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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不仅同意这样的看法，还进一步指出人心的
真实状态。处在国事颓唐却洞察人性的耶利米，就毫
不避讳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新译
本：无法医治）；谁能识透呢？”（耶十七9）

当文士、法利赛人为了饭前不洗手破坏律法的卫
生条例喋喋不休时，主耶稣却强调：“入口的不能污
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太十五11）而所谓从口
中而出的，指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恶念、凶殺、
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讟。这都是污秽人的
⋯⋯。（太十五19-20）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不仅超
越外在的卫生问题，也超越了心理健康的层次，指的
是内心深处的灵性问题。平心而论，若非上帝怜悯，
若没有圣灵光照，我们不仅看不清楚人心的根本，更
会不知所措，无力面对。

解决根本问题的第一步，以西结先知早已宣告，
要靠上帝所赐新的心和新的灵，并且是经过换心手术：
除去石心，换上肉心 ( 结十六 26) 才成。从新约看，
正是主耶稣对尼哥德慕所说，人必须借圣灵重生，才
能有分于上帝的国 ( 约三 3、5)。若不先经过换心，
未经重生而谈谨守自己的心，价值有限。然而就算换
过心，重生了，也就是已经罪得赦免，与神和好，领
受所赐的圣灵，我们的心仍需保持单纯和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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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
的泉源由此而出。（箴四23新译本）

心是生命泉源

以“心"作为一个人生理、心理的主体，是相当
普遍的现象。我们有生理的心，就是作为血液循环枢
纽的心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不论醒着或睡
着，无论处于什么状态，心脏都默默地工作，忠诚地
坚守岗位，直到一个人生命结束。

除了生理的心，我们还有情感的心（心情或心
境），一个人的心情若波动，如紧张、兴奋，心跳就
会加速。反过来说，若心脏有了问题，不仅健康受
损，每天的心情也会受影响。生理的心和情感、意志
的心，显然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人心”也被用来代表一个人的“所是”
和“真我”。俗语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
知心”，感叹人心真实想法很难捉摸。但也有较乐观的
说法：“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表示要深入了解
一个人并非不可能，只是需要假以时日。不论是难以
明白人心真实状态，或是观察够久才看得见真实的一
面，都倾向把“心”当作一个人内在、真实的状态。

院长／廖元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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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西家在面对亚述入侵的威胁时，除了积极备
战，还需要为了确保水源的供应而未雨绸缪。他拦截
基训泉上游的水，经改道工程，把水引进耶路撒冷城
南新开凿的西罗亚池，历经2,700年这个引水道依旧
存在。

水源是百姓的命脉，面对战争时更是格外宝贵，
基训泉此时不折不扣是耶路撒冷的生命泉源。希西家
知道水源的重要，他也竭尽所能加以保全。比希西家
早两个世纪前，箴言就已经告诉我们，要警醒保守自
己的心，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谨守己心的重要

基督徒确知，人看外貌，神看内心；因为神是鑒
察人心的神。外显的行为都来自隐藏的泉源，我们所
言所行都是内心思想的呈现，因此要修正一个人的言
行，必须从内心、从思想开始；保守己心的重要性也
就不言而喻。既然心指的是一个人的所是和真我，那
么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道德和属灵的光景，必然会
影响与我们互动的人，甚至影响得很深。

请问我们会保护看守那些东西？当然是重要、有
价值的！出家门、停好车，我们都会立刻上锁。使用
提款卡、电邮、网购，账号都有设定密码；因为没有
人愿意自己的账户被盗用，遭受无谓的损失。至于无
用的垃圾，当然就是丢进垃圾桶，没有人会挖空心思
去看守、保护无用的垃圾。

身怀贵重物品时，我们都会提高警觉。有位弟兄
在机场等人接他时，一个不留神，放在地上的背包就
被人掉包窃取，让他懊恼不已。也有同工曾经在机场
的麦当劳，已经提高警觉却仍丢了护照、登机证。造
成的损失，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都让人十分心痛。
若小心翼翼都可能遭窃，何况掉以轻心？我们的心既
比一切都重要，岂不更加需要警醒看守！

