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愛如弟兄是怎麼一回事？愛跟喜歡不一樣，喜
歡是自我中心的，從個人的好惡出發，但從神來的
愛，能幫助我們超越喜歡與否的限制。我們在基督裡
互為肢體，有生命相連的關係；然而各自的恩賜和功
用不同，需要寬廣的心彼此欣賞和接納。看到別人跟
我不一樣，甚至表現比我好，我應該為他感謝神。

在事奉層面，我們應該儘可能給同工機會，成全
他。站在不同位置，面對的挑戰也不一樣，而每個人
的做事、領導風格也不盡相同，我們需要善意解讀動
機，代禱並扶持。但若涉及神學議題，則必須採取更
為嚴謹的態度面對，堅持正統福音派的信仰立場；在
教牧實踐層面，則更多帶著愛和包容。在分辨二者和
權衡輕重上，我們需要屬天的智慧。

不報復反擊，反而多祝福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般被視為人際間的基
本尊重。至於身心被冒犯，造成傷害，通常都是按著
嚴重度的比例加以回應或報復。我們很容易看到，
「有仇不報非君子」或「君子報仇三年不晚」，成了
許多復仇者存活的動力。

在倫理層面，當然很少人會公開提倡「以怨報怨」，
否 則 冤 冤 相 報 何 時 了？至 於「以 德 報 怨」，很 多

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我愛生命嗎？」用直
白的話來問：「我喜歡活著嗎？」或是「我珍惜我的
人生嗎？」我相信基督徒的答案是肯定的：活著真
好，我珍惜我的人生。彼前三8~17對於愛生命又願享
美福的人，提出美好提醒，值得我們思考和實踐。

操練同心彼此相愛

第八節告訴我們，熱愛生命，願意得享美福的
人，會樂意在日常生活中與弟兄姊妹操練同心，彼此
體恤。

聖經講的同心，不是所有看法必須相同，絕非單
調的一致性，更不是外在形式的統一，而是在基督裡
多元中的合一。不是一堆磚塊或鋼筋，而是一棟可供
人居住的房子；不是劈好的一堆材，而是一棵樹。更
像是一家人，雖然成員的年紀、個性、脾氣不同，卻
在愛中合一，學習彼此欣賞與體恤。邁向成熟時，更
能開誠布公、心平氣和地討論看法不同之處，尋找可
供彼此學習的點，帶來共同成長。

彼此同心的具體實踐，展現在「尋求和睦，一心
追趕。」合一不是靠人能辦得到，其根基在主耶穌基
督裡已經立好了；但同時，我們卻要竭力保守，付上
代價去追求。

熱愛生命，得享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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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愛生命，得享美福

人不以為然。一方面是品德高超、宅心仁厚者難找，
另一方面，則是誰能擔保被原諒的人不會變本加厲，
甚至恩將仇報？更糟的是，這很容易破壞公平和正義
的原則。若善待惡人，那麼好人該如何對待？

看來比較受歡迎的，還是符合現實的「以直報
怨」。有人指出這裡的「直」不涉及個人恩怨，而是
指法律規範下的公平正直，讓人為自己的行為付出相
應的代價。這樣我們就能理解，儒家講仁的時候，總
是不忘義；缺了公義的仁愛很難被人接受。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舊約律法中維持正義的
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在公眾層面、法律制訂上仍然保
持，只是處理得更加細緻，多面向的考量。至於主耶
穌在登山寶訓教導的新約倫理法則，則是要我們愛仇
敵，彼得前書只是再度強調這個一貫原則。所以在肢
體互動中，我們應該學習不報復反擊，而不是凡事要
討回公道。

「祝福」的原意是說好話。用在下對上（例如人
對上帝）的時候，是稱頌、讚美；用在上對下的時
候，就上帝向著我們，樂意賜福給我們；若就長輩對
晚輩來說，乃求神施恩，並傳遞從神來的恩典福分。
舊約時期，祭司的一項重要職責在於為人祝福，並且
在遵行的時候，上帝也要賜福給他。（民六22~27）
彼得前書兩次強調基督徒都是祭司，既是聖潔的祭司
（二5），也是君尊的祭司（二9），所以我們應該常
常為人祝福！

「為人祝福」使我們能預備自己「承受從神來的
祝福」。屬靈的原則在於，我們蒙召是要承受福氣。
舊約族長在傳遞產業時，用的就是祝福的方式，藉著
祝福完成產業的傳承，包括了物質和屬靈的層面。創
廿七章中以撒為雅各祝福，四十八15-16 雅各為約瑟
（瑪拿西、以法蓮）祝福；都是明顯的例子。

遺產（產業）不是賺來的，是繼承來的，是禮
物。彼得說我們蒙召所要繼承的產業，就是救恩的福
分，以及在救恩中伴隨而來的一切福分。讓我們多多
的為人祝福吧！

為義受苦卻是有福

熱愛生命、得享美福的人，必會一生平安又順
利？不一定！因為聖經一方面肯定，我們若熱心行
善，不會有人想要害我們的。但就算是為義受苦，那
也是有福的；因此要常存無虧的良心。（彼前三
13-17）

