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爱如弟兄是怎么一回事？爱跟喜欢不一样，喜
欢是自我中心的，从个人的好恶出发，但从神来的爱，
能帮助我们超越喜欢与否的限制。我们在基督里互为
肢体，有生命相连的关系；然而各自的恩赐和功用不
同，需要宽广的心彼此欣赏和接纳。看到别人跟我不
一样，甚至表现比我好，我应该为他感谢神。

在事奉层面，我们应该尽可能给同工机会，成全
他。站在不同位置，面对的挑战也不一样，而每个人
的做事、领导风格也不尽相同，我们需要善意解读动
机，代祷并扶持。但若涉及神学议题，则必须采取更
为严谨的态度面对，坚持正统福音派的信仰立场；在
教牧实践层面，则更多带着爱和包容。在分辨二者和
权衡轻重上，我们需要属天的智慧。

不报复反击，反而多祝福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一般被视为人际间的基
本尊重。至于身心被冒犯，造成伤害，通常都是按着
严重度的比例加以响应或报复。我们很容易看到，“有
仇不报非君子” 或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成了许多
复仇者存活的动力。

在伦理层面，当然很少人会公开提倡 “以怨报
怨”，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至于 “以德报怨”，很多

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 我爱生命吗？”用直白
的话来问：“ 我喜欢活着吗？”或是“ 我珍惜我的人生
吗？”我相信基督徒的答案是肯定的：活着真好，我珍
惜我的人生。彼前三8~17对于爱生命又愿享美福的
人，提出美好提醒，值得我们思考和实践。

操练同心彼此相爱

第八节告诉我们，热爱生命，愿意得享美福的
人，会乐意在日常生活中与弟兄姊妹操练同心，彼此
体恤。

圣经讲的同心，不是所有看法必须相同，绝非单
调的一致性，更不是外在形式的统一，而是在基督里
多元中的合一。不是一堆砖块或钢筋，而是一栋可供
人居住的房子；不是劈好的一堆材，而是一棵树。更
像是一家人，虽然成员的年纪、个性、脾气不同，却
在爱中合一，学习彼此欣赏与体恤。迈向成熟时，更
能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讨论看法不同之处，寻找可
供彼此学习的点，带来共同成长。

彼此同心的具体实践，展现在“寻求和睦，一心
追赶。”合一不是靠人能办得到，其根基在主耶稣基督
里已经立好了；但同时，我们却要竭力保守，付上代
价去追求。

热爱生命，得享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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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生命，得享美福

人不以为然。一方面是品德高超、宅心仁厚者难找，
另一方面，则是谁能担保被原谅的人不会变本加厉，
甚至恩将仇报？更糟的是，这很容易破坏公平和正义
的原则。若善待恶人，那么好人该如何对待？

看来比较受欢迎的，还是符合现实的“以直报
怨”。有人指出这里的“直”不涉及个人恩怨，而是指
法律规范下的公平正直，让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
的代价。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儒家讲仁的时候，总是
不忘义；缺了公义的仁爱很难被人接受。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旧约律法中维持正义的
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在公众层面、法律制订上仍然保
持，只是处理得更加细致，多面向的考虑。至于主耶
稣在登山宝训教导的新约伦理法则，则是要我们爱仇
敌，彼得前书只是再度强调这个一贯原则。所以在肢
体互动中，我们应该学习不报复反击，而不是凡事要
讨回公道。

「祝福」的原意是说好话。用在下对上（例如人
对上帝）的时候，是称颂、赞美；用在上对下的时
候，就上帝向着我们，乐意赐福给我们；若就长辈对
晚辈来说，乃求神施恩，并传递从神来的恩典福分。
旧约时期，祭司的一项重要职责在于为人祝福，并且
在遵行的时候，上帝也要赐福给他。（民六22~27）
彼得前书两次强调基督徒都是祭司，既是圣洁的祭司
（二5），也是君尊的祭司（二9），所以我们应该常
常为人祝福！

“为人祝福”使我们能预备自己“承受从神来的祝
福”。属灵的原则在于，我们蒙召是要承受福气。旧
约族长在传递产业时，用的就是祝福的方式，借着祝
福完成产业的传承，包括了物质和属灵的层面。创廿
七章中艾萨克为雅各布祝福，四十八15-16 雅各布为
约瑟（玛拿西、以法莲）祝福；都是明显的例子。

遗产（产业）不是赚来的，是继承来的，是礼
物。彼得说我们蒙召所要继承的产业，就是救恩的福
分，以及在救恩中伴随而来的一切福分。让我们多多
的为人祝福吧！

为义受苦却是有福

热爱生命、得享美福的人，必会一生平安又顺
利？不一定！因为圣经一方面肯定，我们若热心行
善，不会有人想要害我们的。但就算是为义受苦，那
也是有福的；因此要常存无亏的良心。（彼前三
13-17）