十九世纪改革宗神学家贺治（Charles Hodge），
为了明白自由派神学席卷欧洲的原因而到德国游学两
年。返美后，他用箴言四 23 向学生讲了一篇语重心
长的道。他说：“正确明白属神事务以及免除错误的
关键因素，在于圣洁的心，以及分别为圣的生活。只
有真诚敬畏神的心，以及悔改、向神委身的生活，才
能让人持守正确的教义，如堕落、败坏、重生、救赎、
基督的神性等等。没有真实信仰的生命，人很容易接
受怪异的教导，甚至还引以为荣。 ”

谨守己心之道

箴四24-27指出保守己心的途径，包括了保守口
舌、注意眼目，以及谨慎脚步三方面。

注意口舌。邪僻（欺诈）和乖谬，指的都是由于
心术不正而扭曲事实。谨慎保守己心的人，必然会留
心自己所说的话，包括背后的动机和目的。有趣的
是，箴言也提到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箴十
11），可见话语可以带来生命的滋润和造就。同时，
义 人 的 口 所 结 的 智 慧 果 实 ， 可 使 人 喜 悦 （ 箴 十
31-32）。

有人以心直口快为荣，这固然是个性使然，并且
遠胜过心口不一。然而，用爱心说诚实话，且说造就
人的好话才是更加地好。只是这一切必须从生命的成
长着手；因为果子的好坏由树的光景决定，“心里所
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太十二33-37）。

注意眼目。保守己心的人，必然保守自己的眼。
智慧呼吁：“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
喜悦我的道路。”（箴二十三26）心归向真理时，眼
目也乐意受真理的约束。传道者早就指出，眼和耳的
欲望是无底洞（传一8）。老约翰则提醒，眼目的情
欲是“世界”（敵挡神的世俗体系）的一部分，人若爱
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壹二15-17）

我们需谨慎所看的一切，而网络里的试探格外
多。弟兄们特别需要被提醒，也需要在团契生活中彼
此扶持。

谨慎脚步。保守己心者要留心走正路，遠离恶
事。蒙福之人不仅不从恶人的计谋，更积极地喜爱、
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敬畏神的心加上圣灵指引，一个
人必然会乐意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中。

美国一间神学院退休的院长提到，牧
会时常到教堂附近的餐馆吃早餐，把
握机会与人分享福音。有一天他走
出餐厅，把钱放回皮夹时发现，
店里多找给他五块钱，他立刻回
到店里把钱退还。女店长笑着
说，牧师，我只是想测试你一
下。

保守己心的起点，在
于了解内里光景，察验背
后原因。落入紧绷、焦慮
时，可以求问神为何如
此 ？ 遇 事 忧 心 、 害 怕
时，求主让我们知道原
因所在，并求主帮助
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和
方式面对。要谨守
己心胜过一切，因
为生命的泉源由
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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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计算机科技，才能跟上时代的挑战；同样，我们
也无法用原生家庭模式来教养下一代，我们需要学习
爱的新语言和技巧，才能更好的教养子女。

三、修补关系从神开始

一个人只有在充满爱的关系中，才会真正的敞
开，才能真正的做自己。神是完全接纳我们，无条件
的爱着我们，在这样的爱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领受
赦罪的自由，不再定罪自己，也开始接纳自己，并得
着力量去改变自己。接着，我们也用温柔的心，用同
理、温暖、尊重的态度与人互动，营造一个安全、温
暖、接纳的环境，学习倾听和沟通，来修复我们与人
的关系。感谢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教会就是
神的家，我在教会看见了美满的婚姻及家庭的见证，
也在教会学习这些爱的功课。爱不是生来就会，而是
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

四、婚姻关系必修学分

首先，我们要学习圣经中有关婚姻和家庭的原
则，例如：丈夫在婚姻中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而非
君王式的领袖。仆人领袖会和妻子一起规划未来，会
负责带领家人的灵命成长；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用
顺服来回应丈夫的爱。每对夫妻最重要的功课是学习
爱你的配偶，只有做好丈夫或妻子的角色，才能正确
的扮演父母的角色。因为相爱的夫妻才能给予孩子所
需要，最深的安全感。其次，夫妻的问题很多是原生
家庭的问题所带来的，所以了解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

