會減少，我
們的經濟可能會有困難。從教會的角度看，會因為
奉獻的減少而沒有辦法支應日常的開銷而出現大額
的赤字，這些都讓我們非常擔憂。

第三，由於看不清楚未來而給我們帶來的迷
茫。我們中間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從亞洲遠渡重洋
來到歐洲。我們想在歐洲過上比較穩定的生活，我
們想讓兒女接受比較好的教育，可是現在我們很害
怕。我們是要留在歐洲還是要回到國內去？去留問
題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
個困難。

從疫情爆發到現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產生
了巨大的變化。教會在我們華人群體中扮演的角色
也開始變得更重要、或更不重要。這一次歷史性的
變動並不是人類歷史唯一的一次。雖然很特別，卻
影響了全世界，200多個國家都受到影響，但是如

新常態下的
教會生態    歐華董事會主席／李健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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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語牧者

首先，顧好你自己，瞭解你跟神的關係。這是每
一個牧者都要知道的。

其次，在禱告中顧好你的羊群。當下我們會比以
前更忙，但是如果忙的事情不能產生很好的效果，雖
然我們不能全部停下來，卻可以有計劃的減少，然後
我們要回轉來到神的面前好好地禱告，針對我的地
區、我的國家、我的群體、我的教會，思想我應該怎
樣做？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教會，疫情不一樣嚴
重，我們所牧養的群體、屬性也都不同，我們應當仔
細思想當下環境下的受託、禱告、思想。這是身為牧
者非常重要的事情，牧者應該比所有的弟兄姊妹花更
多的時間來向神禱告。  

當前的首要任務是顧好你的羊群——我們先想想
可以有怎樣的小組生活。雖然我所在的地區疫情相對
沒有那麼嚴重，可是我所關心的群體，我所互動的對
象所在的地區疫情都非常嚴重。我知道牧者們的挫
折，我知道你們可能很灰心，我也一樣。所以越是這
樣，我們越是要多多地禱告我們的神。

牧者們，讓我們一起配合上帝在這個時代要做的

事情，對於我們的教會、我們的地區做出正確的反

應。

願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們在這場疫情當中
不至受禍，反倒得福！

 願上帝賜福每一位！

新常態下的教會生態

果我們不把它看成全球性，而是單把眼目定睛在一個
相對小的範圍內，縮小到你所在的國家，你所在的城
市、地區，其實末世的現象就會顯現得更清楚了。我
們因為被太多的資訊干擾以至於我們不能夠專心。其
實此次疫情的嚴重性並沒有比一戰、二戰更嚴重。因
此，我想提出幾個方向作為我們的牧者、同工、弟兄
姊妹們思考以上問題的參考。

（一）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需要重新反思生命的意

義，反思基督信仰在我們個人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每

一位牧者、傳道人、同工和信徒，儘管我們都相信我

們是神的兒女，但是今天我們需要再一次確認自己的

生命和永生神的關係，也就是要重新確定我們的生命

與主耶穌的關係。

（二）我們個人需要反思參加教會的目的是什

麼？我們聽道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到底需要怎樣去生

活？或許有一天教會重啟，又回到從前，你我生命有

沒有改變？如果沒有改變，那麼這次疫情對我們就毫

無意義了。我們先求永恆的生命在我們裡面是不是確

定的，確定之後應該常常享受這永恆的生命，常常與

主耶穌交通，然後我們再追求地上的生命，過一個最

簡單、最安全的、最基本的生活。我們需要思想的是

我們到底需不需要這麼多物質上的東西？如果不需要

這麼多物質的東西，我們該如何安排我們的時間？我

們還需要花這麼多的時間去賺錢、追求物質嗎？我需

要再重申一次，錢並不重要，我們花這麼多的時間去

賺這麼多的錢，我們的內心有真的享受嗎？疫情之

後，期待我們對自己週遭的一切已經有了新的想法。

（三）我們需要思想到底什麼是教會？教會到底

是一個屬靈的群體，還是一個實體的群體？當我們不

能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還是不是朋友？我們原來在實

體教會裡是弟兄姊妹，我們是朋友，我們有互動。現

在我們分隔兩地，不能面對面，我們還能不能彼此關

心？我們應該怎麼關心對方呢？通過手機、網路、視

訊、ZOOM等等，我們怎麼樣來思想這個問題？教會

怎樣能發展出新的、更有果效的方法來查經、主日敬

拜？以前我們很依賴線下實體中的互動。但是如果像

現在這樣，沒辦彼此間直接的互動，教會的牧者、弟

兄姊妹要想想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怎樣將教會建成

一個屬靈的群體？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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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春季線上授課即將開始
疫情期間，想要學習嗎？歡迎即刻報名！

講道實習
（一）

李健長老      

Zoom平臺      

3學分40小時課時

講道並不是講出自己所認識、體會的道理，乃是傳
講神在聖經中清楚啟示的真理，因此必須能準確地
解開神的話。講道也不是將聖經真理平鋪直敘地闡
釋出來，乃是透過講道者的人格，將神對當代特別
的心意傾倒出來，因此講道者必須長期在神面前領
受和預備。

