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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元威院長
的功課不好學，還要為了基督的緣故面對逼迫，甚
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耶穌對這滿腔熱血的表態不僅不領情，還澆他
冷水，告訴他：「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
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如果一廂情願地認為，
跟著耶穌一定很有前途，可實踐人生理想，或至少
可讓他變得更機智、有學問；那麼這個算盤可真是
打錯了。耶穌的境遇絕非坦途，跟隨祂的人也不會
好到那裡去；因為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
過主人。

主耶穌被排斥，並非人人願意接待祂。就在這
個事件稍早，聖經描述耶穌經過撒馬利亞的一個村
莊，村民因為耶穌朝向耶路撒冷邁進，就拒絕接待
祂。耶穌被排斥，跟隨祂的人也一樣會被排斥。身
為天路客，祂必須仰仗人的接納和款待，否則沒有
安居之所。

跟隨耶穌，要能拒絕舒適及享樂的誘惑。主耶
穌在四種土的天國比喻中已經提過，若要讓聖道結
出果實，必須不受「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各種
人生享受)」的轄制和綑綁(路八14)。「狐狸的洞、
飛鳥的窩」是棲息、安歇，甚至是返途的歸宿地。
而立志跟隨耶穌，卻是一條勇往直前的不歸路。

面對基督的呼召，若不能及時、正確地回應，
我們會蒙受極大的損失。本文要從路加福音九
57-62思想主耶穌針對三種不同情況的提醒，盼從
中學習寶貴的功課。

跟隨主不浪漫，要付代價

耶穌帶領門徒走向耶路撒冷的途中，突然有人
跑到祂面前說：「你無論往哪裏去，我要跟從
你！」這個人應該聽過耶穌講道，親眼目睹祂行神
蹟而被人前簇後擁。確實，耶穌所到之處都萬人空
巷，熱鬧非凡，因為祂深知民間疾苦，祂講道有權
柄、要人遵行，眾人在祂身上看見聖靈的能力，聖
子就是神差來的受膏者。這個興奮表態要跟隨耶穌
的人，聽到神國信息時感到熱血沸騰，打從心底認
定，他已找到可一生跟隨的對象。這樣的表態雖然
堅決、有理，但恐怕也不免帶著浪漫情懷。

根據馬太福音八18-19的平行記載，這人是個
文士（經學家），又口稱耶穌是夫子，看來希望成
為祂的入室弟子。可是耶穌呼召的門徒、跟隨者，
並非只是做個「學生」，如同猶太教傳統，坐在拉
比腳前學習律法而已。跟隨耶穌非同小可，需要捨
己、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不僅放下、否定自己

做門徒的代價
院長／廖元威博士



� 做門徒的代價

耶穌說「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新譯本》
把「枕頭」（κλίνω）翻成「棲身」，原本代表躺
下、平臥，可用來指每天勞碌工作後的休憩，甚至
可以進一步延伸，用在人生終極的目標。路十九
30提到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最後一刻，淺嚐權充麻
醉劑的醋之後，就說：「成了！」便「低下頭」
（跟「枕頭」同一個字），將靈魂交付給父神。

主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是要遵行天父上帝
的旨意。祂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定意忠於託付，
直到完成。所以十字架才是耶穌枕頭的地方，也是
我們這群跟隨者的終點站。別忘了耶穌呼召門徒時
所說的：「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九23）

要跟隨主嗎？可別一開始滿腔熱血、慷慨激
昂，遇到困難卻無法持續，不要把指望放在今生，
乃要像客旅般地不斷前行。

跟隨主使命優先，非誠勿試

第二例是耶穌主動向人發出邀請：「來跟從
我！」這回反而是被邀請的人提出推遲的請求。看
來他並沒有拒絕耶穌，只是基於常態陳情，讓他盡
為人子女的責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親情有錯嗎？孝順不好嗎？不是連十誡都吩咐
我們應當「孝敬父母」？自古以來，替父母送終不
是為人子女天經地義的責任嗎？若是連這最基本的
義務都不盡，不僅不孝，更有違人情和事理。可是
主耶穌在跟隨祂、做祂門徒的核心議題上，提出了
比家庭責任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跟隨耶穌以及傳
揚上帝的國，必須放在第一優位！

由於顛覆傳統的言行，主耶穌常引起爭議。但
每一次獨排眾議的行動，都是基於神的至高主權和
真理的核心價值。作門徒必須愛主勝過愛家人，包
括父母、妻子、兒女、手足，甚至個人性命，並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路十四26-27），否則就不
能作主的門徒。這已經清楚表明，基督在一切人事
物中，必須居首位的終極原則。