基督徒所行的善，不是按一般标准衡量，而是上
帝所喜悦的事。彼得指出，整体而言，人多半不会迫
害行善的人。而我们若存敬畏主的心行他所喜悦的
事，必蒙保守。保罗清楚宣告“上帝若帮助我们，谁

能敌挡我们呢？”（罗八31）选择站在上帝那边的
人，必蒙的主的保守与看顾。就算人能杀我们的身
体，却不能杀我们的灵魂（太十28）；也无法夺去我
们应得的赏赐（太五11~12）。

不仅热心行善有福，为义受苦也有福。我们受苦
的时候，应该先深切省察，真是完全为义受苦？或根
本是出于自己的愚昧无知，甚至是因为犯罪的缘故？
若是这样，我们就需要好好地悔改，而不是陷入自艾
自怜，甚至误以为自己是为义受逼迫。主的话应许我
们，若真是为义受苦，那就不必害怕，因为人的迫害
最多使我们今生暂时受亏损。而永恒赏赐的宝贵，远
超过今生为主所受的苦（罗八18；林后四17）。

在为义受苦的过程中，须时刻存着无亏的良心。
良心本身不能提供道德标准（刻在心中的律法功用是
一般性来源，更重要的来源是神的启示），而是提醒
人那些准则他到底依循了有多少。不论如何，良心的
功用证明人确实具有道德性，同时也表明了世上所有
的人都要向神负责的事实。（罗二14~15）

我们可以把良心比喻成上帝真理之光照亮、透入
的窗户，一旦拒绝接受或顺服，窗户就会越变越脏，
直到完全无法透光，成为“污秽的良心”（多一15）。
有些人的良心像“被烧红的铁烙过”一般（提前四
2），对于事物的对错失去感觉，失去分辨力。有的
良心则严重扭曲，中毒很深，以致颠倒是非地赞同错
误的事，却指控、否定正确的事，这样的良心则落入
邪恶的光景（来十22“亏欠”，原意是“邪恶”）。

良心要能正常运作，必须靠真理亮光的照明。只
有经过重生，并持续在读经、祷告中亲近主，良心之
窗才能越擦越亮，明白上帝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林道
亮院长把属灵的慧觉比喻成立法单位，把良心比喻成
司法单位，只有当立法单位所立的法是正确的，才能
让执法发挥良好、正面的功用。

为义受苦时，我们需要无亏的良心支持我们。因
为只有保持无亏的良心，才能坚持按公义行事的勇
气，带来内心的平安，除去心中的惧怕。我们要常常
省察自己的动机，时刻保存无亏的良心。

热爱生命的弟兄姊妹啊，愿我们行在神的心意中
得享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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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竹声响，转眼又迎来新冠疫情下的第三个春节。在这个特别的华人
节日，欧华全体老师和同工祝贺众教牧同工、各地教会的弟兄姊妹春节蒙
恩、灵裡兴旺、身体健康。

自2020年的春季开始，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欧华就全线转入在网上
授课，而同学和老师们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线上交流。在这期间，学校的
老师和同工们努力学习新科技、新技能，作出最大的努力，调整各方面的
运作，确保同学们的学习不会断链，可以如期完成学习。感谢主的保守，
同学们都竭力配合，投入线上的学习。在这裡要尤其谢谢各地教会仍然不
忘支持欧华，时常在祷告中纪念我们，使我们在困境中深受激励。所以，
欧华可说是面对了极难的困境，却从未感到主的爱被隔离了，这是极为叫
我们感到谦卑的经历。

虽然学校的运作几乎没有受影响，但是仍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同学们没有落下学习，却可惜缺失了校园生活，老师和学生们无法实体见
面，生命的交流、对学生的辅导等都难免大打折扣，这些都是学校非常看
重的环节。欧华认定「培育」基督的精兵，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生命
得到传承，生命的传承乃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係中完成的，这也是老师和
同学们所笃信的。以下是几位在籍学生，对恢復实体校园生活的渴慕与期
待：

在基督裡，无法隔绝的爱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
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 ... 我深信无论
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
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
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裡的。

在基督裡，
无法隔绝的爱



�在基督裡，无法隔绝的爱

张楠楠
（法国巴黎）：

非常期待回到学校实体
学习，老师和同学们全天在
一起，我们能真实和全面地
认识彼此，借着这样的关係
更认识自己、接受教导和装
备。真实的生活中所流露出
来的见证和榜样，更有价值
和影响力，也能让我们这些
未来的传道人，更真实的活
出被呼召的生命。同时回校
的好处包括可以在图书馆看
书。

唐付球
（匈牙利布达佩斯）：

生命比知识更重要。若
只有神学知识却没有相称的
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在欧
华学习的这段时间裡，对我
生命的改变帮助非常大，帮
助我经常反思，悔改，更新
自己的生命。非常期待接下
来能回到学院实体上课，更
多地认识同学们，更深地与
老师和同学们接触，一同操
练生命。