一、修补关系的好时机

2020年的新冠疫情延烧至今，眼见世界局势格
外动荡，道德沦丧，人心对未来更加的茫然，这一切
让我们深信末日近了。“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
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
咒诅遍地。”（玛三5-6）先知玛拉基预言末日（主耶
稣再来）之前，神会给人类一个回转的机会，这个回
转的机会会发生在家庭中，父亲们的心会转向儿女
们，儿女们的心会转向父亲们，破裂的亲子关系会有
一个修补机会。

为了防疫，大家被迫回归到家庭，欧华神学院的
学生们也回到欧洲各国的家中上网课。许多同学纷纷
感谢神，在疫情中修补了夫妻与亲子关系，他们把学
习、服事、家庭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家人一起用餐，
一起休闲娱乐，一起读经祷告，每天有家庭的祭坛。
现在亲子关系更加的亲密，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也
使他们的事奉更加的得力。过去因为工作、学习、事
奉的忙碌而忽略家庭，疫情间成了弥补关系的大好时
光。不知道这是不是您家的光景？

二、原生家庭的老模式

从小到大，学校没有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好丈夫、
好妻子、好父母，我们大部分都是从父母的言行身教
模仿的，因为无法分辨所以好坏都收，等到我们长大
成人，虽然能够分辨是非了，但是行为模式已经固
定，我们都是照着最为熟悉的方式来回应，加上人性
的软弱，也就衍生出许多的婚姻和家庭问题。既然学
校没教，父母也不见得有好榜样，加上罪性的影响，
那么我们要如何学习爱的功课呢？疫情中我们被迫要

专任老师／谢丽华牧师

新任教师介绍

即日起，至2021年11月底。

疫情下
欧陆华人教会
婚姻与家庭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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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会成为再抚育群体

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家庭中父母没有教的，教会
要负起责任来教，预防胜于治疗，越早教越好。所以
教会能针对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挑战，来设计活
动和课程，帮助信徒面对家庭的议题，实在是刻不容
缓的。例如：恋爱交友的课程、婚前教育、婚后更
新，亲密之旅等等，可参考欧华校友王柏牧师提供的
建议，例如：阅读一本好书、看一场有关婚姻家庭的
好电影、参加亲子或婚姻课程、夫妻伉俪团契等。

七、神学院提供的资源

为了帮助教会一起来装备信徒，神学院提供精彩
的儿童、青少年、婚姻家庭等课程，也有量身订做的
外展课程，教会可以多多利用这些资源。过去教会比
较看重圣经、灵命和事奉的培育，如何落实到家庭和
职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让我们一起来耕耘。

八、至于我和我家⋯⋯

在疫情中，我们夫妻恢复了晚祷的时光，也恢复
了散步的时光，我们天天下厨，共同分担家务，我们
每主日和孩子和父母视频沟通祷告，这些家庭时光支
持了我们的事奉！正如在校生张新同学所说：“一起好
好的吃饭，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一起好好的祷告，就
是高质量的磨合；一起好好的读经，就是高质量的成
长。”神的爱、神的话就是家人合一的黏着剂。神是我
们的天父，祂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愿神赐福欧洲
各地华人教会的各个家庭，在主爱中连结，建立一个
在地如天的天堂！

很重要，我们要从原生家庭的伤害中得医治，才能终
止伤害的模式继续复制到下一代。第三，婚姻问题也
有个性不同所带来的磨合，正确的认识自己和配偶的
性格帮助你找到互动之道。最后，情绪管理和沟通的
技巧也能帮助我们化解压力、面对冲突。

五、亲子关系与时俱进

教养子女是随着子女不同的成长阶段，而有所改
变的。我们不能拿学龄儿童的教养方式来教导青少
年，也不能拿对青少年的方式来对已婚或成年的子
女。所以父母要随着孩子的年龄成长学习不同的教养
方式。