既然要跟隨耶穌、做主門徒，就必須把主自己
以及祂的國，放在人生的首要地位。以任何神聖責
任作為掩飾自私的藉口，再怎麼正當，都無法與回
應呼召、履行使命的神聖和至高比擬。一但本末倒
置，就不可能行在真理中。

決定跟隨主，必須與世界有所分別，並且是以
合神心意的方式完成使命。主耶穌對於想要跟隨
祂，心中卻有顧慮或另有盤算的人，祂的回應是相
當強烈的。讓靈性死亡之人為離世的人提供必要的
服務（葬禮），至於蒙召之人，當以履行使命為
要，委身於傳揚神國的道！

跟隨主須堅定，捨棄羈絆

第三人又是個自願跟隨的例子，但同時提出附
帶條件，請求耶穌讓他先回去向家人辭行；看來也
很合情合理。

看看以利沙如何回應以利亞的呼召。以利沙當
下請求，容他先和父母辭別（王上十九20）。
《呂振中譯本》把以利亞的回答翻得生動易懂：
「你去吧，可要回來；因爲我向你作了什麼，你總
要記得」。以利沙接續的行動反而表達了他內心的
想法，他宰了耕地的牛，焚燒套牛的器具煮肉招待
親友，展現了壯士斷腕、破釜沉舟的決心；不讓親
情、工作成為牽絆。跟這個被耶穌呼召之人的反
應，顯然大不相同。

主耶穌對要求先去辭別家人者的回應，讓人感到
震撼：「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國。」這
話與其說是拒絕，更像是個警告；提醒這人在跟隨的
行動上要堅定果決，不要搖擺不定。這人看來應該算
過代價，表現得也很有誠意，他明確表達要跟從主；
但矛盾的是，不想那麼快就走上去。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的表現是警惕。雖然經歷上
帝大能的膀臂，眼見許多神蹟，但不久就因為曠野
的艱辛，口腹之欲不得滿足，而開始留戀埃及的日
子—那個慘遭壓迫的奴隸生活，原本迫不及待要脫
離的非人待遇。

向家人道別是表面理由，放不下原有的價值
觀，捨不得熟悉的舒適圈才是深層的懼怕。然而，
跟隨主必須果決地捨棄各種牽絆。為了保家衛國，
被徵召的軍人必須離開家人上戰場，縱然不捨，仍
須勇敢前行。

把田犁好的祕訣，在於注視前方，甚至注目明
確的目標。巴勒斯坦的土地多石礫，犁田若不專注
很容易跌倒。心懷二意讓人無法專心跟隨主，以致
「不適合」進神的國；心無旁騖才是神國子民應有
的態度。

潘霍華在《追隨基督》提到，「當基督呼召一
個人，祂是召他來為祂死。」誠哉斯言！但主也
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
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十六25）



�歐華建校專欄

圖一：新校地為多邊形，處於寧靜的
小市鎮中，為神學院的理想建
地。

圖二：從目前校區到新校地開車約30
分鐘。

圖三：新校舍建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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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家
培育牧者的永久基地

歐華建校專欄

新校舍包括共同學習、群體生活的空間。週
間，著重在聖經真理的裝備和靈命的操練，大家也
一起過團契生活，相互扶持；週末及寒暑假，則專
心投入教會事奉，實踐所學。基於以上的構想，設
計上規劃了不同功能的空間。

歐華渴望透過各樣方式，營造合宜的環境與氛
圍，使每位同學在靈命、學識、事奉三者得到全面
平衡的裝備，預備自己成為合神使用的器皿。

若神感動您，願意以金錢奉獻來支持歐華建
校，請與本院行政主任胡師母聯繫，謝謝您的支
持！（E-mail: jeanaun@icbsie.com）

歐華神學院的新校地曾經是以前勘查過眾多校
地之一，就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之際，上
帝再次引導我們，終於以較為低廉合理的價錢購得
此校地，成為我們培育牧者的永久基地。

上帝賜福的基地

新校地位於西班牙巴塞隆那北方帕列哈市鎮
（La Magina, Pallejà）內。帕列哈市是西班牙加
泰隆尼亞自治區巴塞隆那省的市鎮，位於Llobre-
gat河的右岸，N-11主幹道上。這是一個人口只有
一萬多人的小市鎮，有多項古建築，其中Pallejà古
城堡建於17世紀，曾是一座堡壘，目前設有圖書
館。

歐華建校新校地，位於該市區的西南部，是多
邊形的地面，周圍是小樹林，鄰居是一間小學，該
地距離火車站和市中心都不遠，最重要的是這裡十
分寧靜，對於神學院來說，是一個非常適合培育牧
者的地方，是上帝賜福的基地。

