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以
致保羅說他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他（林後十二9）。

保羅勸勉提摩太做無愧的工人之前，就先要他在
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提後二1）。我們永遠
不能忘記，不是憑自己能成就什麽，必須時刻行在神
的恩典中，在基督耶穌的恩典裡剛強！

竭力討神的喜悅

無愧的工人，必須是竭力討神喜悅的人。除了表
明辛勤工作，竭力還帶著迫切感，傳遞了「熱忱、熱
情」的概念。人需要同時看見事情的重要和急迫，才
可能有熱情，也才可能盡心竭力；這是態度的問題。

有成就的人，通常都是有熱情，全力以赴的人。
傳道人也必須對事奉神，對教導、傳揚神的道有熱
情，有使命感。他能清楚分辨短暫和永恒，世上的事
會過去，而神的道卻是永遠長存（彼前一24~25）。
也像保羅一樣確定，神的道能建立聽見又遵行的人，
使他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承受神的國，徒廿
32）。

討神喜悅的人一心追求神的稱許和認可，這需要
經得起長時間的考驗。這學期李長老和老師們話家常
時，提到這些年他所關切，時常警惕自己的，就是要
保住晚節。確實，要成為無愧的工人，不僅要有好的
開始，一生忠心，更要有好的結尾。在金錢、男女關
系，以及權柄的運用上，都要謹慎。

歐華的異像是「願歐洲每一個華人教會，擁有自
己的牧者；讓歐洲每一個華人教會牧者，享有充足的
裝備！」歐華人就是帶著這樣使命，向著這個目標努
力！我們盼望每一位歐華畢業生，經過裝備後都更加
竭力討神喜悅，更知道如何按著正意講解真道，更警
醒過聖潔生活，做合乎主用的貴重器皿！

保羅栽培的提摩太光景如何？他相對年輕，事奉
的經驗不多，好像這兩屆多數畢業生一樣。保羅鼓勵
他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輕，反而要在多方面作信徒的榜
樣；也語重心長地勸勉他「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第二，提摩太生性害羞，缺乏自信。保羅在林前
十六章要同工幫助提摩太，就是因為他歷練不足而沒
有自信，面對驕傲自負、氣勢洶洶的人會緊張。保羅
也勸勉提摩太，不要以為主作見證為恥，因為神賜的
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第三，
提摩太的身體軟弱。保羅在提前五23要提摩太喝點藥
酒，緩解他胃部的慢性疾病。

相對年輕、缺乏經驗、害羞內向，加上身體軟
弱，能成為一個無愧的工人嗎？神可以使用不同個性
特質的人，關鍵在於是這人否得著神且被神得著！連
大有恩賜的保羅也有軟弱，可是神沒有挪去他身上的
刺，免除撒旦的攻擊，而是應許他：「我的恩典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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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愧的工人

李秀全牧師曾說，會晚節不保常是忘了神的恩典。很
多人以為只有蒙恩得救是恩典，卻忽略能服事主也是
恩典。否則當教會成長、事工擴大、影響力增加，很
容易以為是由於自己的恩賜和能力，努力奮發的結
果！不自覺落入驕傲，忘記主的恩典，失去神的同
在，容易晚節不保。

按正意講解真道

成為經得起考驗、被神稱許的事奉者，不僅跟態
度有關，也跟完成任務的方法有關。保羅接著提到，
無愧工人要避免和正確執行的事。

首要避免的是無益的言詞辯論。因為在咬文嚼字
的過程中，除了炫耀辯才，帶著圖利動機外，不會讓
人得益處，只會敗壞聽見的人。同時也要遠避世俗的
空談，不要去聽帶著輕浮、褻瀆態度而講的空洞言
詞，因為必定把人引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保羅特別強
調，這類偏離真理的話語毒害很深，且會蔓延擴散，
敗壞人的信心；亟需防範和治療。

猶大書要我們「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
地爭辯」。但要竭力維護的是真理的道、純正的信
仰，不是做無謂的言詞爭辯。要努力證明的是主的真
實、救恩的寶貴，不是我多麽正確和有理。我們不能
帶著錯誤的態度，更不能把目標弄錯。

從積極面看，無愧的工人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真道指的是整本聖經，核心則是純正信仰，
使人得救的福音。整體而言，「按正意分解」或「正
確地講解」包含兩個部分：（1）準確地教導（2）清
楚地講解（簡單明瞭）。不僅帶著嚴謹的態度講解，
也讓聆聽教導的人容易遵行。傳道人需要好好研讀真
道，下紮實的功夫。不要用人生哲學取代聖經真理，
不要用屬靈華麗的辭藻掩蓋自私的動機，更不要落入
咬文嚼字、炫耀辯才的無謂爭辯。