本期課程目的是説明有心講道的同工從人格、心態
的預備，到整段經文的解析、解經講章的寫成，
再到當代信息的傳遞，形成初步扎實的認識和
操練。適合已經在講道或對講道恩賜有渴慕
心志的弟兄姐妹參加。

週一至三及第四週週五；僅接受選修�������

宣教學 王欽慈博士    

Zoom平臺      

3學分40小時課時

21世紀因著全球化的緣故，原本長期和短期的宣教
活動遍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未料在2020年新冠肺
炎的疫情之下，因著各國封城、封國、停航、隔離
的措施，全球宣教運動，也受到了空前的攔阻。但
是隨著視訊會議等新科技的崛起，為普世宣教運動
帶來了一個新的契機！

本期課程將從聖經、神學、歷史、文化和策略的角
度，為基督教的宣教運動，提供一個清楚的介
紹。此外也會探討宣教士所面臨的挑戰，並華人
教會在普世宣教中所扮演的角色。

每週一及週三；可接受旁聽���������

學分費：旁聽35€/學分，選修60€/
學分。

帶著一顆願意學習的心，
能夠參與課時至少80%，
由教會負責牧長推薦。

選修科目將在教務系統內留
下成績記錄。日後若報讀正
式學位，可最多帶入三門課
程成績進行抵免。

報名條件

收費標準

報名須知
詳情及報名表請至官網查詢
報名表請電郵至：
studies@icbsie.com



�2021春季線上授課

新約縱覽 謝麗華老師   

Microsoft Teams平臺  

2學分30小時課時

對教會兩千年歷史影響最大的人，除了耶穌就是保
羅；認識耶穌必須從福音書入門，福音書為何有四
本？它們有何異同？如何從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
中，認識保羅這位最偉大的宣教士和初代的教會？
人類的歷史將走向何處？啟示錄的預言正在逐步應
驗中。

本課程以宏觀的角度，提供詳細的史地背景、圖
表、大綱，引導學員速讀新約聖經一遍，進而產
生讀聖經的興趣，體驗神話語的奇妙。

可接受旁聽  �������
中國
教會史

鄭路加博士      

Microsoft Teams平臺 

2學分30小時課時

回溯基督教（主要集中在天主教和更正教上面）在
中國大陸的發展史。課程的內容會兼顧海外宣教士
入華的事工，基督信仰在各個時期植根中華文化的
進程。

課程目標為引發學員能從歷史、文化、政治和社會
等多個層面，來審視基督徒在中國歷史中扮演的角
色，對中國教會的過往和現狀的多元性有初步的認
識，對於今天華人教會的傳統有反思，進而更加
敬畏一直帶領眾教會的牧者基督！

可接受旁聽  全學期

佈道法
李健長老      

Zoom平臺      

3學分40小時課時

本課程從學習佈道理論開始，到實際能進行個人佈
道，並領人歸主。盼望幫助修習者能喜愛個人佈
道，並委身於建立一群穩定傳福音的大能勇士。

課程目標為培養學員成為一個被福音改變的人；幫
助學員能熟練應用個人佈道工具及技巧；養成個人
隨時向人傳福音的習慣；得著傳福音的能力與動
力；成為一個能訓練福音勇士的教師。

週一至三及第四週週五；可接受旁聽 �������
婚姻与
家庭

魏伶如博士

Zoom平臺      

3學分40小時課時

本課程目的是裝備教會傳道人及同工，能根據信徒
不同生命階段所面臨的挑戰與需要，進行合乎聖經
的婚姻家庭教育與輔導。課程中會介紹婚姻家庭輔
導相關理論及實用工具，強化學員推展促進信徒家
庭親密關係成長之相關事工。

每週一及週二；僅接受選修������

本學期其他線上與實體課程，皆對校友開放。
校友每學期可免費旁聽一門課程！詳細內容歡迎諮詢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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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報表

經常費

2020年1月1日－202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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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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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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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決定2021
年春季班（3月1日至6月17日）皆採取線上教學，並
歡迎弟兄姐妹選課。請為老師的線上教學順利，學生
學習有果效，所有人都能保持健康代禱。

2021年春季（三月份開始）將推出新學科「教會領袖
證書科」，課程以教牧實踐為主，選課靈活有彈性，
主要採取線上授課方式，歡迎教會同工加入學習的行
列。詳情請見第3頁介紹。 

敬請為歐華招生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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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春季班有部份課程開放選修，課程介紹請見第
6-7頁。

感謝神！本院已於去年12月18日購入一塊八千多平方
公尺的土地，將作為未來校址。請為後續空間規劃、
施工、經費籌措⋯⋯等等，能一一完成代禱。願神使
用新校園成為培育歐洲華人教會牧者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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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歐洲、臺
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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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 ： 為 建 校 或 為 經 常
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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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57.77

-60,151.32

4,918.42

16,2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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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備註：75,000美金兌換成歐元，因此在美元收入中相應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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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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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