青少年面临的的五大挑战：

1. 科技的影响力遽增：计算机、网络，文化冲击大增

2.家庭结构相对解构：离婚率大增、家庭多元化、家
族小区力量式微

3.接触暴力机会遽增：媒体暴力、家庭暴力、校园霸
凌

4.接触性的机会遽增：婚前性行为、未婚同居、堕
胎、同性恋

5. 中立的道德和价值：真理相对化、道德真空

根据一份对青少年的调查：谁最能影响你的决
定？父母或是朋友？答案是：父母！当青少年感到自
己在父母的爱中得着安穩的倚靠，他们便能有信心面
对社会中的负面影响，最终成为成熟、对社会有贡献
的成年人。倘若缺乏父母的爱，青少年便非常容易在
毒品、性和暴力的引诱下屈服。父母最首要是学会如
何满足青少年子女在情感上对爱的渴求。我们可以利
用几种爱的语言：服务的行动、精心的时刻、肯定的
言语、身体的接触、爱的礼物来表达我们对子女的
爱。教养青少年建立爱的关系是一切的基础，不是单
单纠正错误的行为，有了爱的基础父母的管和教才能
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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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莉莉 姊妹
教牧证书科 全修

基督教意大利Reggio Emilia
华人教会讲道同工

浙江松阳师范幼师中专

王冬梅 姊妹
教牧证书科 全修

LF福音归正教会财务同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黄丽君 姊妹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贝尔法斯特华人基督教会
主日学教师

温州职业技术学校幼师科

刘国祝 弟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匈牙利华人基督教会同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政法系学士

唐付球 弟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匈牙利华人基督教会同工

国防科技大学
计算机工程大专文凭

孙磊 弟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匈牙利华人基督教会宣教部同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技工学校
厨师科

陈安惠 弟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基督教米兰华人复兴教会执事

娄桥职业高中保安系

项旭立 弟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基督教米兰华人复兴教会执事

瑞安市成人中专学校
计算机系

蒋光安 弟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基督教意大利Prato
华人复兴教会讲道同工

枫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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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海 弟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基督教意大利Prato
华人复兴教会讲道同工

东山中学

郑微武 弟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基督教法国梅斯华人复兴教会
负责人

俞湛 弟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斯洛伐克华人基督教会同工

北京工商大学自控系

何秀娟 姐妹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伯明翰华人循道会宣教部执事

林蓓贞 姐妹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修

捷克布拉格华人基督教会
青少年团契同工、主日学教师

布拉格经济大学经济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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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方式) 

抬头：eMissioin World International
邮寄至以下地址：101 Ecklin Lane, Cary, NC 27519, USA
请注明：为“国际欧华神学院”奉献，并提供收据的邮寄地址。

� 学院消息

奉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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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用作学院经常费以及学生奖助金。

收支报表

经常费

2021年1月1日－2021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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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75.32 €

 

建校基金（欧元+台币+美元） 961,943.31 €

97,976.00

170,550.67 

179,143.90 

89,382.77 

5,456,640 

1,432,651

2,255,997 

  4,63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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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春（2021学年第二学期）学院将恢复校园生活，
以实体上课为主，线上学习为辅的运作模式。求主保
守看顾每位师生同工的健康，赐下力量。

本学期共招收14位新生，来自七个国家。新生介绍详
见内页。求主保守新生能适应顺利，大有得着。

专为培训教会领袖证书科持续开放招生，至11月底截
止。求主感动更多教会领袖能够将时间分别出来，为
主而学习。详见内页海报。

请为2022年招生代祷。求主使祂所要选召的人不看
环境，不惧风浪，勇敢踏上献身之路，前来欧华接受
完整的神学装备，更好地牧养主的群羊。

本院已积极展开建校项目，预计三年完工。目前已向
政府递交建筑执照申请，请为能顺利审批下来祷告，
并请为所需要的建校经费代祷。盼新校园能早日启
用。

家有喜事

第五届校友丁进贤，于10月17日在西班牙华人基督教
会Malaga堂按牧。祝福丁牧师、师母事奉得力，荣
神益人。

欢迎您以金钱的奉献来支持
本院的事工。除了欧洲、台
湾、美国有欧华奉献账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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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6.69

100.00

8,110.05

8,2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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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