縱然有人混亂聖道，意圖搖撼教會的根基；盡管
仍有離經叛道的人和事，確實也有人的信仰遭到顛
覆。但保羅提到一件重要的事，堅定地宣告神堅固的
根基穩如泰山、不能撼動。上面刻著雙重印記，隱密
的印記是主認識誰是屬他的人，公開印記則是，凡稱
呼主名的人，都應該離開不義。

若真有人鼓動言辭爭辯，想藉愚蠢無知的問難引
起爭論，證明自己有理，神至終會顯明誰真正屬主。
我們更該留心的，是與罪惡一刀兩段，藉聖潔的生活
表明屬主。神認識自己的百姓，因為他是鑒察人心的
神！我們看不見人心，但借著觀察一個人的生活，一
窺他的內心狀態。

自潔作貴重器皿

很多人關切自己到底是金器銀器，還是木器瓦
器？總希望自己是貴重的器皿，用在特別場合；不是
卑賤的（不體面的）器皿，只能用在普通場合。

不同的器皿確實用途不同，更重要的是，神使用
的器皿必須是潔凈的，這是先決條件。脫離卑賤的
事，除了指遠離熱衷言詞爭辯、世俗空談、誤導人心
像許米乃、腓理徒這類假教師。也包括清理心中錯謬
的認知和教導，更包括在心思、言語、行為，過聖潔
討神喜悅的生活。

我們這個人和所傳的信息是無法切割的。講道學
教授哈頓羅賓森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不論我們多麽
希望不是如此，但我們仍然無法把自己和信息分開。
有些虔誠的弟兄姊妹在聽我們講道之前會這樣禱告：
「神啊，求你將我們的牧師隱藏在十字架背後，讓我
們只見耶穌，不見牧師。」我們肯定這樣禱告的心
志；然而講道者是無處可藏的，即便是一個很大的講
台，也不能把我們藏起來。我們的為人絕對會影響我
們的信息。我們的口或許在講一個聖經的觀念，但我
們講的方式卻可以像電話留言那樣毫無真實感，或像
電台廣告那樣膚淺，甚至可以像騙子那樣玩弄字句。
會眾不是在聽一個講台，他們是在聽一個人，他們所
聽人就是你！

傅格森也曾說，若用開刀來比喻講道，那麽聖靈
就是動手術的醫生，傳道者只是從旁協助的護理師。
一位醫術高明的醫生，能用最不起眼的器具開刀。但
我們既然扮演護理師的角色，那麽至少要讓聖靈在開
刀時，有乾凈、銳利、消過毒的手術刀可用！

立志做個無虧工人的事奉者，一定樂意成為神手
中使用的潔凈器皿。歐華人，讓我們靠神恩典，做個
無虧的工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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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難隔絕的愛
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讓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也沒有任何高山能阻攔我們回應神的愛