規劃的理念寧靜與共學的空間

廖元威院長對於校舍的建築規劃，有一個清楚
的藍圖。他說：
·神學院不是修道院，但要有遺世寧靜的環境。
·神學院不是學術象牙塔，但要有完善的教學設施
與豐富藏書。

·神學院不是恆常群居的社區，但要有弟兄和睦同
居、提升靈命的場域。

·這是我們建校的夢想——能擁有為歐洲華人教會
培育牧者的「永久的基地」。

廖院長期待歐華的新家是讓所有來歐華學習的
學生，能在一個寧靜、明亮、寬敞的環境中，一起
專心學習、敬拜，同時也有足夠的空間，讓個人能
安靜閱讀、默想、禱告，並實踐與眾人切磋琢磨、
分擔分享的團契生活。

教學大樓

停車場

球場

宿舍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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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恩典，2007年秋，得於美國阿斯伯
利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Wilmore 
KY)，開始攻讀聖經研究的文學碩士（MA），以及
聖經研究的哲學博士（PhD）。在美國期間，也於
假期當中參與當地美國教會會友的華人福音工作，
協助服事一群為子女而來美國短暫居留的華人年長
父母。也不時參與當地華人教會主日證道。

2015年初回到臺灣高雄聖光神學院任職新約專
任教師。感謝神，讓我在神學院的教學事奉當中，
亦能參與一些教會的主日證道。也感謝神，我的妻
子與我同心陪伴神學院輔導學生小組的學生們，她
亦多年專注於對孩子的在家教育，以及參與一些基
督教文字事工。

交托

我們的孩子目前在美國的基督教大學就讀
（Asbury University）。我與妻子雙方的家人都在
臺灣高雄；雙方的父母，也屆入老年，因此，我們
非常高興神帶領我們加入歐華神學院的服事，而同
時，也將父母交托那位呼召我們的主。在此，懇請
弟兄姐妹也為我們及我們的家人代禱，並期盼神的
恩典在祂自己所開設的道路上，臨到眾人、造就眾
教會。

期盼

我們盼望，按著主在過去對我們的裝備，能在
歐華盡我們所能事奉，並且在團隊當中按恩賜彼此
服事。對我個人而言，期望能在新約課程的範圍，
著重一些基本的解經方式，期待神學生能學習到在
事奉中合適能用的解經方式。願主使用，主得著一
切的榮耀。

回應

我是汪仁潔，感謝神的帶領，今年能加入國際
歐華神學院的團隊。仁潔這名字，是父親取出自新
約以弗所書四章24節「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
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出生於牧者的家庭，
可說自小於教會裡面長大。然而，我自己也經歷在
生命的罪惡當中轉向神，接受祂的愛子耶穌基督為
救主，後來也回應神的呼召，願意成為全時間事奉
的傳道人。

在海軍服役近四年後退伍，就與妻子結婚，於
當年（2000年）獲取進入中華福音神學院就讀道
學碩士；在神學院期間，神也賜一兒子。道學碩士
畢業後，一家三口於臺北永和循理會全職事奉，有
三年的時間。

於教會全職服事期間，有神學院老師與我談及
神學教育合適師資的需要，鼓勵我為此禱告。在禱
告近一年的期間，也漸漸深感神學教育培育傳道人
之重要性，在與幾位主內前輩分別談話與禱告之
後，願意回應如此的需要。因此，從教會的全職事
奉再次進入神學院進修。

回
應
、
交
托
與
期
盼

汪仁潔老師與師母郭素蓉姐妹、兒子汪允言合影

文／汪仁潔老師

新任教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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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院長和老師們賦予我們的信任，同時也謹
記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二9所言：「主說，我
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
得完全。」但願我們未來的服事，不是見證自己有
多大的本事，而是讓人看見我們軟弱生命中，所彰
顯這位滿有慈愛憐憫的神，祂是我們這瓦器裡的寶
貝，我們一生的見證莫過於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
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7）。

我和太太來自新加坡，1989年到英國倫敦攻
讀英國皇家會計專業文憑。畢業後就業兩年，於
1994年蒙召在倫敦聖經學院接受裝備。1997年神
學學士畢業後，便加入倫敦中華基督教會作全職傳
道人，一直到2016年夏。回顧全職牧會的19年，
教會一直是養育我們生命的母親。我若用「懵懵懂
懂」、「戰戰兢兢」來形容自己在教會的服事，一
點也不為過；除了大多數是失敗的經驗外，真是沒
有什麼可誇的。因此我們非常感謝教會多年來對我
們的耐心及包容，弟兄姊妹們的愛心與信任，讓我
們學習事奉神、仰望神，在踉蹌的步伐中經歷神奇
妙又無盡的恩典。