李君丽
（瑞典斯德哥尔摩）：

我很珍惜在欧华线上的
学习，每次上课都是全心的
投入。虽然老师和同学们都
很辛苦，但是很积极用心，
我深被感动，非常期待到欧
华实体上课，可惜因为家裡
孩 子 幼 小 ， 我 暂 时 不 能 离
开，为此我在神面前哭了一
周，心裡极其矛盾。留下是
因为对家的牵挂与爱，想去
是心裡觉得对神的呼召有亏
欠。我愿意顺服神的带领，
无论是全修或选修，我对神
的呼召更加坚定、服事的意
愿也越来越增加，不是靠着
自己，乃是靠着那加给我力
量的。

鲍莎莎
（德国杜赛尔多夫）：

欧华重视知识，灵命，
事奉三者之间的平衡。通过
几个学期的学习，我有了系
统性的圣经和神学基础，帮
助我的信仰更加稳固；校园
生活和晨读，更是塑造了我
的灵命在团体与个人之间健
康平衡地成长，这为我在教
会的实习和未来的事奉打下
了美好的基础。回到校园实
体生活，我期待与老师、同
学们有更好的互动，相信实
体校园生活一定更加丰富精
彩！

项旭立
（意大利米兰）：

神学院的老师都非常和
蔼可亲，鞠躬尽瘁，都有成
全学生生命的心。虽然我跟
某些同学从未谋面，但是线
上一起学习时很有亲切感，
所以很希望回到学院实体上
课，能更专心学习，并且在
彼此服事中，更有效塑造自
己的属灵生命、成长和美好
的品格。

郑微武
（法国梅斯）：

上网课是很轻松和自由
的 ， 但 就 是 没 有 实 体 的 感
觉。我很期待跟老师和同学
们在校园裡一起学习，一起
服事，一起成长，在欧华与
大家一起分享苦与乐。



� 實體回校的安全措施

老师和同学们都迫切期望在春季回校实体上课。然而，疫情

却不得不让我们谨慎以待。学校准备致力打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

境，让同学们放心归来，这对学生们的教会和家庭而言，也是欧

华愿意承担的一份责任。

1.学校要求老师和同学们，都必须起码接种第二剂疫苗、购买

了医疗保险以后，才能返校。若情况允许，学校鼓励大家接种第

三剂疫苗；
2.在校期间，学校不建议学生週末乘达飞机或火车回教会实

习；平时也尽可能不外出，避免任何有可能与外界交叉感染的机

会；

3.在来临的新学期，学校採用 6周实体、4周线上，然后再6周

实体的方式上课，让同学们中间的4周可回家及回教会与亲人团

聚；

4.老师和同学们在上课时，务必全程戴口罩；同学之间相隔

1.5米；课堂结束后，同学们轮值清洁课室；5.在食堂用餐时，同学们只与成长小组的同学坐在一起；
6.万一若同学们中有人确诊，学校会安排确诊同学隔离七天，

直至检测显为阴性。期间老师会为他提供录影授课，儘量不妨碍

他的学习。

儘管新一波的疫情，确诊者都不是重症，但是学校仍然尽力

做好安全措施，让同学们安心学习。或许这就是后疫情的新常

态，在与病毒共存的生活中，我们须作一名负责任、有担待的教

会领袖，为群羊努力经营一个健康又安全的环境，一起得着生命

的长进。

实体回校的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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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丽娜 姊妹
教牧证书科（全修）

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 

Alicante堂
主日学老师、敬拜团

陈建峰 弟兄

教牧学士科（全修）

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

巴塞罗那 Badalona堂

教会同工

李承志 弟
兄

教会事工证书科（全修）

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

巴塞罗那Santa Coloma堂

主日学教师

2022学年新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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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564.98 €

 

建校基金（欧元+台币+美元） 1,257,907.88 €

97,976.00

369,533.76

263,860.24

203,649.52

5,456,640 

2,972,915

3,071,513 

  5,35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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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期于2月28日开始恢復实体上课。为了保护老师
与学生、同工们不受病毒感染，学校将实施严谨的安
全措施，让学生得着最好的学习环境及校园生活。求
主保守看顾。

欧华准备在3月30日，举办第九和十届联合毕业典
礼，届时有31位毕业生，各地教会牧长将前来一同欢
庆和感恩，以及为毕业生祷告差遣。因为疫情严峻，
求主帮助学校安置严谨的安全措施。

感谢主，学校在建校项目上，去年已购得土地，目前
尚在等候市政府发出建筑执照，以便今年夏天开始动
工。请祷告记念，并为所需的建校经费代祷。

自2020年疫情开始，神学院的招生颇有挑战。求主
怜悯，感动祂所宣召的人把握时机，前来欧华接受装
备，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披肩使命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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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12,037.40

7,1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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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