後疫情時代，勇敢回應呼召，進入神的心意吧！

聯絡人：陳瑋珊姐妹

國際歐華神學院以「願歐洲每一個華人教會擁有自己的牧者，讓歐洲每一個華人

牧者享有充足的裝備」為建校異象，在西班牙巴塞隆那建立實體校園。過去多年

來，歐華一直秉持三育並重的神學教育原則，並落實在所有的學制設計當中。
學院宗旨

學制介紹

碩士課程

三年全修
90學分

道學碩士科

兩年全修
60學分

聖經碩士科

兩年全修
60學分

教牧碩士科

三年全修
108學分

教牧學士科

三年全修
90學分

教牧文憑科

兩年全修
60學分

教牧證書科

一年全修
30學分

教會事工證書科

全線上課程
24學分

教會領袖證書科

學士課程

事奉

靈命 學識

三育並重

報名流程

本院每學年開設兩季課程，秋季一般從九月初到十二月底，春季一般從二月底到六月底。全年接

受報名，惟預備入學時間，應考量西班牙學生簽證之辦理，請及早報名。採網絡報名，即日起上

歐華官網 (www.icbsie.org) 進入招生之報名頁面註冊帳號、填寫信息。

具備學士學歷
或大專畢業兩
年以上者可報
考

具高中畢業者

可報考

帶職造就課程
為回應這時代教會的需要，歐華也提供帶職

事奉者/教會同工的裝備課程：

文憑課程
初中以下學歷

者可報考

電話

地址
網站

電郵
報名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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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謝主，國際歐華神學院第九和第十屆畢業典禮，終
於在三月三十日圓滿完成。當天早晨雖然有雨，但是很快在
中午以前，天空就綻放陽光，一片風和日麗的景色，溫暖人
心。本屆的同學，以及老師同工們一早就趕到會場作準備，
整齊有序地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所有工作。本次典禮的畢業
生共有卅位，能出席者有十九位。中午時分，他們與主禮團
齊聚一堂，為下午的典禮作綵排，過程洋溢著歡樂的笑聲。

下午四時許，典禮正式開始之前，各地教會的牧長同
工、弟兄姊妹，以及畢業同學的家人已經就緒，互道平安，
為畢業同學道賀。畢業典禮於五時正開始，會場洋溢一片莊
嚴的氣氛，在神學院董事會副主席陳正波長老的主持下掀開
序幕。會眾唱詩敬拜敬拜成就萬事的主，隨後，西班牙神學
院院長 Manuel Martinez博士帶領會眾禱告，一起向主獻上
頌讚與感恩。本校廖元威院長，亦語重心長地藉著提摩太後
書二章14-21節《無愧的工人》勉勵畢業生。神學院董事會
主席李健長老雖然本次無法出席，但是錄製了視頻，給畢業
同學獻上慰問、勉勵及差遣。在頒發學位及證書時，畢業生
陸續上台領證，後又接受眾牧長的差遣，場面頗為感人，象
徵他們的神學裝備暫告一個段落，是投入工場服事的時候
了。

典禮結束後，畢業同學互相道別，老師及同工亦送上祝
福，同時不忘叮嚀，讓他們謹記不忘初衷，日後在工場裡要
多多倚靠神，與教會弟兄姊妹同工，興旺福音。並且盼望在
不久的將來，大家可以重聚，一同數算主恩。那一天夜幕初
落，華燈才上，天空又開始飄著細雨，為這個充滿主恩的一
天畫上句號。

數算主恩

數算主恩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詩班獻詩

You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goodness;

    your paths overflow 
with rich food.



�第十屆畢業生名單與感言

第    屆畢業生名單與感言

道學碩士科
浙江省麗水市東城教會

就讀歐華的幾年時間，有歡笑有淚水，有喜樂有痛苦，這是我人生
永遠懷念的經歷，因為它給我人生帶來極大的轉變：在神學上拓寬了我
的視野，在生命上塑造我的成長，在事奉上更新了我的觀點。在此畢業
之際，衷心感謝所有老師的教導，感謝所有同學的陪伴。願歐華不斷塑
造出合神心意的牧者，祝福更多神的教會。

吳愛甫

道學碩士科
匈牙利福音堂 / 未確定

三年時間一眨眼就過去了，感恩這三年沉澱的時間，讓我有所成
長，感恩老師無私的奉獻和同學們的鼓勵。我在每個人身上發現上帝
奇妙的作為，感恩生命裡遇見大家,，也期待今後神繼續在每個人身上
的帶領.，對每個畢業生來說，這只是個開始!

Linda Cheng

道學碩士科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赫爾辛基福音堂 / 核心同工、主日學老師

我算什麼，神竟眷顧我！ 

感恩成為歐華人，生命被磨練和更新，

祈願殷勤事奉主，愛神愛人至死忠心!

道學碩士科
義大利佈雷西亞華人復興教會 / 同工

三年時光，師長殷切教導，同窗互相勉
勵，難以忘懷；盼望未來，不負所托，不忘使
命，彼此守望，同奔天路！

曾上勤

葉佩佩

道學碩士科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馬德里 Fuenlabrada 堂

/ 青年人傳道

感謝神讓我在年輕的時候就能有歐華神學院成為
我人生很重要的部分，讓我在校園能夠更多的敬畏
神，看到老師們的榜樣並且讓我認識許多屬靈的夥
伴，歐洲各地的同路人。

朱家恩

碩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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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回校的安全措施

教牧碩士科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瓦倫西亞

堂 / 神學生（畢業後就職為傳道）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惟願他所賜我的恩不
是徒然的。我深信，無論我往何處去，神的恩都與我同在；惟願我的生
命不斷邁向成熟，滿有從主而來的溫柔與謙卑。