2017年初神帶領我們到了座落在西班牙的國
際歐華神學院，進修道學碩士。雖不敢說自己老
了，但是年過半百以後再重啟學生模式確實是非常
吃力的。不僅是過目即忘，體力也常吃不消而無法
仿效同學們熬夜啃書的精神。曾幾何時，我們在同
學們的孩子中間，已經升為爺爺奶奶的級別。加上
我們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也不熟悉這裡的風俗文
化，初到時出行在外，有時會像傻瓜一樣，鬧出各
種笑話。所幸神學院的院長和老師們不斷給我們加
油打氣，同工們提供我們在生活上的各樣幫助，以
及同學們的體貼和關愛，給我們在神學院的日子增
添許多溫馨與歡笑。感謝主的恩典，總算不負眾
望，我終於在2019年夏天畢業了。主的引領是出
人意外的，祂的恩惠超過我們所想所求；院長在我
畢業前就鼓勵我再接再厲，接下去進修臺灣中華福
音神學院的教牧博士科，並且邀請我成為歐華神學
院的儲備老師。

如今轉眼又過了兩年，靠主厚恩，我已經完成
了十門教博課，進入書寫畢業論文的最後階段。今
年八月份亦將正式成為歐華神學院的老師。我和太
太時常在茶餘飯後不時反省，其實我們並沒有什麼
過人之處，在牧會上也沒有什麼豐功偉業，我們還
能如何為人師表呢？誠然，我們非常感謝神學院的

當寶貝在瓦器裡

胡德明老師與師母王秀潔姐妹合影

文／胡德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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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課程內容簡介

每週一二三五，第三週週間每天有課；僅接受選修

讀經是基督徒正常的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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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讀經法 -Zoom平臺

李健長老

3學分40小時課時- 9/13-10/1

每週一二三五，第三週週間每天有課；僅接受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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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實習二 -Zoom平臺

李健長老

3學分40小時課時- 10/4-22

可接受旁聽

在教會裡，多多少少都會有觀眾式、
消費式、批評式和被動式等類信徒。基督
教教育的角色就是使信徒變成門徒，使觀
眾式的信徒成為參與者、消費式信徒成為
貢獻者、批評式信徒成為承擔者、被動式
信徒成為有力的基督精兵，效忠基督為主
影響這時代。本課程將透過理論與實踐探
討辦好教會基督教教育的方案，協助從事
者為教會提供長遠而扎實的屬靈培育。

基督教教育概論 -Zoom平臺

陳恩慧博士

3學分40小時課時- 11/1-24

每週六；可接受旁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離。」這是神給我們的指
示，不單單是給父母親，更是給予教會
的。若我們能好好地在這上面下功夫，我
們的孩子們不只會唱詩歌、背金句，更會
懂得愛神、敬畏神，看重自己是小門徒的
身份，學習大誡命，活出大使命！讓我們
這一群對兒童有負擔的同路人一起努力發
掘我們的想像力、激發我們的創造力、更
新我們的組織能力、並加強我們的教導能
力吧！

兒童事工 -Zoom平臺

陳若薇老師

1學分15小時課時- 11/6-12/4

2021年秋季對外開放線上課程

「學習」，不該是以前或是以後的事，乃是當下就該做的事！

年秋季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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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旁聽

一個事奉神的人，神會要他做什麼，
神也要他是什麼；做什麼神會給恩賜，是
什麼則是生命的成長；生命是事奉的動
力，事奉則使生命成長。

靈命塑造與個人成長 -Zoom平臺

宋先惠長老

2學分30小時課時- 全學期

每週三；可接受旁聽

馬可福音與馬太福音、路加福音一起
被稱為符類福音（或綜觀福音）。這三卷
福音書對耶穌事奉的記載，大致上有相同
的時間順序。雖然馬可福音的篇幅最短，
但其記載事件的詳細度卻較高。本課程除
了介紹書卷之文體、文學特徵、書卷結
構，亦將透過馬可敘事的描寫手法與用
詞，逐章談論其福音書的經文與信息。

馬可福音 -Microsoft Teams平臺

汪仁潔博士

2學分30小時課時- 全學期

可接受旁聽

當教會發展到中小型（100人）規模
時，就需在牧養和治理上作出適當的調
整，使教會不受其格局所限。教會若要健
康成長，信徒得到牧養與造就、積極委
身、參與服事，小組的模式是教會成長的
關鍵，它也是聖經所顯明的模式。