基督徒所行的善，不是按一般標準衡量，而是上
帝所喜悅的事。彼得指出，整體而言，人多半不會迫
害行善的人。而我們若存敬畏主的心行他所喜悅的
事，必蒙保守。保羅清楚宣告「上帝若幫助我們，誰

能敵擋我們呢？」（羅八31）選擇站在上帝那邊的
人，必蒙的主的保守與看顧。就算人能殺我們的身
體，卻不能殺我們的靈魂（太十28）；也無法奪去我
們應得的賞賜（太五11~12）。

不僅熱心行善有福，為義受苦也有福。我們受苦
的時候，應該先深切省察，真是完全為義受苦？或根
本是出於自己的愚昧無知，甚至是因為犯罪的緣故？
若是這樣，我們就需要好好地悔改，而不是陷入自艾
自憐，甚至誤以為自己是為義受逼迫。主的話應許我
們，若真是為義受苦，那就不必害怕，因為人的迫害
最多使我們今生暫時受虧損。而永恆賞賜的寶貴，遠
超過今生為主所受的苦（羅八18；林後四17）。

在為義受苦的過程中，須時刻存著無虧的良心。
良心本身不能提供道德標準（刻在心中的律法功用是
一般性來源，更重要的來源是神的啟示），而是提醒
人那些準則他到底依循了有多少。不論如何，良心的
功用證明人確實具有道德性，同時也表明了世上所有
的人都要向神負責的事實。（羅二14~15）

我們可以把良心比喻成上帝真理之光照亮、透入
的窗戶，一旦拒絕接受或順服，窗戶就會越變越髒，
直到完全無法透光，成為「污穢的良心」（多一
15）。有些人的良心像「被燒紅的鐵烙過」一般（提
前四2），對於事物的對錯失去感覺，失去分辨力。
有的良心則嚴重扭曲，中毒很深，以致顛倒是非地贊
同錯誤的事，卻指控、否定正確的事，這樣的良心則
落入邪惡的光景（來十22「虧欠」，原意是「邪
惡」）。

良心要能正常運作，必須靠真理亮光的照明。只
有經過重生，並持續在讀經、禱告中親近主，良心之
窗才能越擦越亮，明白上帝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林道
亮院長把屬靈的慧覺比喻成立法單位，把良心比喻成
司法單位，只有當立法單位所立的法是正確的，才能
讓執法發揮良好、正面的功用。

為義受苦時，我們需要無虧的良心支持我們。因
為只有保持無虧的良心，才能堅持按公義行事的勇
氣，帶來內心的平安，除去心中的懼怕。我們要常常
省察自己的動機，時刻保存無虧的良心。

熱愛生命的弟兄姊妹啊，願我們行在神的心意中
得享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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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竹聲響，轉眼又迎來新冠疫情下的第三個春節。在這個特別的華人
節日，歐華全體老師和同工祝賀眾教牧同工、各地教會的弟兄姊妹春節蒙
恩、靈裡興旺、身體健康。

自2020年的春季開始，因為新冠疫情的緣故，歐華就全線轉入在網上
授課，而同學和老師們也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線上交流。在這期間，學校的
老師和同工們努力學習新科技、新技能，作出最大的努力，調整各方面的
運作，確保同學們的學習不會斷鏈，可以如期完成學習。感謝主的保守，
同學們都竭力配合，投入線上的學習。在這裡要尤其謝謝各地教會仍然不
忘支持歐華，時常在禱告中紀念我們，使我們在困境中深受激勵。所以，
歐華可說是面對了極難的困境，卻從未感到主的愛被隔離了，這是極為叫
我們感到謙卑的經歷。

雖然學校的運作幾乎沒有受影響，但是仍然不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
同學們沒有落下學習，卻可惜缺失了校園生活，老師和學生們無法實體見
面，生命的交流、對學生的輔導等都難免大打折扣，這些都是學校非常看
重的環節。歐華認定「培育」基督的精兵，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是生命
得到傳承，生命的傳承乃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完成的，這也是老師和
同學們所篤信的。以下是幾位在籍學生，對恢復實體校園生活的渴慕與期
待。

在基督裡，無法隔絕的愛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麽？是困苦麽？是逼
迫麽？是饑餓麽？是赤身露體麽？是危險麽？是刀劍麽？    ... 我深信無
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在基督裡，
無法隔絕的愛



�在基督裡，無法隔絕的愛

張楠楠
（法國巴黎）：

非常期待回到學校實體
學習，老師和同學們全天在
一起，我們能真實和全面地
認識彼此，借著這樣的關係
更認識自己、接受教導和裝
備。真實的生活中所流露出
來的見證和榜樣，更有價值
和影響力，也能讓我們這些
未來的傳道人，更真實的活
出被呼召的生命。同時回校
的好處包括可以在圖書館看
書。