许潆仄

教牧碩士科
法國城光教會 / 主要負責人

感謝神的恩典！祂是信實的，三年的學習順利完成，其收穫超過我
預先所想的。感謝學校所有的老師們！您們的言教與身教成為我今後侍
奉中最好的資源。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妻子！，謝謝她全力的支
持及超倍的付出。

蔡博忠

教牧學士科
北歐華人基督教會斯德哥爾摩福音堂 / 列席執事

感謝神！三年半的神學學習結束了，院長、老師們的言傳身教讓我
明白了什麼是侍奉，我不會忘神起初親自的呼召，終生侍主、終生學
習！全時間侍奉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共同建造耶穌基督的身體，榮耀
主的名！

李  顯

教牧學士科
西班牙 Vic/Girona 華人基督教會 / 傳道

學習學習再學習！ 

謙卑謙卑再謙卑！ 

感恩感恩再感恩！

陳聯道

教牧學士科
西班牙 Oviedo 華人基督教會 / 傳道

夢想成真

回眸這三年在歐華的日子，最令我感恩的就是，我的
神的確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令我夢想成真的神！ 感謝神
讓我成為了歐華人，在歐華為我成就了我的夢。既然神給
了我歐華人的身份，進入禾場我就當為神活出歐華人。

徐雲建

學士科

� 第十屆畢業生名單與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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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士科
德國法蘭克福華人基督教會 / 傳道

對於自己的求學之路似乎比一般人都長，但此時卻覺得是如此短
暫，轉眼面臨畢業。而最令人不舍和留戀的，還是與老師和同學們相
處這幾年的感情。我也相信，無論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遭遇怎
樣的挫折，我們都是彼此最堅強的後盾，因我們都在耶穌基督裡，互
為肢體！

留曉君

教牧證書科
西班牙巴賽隆納華人基督教浸信會 / 執事、主日學負責人

回顧在歐華神學院學習的每一天，內心有說不盡的感恩，感謝神一
路的引領與看顧，也謝謝兩位院長與老師們對我的教導與栽培，他們不
僅教我們知識，更是用他們的生命為學生們樹立了榜樣。 在今後的日子
裡，我要做神合用的器皿，終身搭配服事神。

胡  芳

文憑證書科

教會事工證書科
浙江省麗水市東城教會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歐華接受裝備塑造。雖然在校園的時光很
短暫，但我從每個老師的身上都看到了耶穌的形象，耐心的教導真
理知識和生命的流露。也從學長同學們身上看到了彼此相愛的生活
和那股熱愛學習的勁，您們是我的榜樣。感恩歐華，懷念歐華。也
感謝家人們對我的幫助和鼓勵！感恩！

陳春媚

教牧文憑科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 Mallorca 堂 / 傳道

在學校期間有老師同學的關心，在學習上有他們耐心的教導。我在
學校體會亦師亦友情，通過這三年的神學院的陶造，對我自己的缺乏和
不足更加瞭解。

李  生



� 學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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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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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费

2022年1月1日-2022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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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682.92 €

 

建校基金（歐元+臺幣+美元） 2,084,923.57 €

60,470.15

197,446.86

-123,527.1

134,389.91

7,527,920

245,645

-1,227,841

  6,54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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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學校的第九暨十屆畢業典禮圓滿完成，當天
各地牧長與弟兄姊妹前來觀禮、為畢業學生獻上祝
福，主恩滿滿。在此謝謝各位弟兄姊妹的代禱。

感謝主，學校於二月底恢復實體上課以來，全體老師
和學生都很安全。同學們也非常享受校園生活，彼此
有很美好的交流和學習。四月中旬，同學們回家過復
活節四週，五月中旬重新返校六週，請代禱，求主繼
續保守。

學校在建校項目上，仍舊在等候著市政府發出建築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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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禱告紀念神學院圖書館館長郭素蓉師母，最近查實
患癌，現已開始接受治療；願主大能的手托住，並完
全地醫治她。

自2020年疫情開始，神學院的招生頗有挑戰。求主
憐憫，感動祂所選召的人把握時機，前來歐華接受裝
備，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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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8.87

0.00

-1,568.74

7,5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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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畢業生：朱家恩傳道和葉佩佩姊妹，與四月中
旬共結連理，同在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馬德里 Fuen-
labrada堂全職事奉。

我們為第八屆畢業生：黃則快幹事，在西班牙華人基
督教會Lleida堂服事感恩；6月1日舉辦教會的新堂落
成典禮，各地教會的牧長同工前來祝賀。

 the compliments of the sea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