小組與教會增長

-Microsoft Teams平臺

胡德明老师

2學分30小時課時- 全學期

其他線上課程，皆對校友開放。校友每學
期可免費旁聽一門課程！詳細內容歡迎洽
詢教務處。

請至學院網站下載報名表，詳細填寫（應有教會負責人／牧師傳道
之簽名同意）後將報名表格電郵至：studies@icbsie.com

等候回覆，確認報名成功後教務處將以電郵回覆您確認通知；通知
信將會隨函寄上課前作業、指定參考用書及課程時間表；請設法儘
早取得書籍開始進行課前預備。

請學員每次上課前提早5-10分鐘進入線上會議室。

提醒大家，由於課程每次2-3小時，用手機上線、看螢幕比較累，
為確保學習效果，建議大家用電腦上課。

為尊重授課老師並保持最好的學習品質，無論是旁聽或選修，請主
動配合授課老師的要求，並積極參與課程內容。倘若需要請假，請
提前告知授課老師，並且遵守不超過總課時的20%為限。

課程不接受錄影錄音。

每學期限修兩門課程。

請留意以上課程於開課前兩週結束報名！

報名程序與重要說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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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上課時間表及報名表，請至
官網www.icbsie.org 下載

報名表填妥後請寄到：
studies@icbsie.com



第九屆和第八屆的校友任瀚之、葉夢思夫婦，於4月
18日蒙神恩賜女兒，起名為任文笛（Wendy Ren）。
祝福他們一家喜樂、蒙恩。

第四屆校友陳寒薇於5月15日與何元雷弟兄在倫敦締
結連理，祝福他們婚姻美滿，榮神益人。　

第八屆校友林曉湉與妻子黃碧霞姊妹，於7月7日喜得
一女，取名為林慕溪（Isabella Lin）。祝福寶寶健康
成長，全家蒙恩。

　

� 學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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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經常費以及學生獎助金。

收支報表

經常費

2021年1月1日－2021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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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240,736.44 €

 

建校基金（歐元+臺幣+美元） 870,931.27 €

97,976.00

115,566.83 

107,363.85 

106,178.98 

5,456,640 

277,183

1,436,101

  4,297,722   

歐元 €            臺幣 NTD          美元 US$

匯率：1歐元 = 34.8432臺幣 = 1.1710美元

消息代禱事項

我們敬愛的歐華董事會副主席吳蘇權弟兄，於2021年
6月24日息了地上的勞苦，安息主懷。追思禮拜已於
6月26日在羅馬東區華人教會舉行，備極哀榮。感念
蘇權弟兄自歐華創校以來所擺上的一切，神必記念。
敬請為蘇權弟兄的妻兒、遺族代禱，求神安慰扶持。

2021年秋季班（9月6日至12月16日）仍採取線上教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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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期間我們將迎來兩位專任老師：胡德明老師以及
汪仁潔老師，關於他們二人的介紹請見內頁。另外學
院各部門的新安排如下：5月1日起由鄭路加老師擔任
本院教務主任，8月1日起由黃惠真老師擔任實習主
任，胡德明老師擔任外展主任。願神親自堅固歐華的
師資團隊。

2021年春季開始的新學科「教會領袖證書科」，甫推
出就獲得廣大迴響。第二批錄取35位學員，名單如
下：徐建梅、蔡思思、季永茂、朱秀杰、林愛蓮、林
愛夫、陳翠紅、鄭微武、蘇安鋒、張佳珍、孔近陽、
程愛國、廖象斌、金曉潔、周麗梅、高建航、倪玉
平、林天賜、林麗、陳以貼、周文淵、鄧苛榮、周文
博、陳勝巧、吳肖雄、林瑣珥、季奏斌、陳承纓、陳
正永、葉海平、吳愛恩、夏建文、季新飛、曹莎拉、
阮劉博。由於向隅者甚多，學院另外為其設立了預科
班，提供基礎的聖經、神學教育，盼歐洲教會信徒都
能裝備自己，為主所用。

本院已積極展開建校專案，預計三年完工。請為各組
同工能配搭順利、空間規劃能完善、經費籌措、建照
申請……代禱。願神使用新校園成為培育歐洲華人教
會牧者的搖籃。詳情請見內頁建校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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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6.69

1,000.00

4,096.90

13,1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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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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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方式) 

抬頭：eMissioin World International
郵寄至以下地址：101 Ecklin Lane, Cary, NC 27519, USA
請注明：為「國際歐華神學院」奉獻，並提供收據的郵寄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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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喜事

第四屆校友衛豐于4月11日在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
Valencia堂按牧。祝福衛豐牧師大大為主所用，滿得
聖靈恩膏。

Bumper 
Harv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