唐付球
（匈牙利布達佩斯）：

生命比知識更重要。若
只有神學知識卻沒有相稱的
生命，是毫無意義的。在歐
華學習的這段時間裡，對我
生命的改變幫助非常大，幫
助我經常反思，悔改，更新
自己的生命。非常期待接下
來能回到學院實體上課，更
多地認識同學們，更深地與
老師和同學們接觸，一同操
練生命。

李君麗
（瑞典斯德哥爾摩）：

我很珍惜在歐華線上的
學習，每次上課都是全心的
投入。雖然老師和同學們都
很辛苦，但是很積極用心，
我深被感動，非常期待到歐
華實體上課，可惜因為家裡
孩 子 幼 小 ， 我 暫 時 不 能 離
開，為此我在神面前哭了一
周，心裡極其矛盾。留下是
因為對家的牽掛與愛，想去
是心裡覺得對神的呼召有虧
欠。我願意順服神的帶領，
無論是全修或選修，我對神
的呼召更加堅定、服事的意
願也越來越增加，不是靠著
自己，乃是靠著那加給我力
量的。

鮑莎莎
（德國杜賽爾多夫）：

歐華重視知識，靈命，
事奉三者之間的平衡。通過
幾個學期的學習，我有了系
統性的聖經和神學基礎，幫
助我的信仰更加穩固；校園
生活和晨讀，更是塑造了我
的靈命在團體與個人之間健
康平衡地成長，這為我在教
會的實習和未來的事奉打下
了美好的基礎。回到校園實
體生活，我期待與老師、同
學們有更好的互動，相信實
體校園生活一定更加豐富精
彩！

項旭立
（意大利米蘭）：

神學院的老師都非常和
藹可親，鞠躬盡瘁，都有成
全學生生命的心。雖然我跟
某些同學從未謀面，但是線
上一起學習時很有親切感，
所以很希望回到學院實體上
課，能更專心學習，並且在
彼此服事中，更有效塑造自
己的屬靈生命、成長和美好
的品格。

鄭微武
（法國梅斯）：

上網課是很輕鬆和自由
的 ， 但 就 是 沒 有 實 體 的 感
覺。我很期待跟老師和同學
們在校園裡一起學習，一起
服事，一起成長，在歐華與
大家一起分享苦與樂。



� 實體回校的安全措施

老師和同學們都迫切期望在春季回校實體上課。然而，疫情

卻不得不讓我們謹慎以待。學校準備致力打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

境，讓同學們放心歸來，這對學生們的教會和家庭而言，也是歐

華願意承擔的一份責任。

1.學校要求老師和同學們，都必須起碼接種第二劑疫苗、購買

了醫療保險以後，才能返校。若情況允許，學校鼓勵大家接種第

三劑疫苗；
2.在校期間，學校不建議學生週末乘達飛機或火車回教會實

習；平時也盡可能不外出，避免任何有可能與外界交叉感染的機

會；

3.在來臨的新學期，學校採用 6周實體、4周線上，然後再6周

實體的方式上課，讓同學們中間的4周可回家及回教會與親人團

聚；

4.老師和同學們在上課時，務必全程戴口罩；同學之間相隔

1.5米；課堂結束後，同學們輪值清潔課室；5.在食堂用餐時，同學們只與成長小組的同學坐在一起；
6.萬一若同學們中有人確診，學校會安排確診同學隔離七天，

直至檢測顯為陰性。期間老師會為他提供錄影授課，儘量不妨礙

他的學習。

儘管新一波的疫情，確診者都不是重症，但是學校仍然盡力

做好安全措施，讓同學們安心學習。或許這就是後疫情的新常

態，在與病毒共存的生活中，我們須作一名負責任、有擔待的教

會領袖，為群羊努力經營一個健康又安全的環境，一起得著生命

的長進。

實體回校的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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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介紹

孫麗娜 姊妹
教牧證書科（全修）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 

Alicante堂
主日學老師、敬拜團

陳建峰 弟兄

教牧學士科（全修）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

巴塞羅那 Badalona堂

教會同工

李承志 弟
兄

教會事工證書科（全修）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

巴塞羅那Santa Coloma堂

主日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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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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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564.98 €

 

建校基金（歐元+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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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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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學期於2月28日開始恢復實體上課。為了保護老師
與學生、同工們不受病毒感染，學校將實施嚴謹的安
全措施，讓學生得著最好的學習環境及校園生活。求
主保守看顧。

歐華準備在3月30日，舉辦第九和十屆聯合畢業典
禮，屆時有31位畢業生，各地教會牧長將前來一同歡
慶和感恩，以及為畢業生禱告差遣。因為疫情嚴峻，
求主幫助學校安置嚴謹的安全措施。

感謝主，學校在建校項目上，去年已購得土地，目前
尚在等候市政府發出建築執照，以便今年夏天開始動
工。請禱告記念，並為所需的建校經費代禱。

自2020年疫情開始，神學院的招生頗有挑戰。求主
憐憫，感動祂所宣召的人把握時機，前來歐華接受裝
備，在這個艱難的時代披肩使命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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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12,037.40

7,1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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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