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何为牧者
郑路加牧师

的职责，比如讲道、教主日学、带查经和祷告会，培
训并协调同工团队，探访和关怀会众等等。经过一段
时间的观察后，教会和申请人才会把按牧的事提上议
程。筹备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莫过于考牧的环节。申
请人需要撰写数十页的文章，尽可能完整地、清楚地
阐述个人的神学立场。然后送交按牧团审核，等候安
排口试。

单看这个要求，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牧
者必须掌握基本的神学知识。这个要求是必须的。从
职能上来说，牧者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和喂养会
众。因此，牧者虽然不一定是神学家，但必须具备基
本的神学素养，能在基本的信仰教导上有分辨力。这
样，牧者才可以尽早识别出不符合圣经真理的错误教
导，防止信徒误入歧途。同时，牧者必须能按着正意
分解神的道，借此喂养神的子民。这些都要求牧者在
神学上要有一定的根基。

我们稍微回顾申请按牧的过程，就是长期在教会
服事，其能力得到认可之后才可以提出按牧申请；在
考牧过程中被详细地考问处理神学问题、梳理信仰教
导的能力。对于旁观者而言，不免会问：牧者必须是
具备牧养能力和神学素养的人么？这本身不算错。但
是，这是从牧者的职能去理解，只是回答了牧师要做
什么、能做什么。并没有真正回答，牧师到底是什
么？

2007年的1月9日，圣诞的喜庆和元旦的喧嚣还未
散去之际，乔布斯（Steve Jobs, 1955—2011）给世
人带来了第一部Iphone。在那场至今都依旧荡气回
肠、激动人心的发布会当中，乔布斯引用了美国资深
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Alan Kay, 1940-）的一句名
言：“任何重视软件的人，都应该搭建自己的硬件。”

是年10月，国际欧华神学院正式成立于西班牙的
巴塞罗那。无论是对欧洲本地的众华人教会，还是对
定期到欧洲服事的各地牧长来说，欧华实体校园的出
现就是软件和硬件的佳美结合。在那之前，不遠千里
来到欧洲服事的牧长，大都是看到欧洲华人教会极度
缺乏全职的牧者，以及众教会当中嗷嗷待哺的会众。
他们基本都有建立当地教会，培养本土牧者的负担。
然而，他们的想法虽好，却缺乏硬件的支持。出于神
的恩典，欧华得以建立，并从伊始之际就把培养牧者
视为己任。“愿欧洲每一个华人教会拥有自己的牧者；
让欧洲每一个华人牧者享有充足的装备。”过去这15年
来，这始终是欧华恪守的使命、服事的动力。然而，
熟悉欧华这个建校异象的弟兄姐妹们不免会问，那
么，到底什么是“牧者”呢？

细数过往几年欧华毕业生被按立为牧者的例子，
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总会制度的，还是独立的地方教
会，基本上都要求申请按牧的人，必须在教会全职服
事三到五年不等。其中的目的之一，当然是为了要检
查申请人，是否具备一些基本的能力去完成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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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是否具备完成牧职当中各项事工的能
力很重要，是否接受过神学训练也非常重要；但我们
也明白，能力和神学训练并非必要的条件。也就是
说，教会不会把每一位受过神学训练的神学生都按立
为牧师，也不会把只要有能力运作教会机构，操办各
项事工的信徒按立为牧师。具有履行牧者职责的能力
是一回事，实际上有没有从教会的元首主基督而来的
呼召，去履行这份荣耀而神圣的职责才是关键。因
此，接受按立的牧者个人必须非常清楚，自己是特别
蒙召来以圣道和圣礼，终生牧养神的子民的。从改教
时期起，更正教的教会就一直坚守呼召的必要性。路
德曾告诫会众，“要逃避没有奉差遣的传道人，好像
逃避地狱的火。” 因为牧职与世间的任何职业都大相
径庭，进入牧职的人绝不是因为具备能力去完成这个
职业的要求，而是因为蒙神选召。而神所选召的人，
神必定会亲自赏赐足够的恩赐，去完成当尽的本分。
倘若没有这份从神而来的呼召，牧职这份看起来吃力
不讨好的工作，只会让贸然进入的人苦不堪言。因
此，相比较神学装备这个帮助牧职完成其功能的条
件，神的呼召绝对是充分必要条件。

教会当中有能力做各种服事的人不少；能够复述
一些神学概念、把关于神和圣经的信息挂在嘴边的人
也不少，但并不是因为有这些能够履行牧者职责的人
都是牧师。只有那些被神呼召、得到教会印证的人才
是。因此，牧师理应是神的仆人，特别被呼召出来牧
养神的羊。

我自幼在教会里长大，留学美国和德国的时候也
没有停止教会的服事，来欧华服事之后更是多有机会
接触牧者。这几十年下来，我惊讶地发现，“牧者是
神的仆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概念并不是共同的
认知。

� 浅谈何为牧者

很多进入牧职的人的确偏向仆人的一面。他们在
教会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为绝大多数进入牧职
的牧师，一开始就清楚他们是上帝的仆人。然而，随
着服事年日增多，在很多很现实的冲击和压力下，他
们就会慢慢忘记“上帝的”这个限制词。从遠处看，他
们手上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从近处看，你不免
会问，这些仆人到底是在服事谁？他们手中那些无穷
无尽的事情真的是在服事神吗？他们依旧有仆人的心
态和身态，但可惜的是，他们似乎更像核心长执团队
的仆人、会众要求的仆人、政策和传统的仆人，甚至
更为可悲的，是一日三餐、养家糊口的仆人，生活现
实、安家立业的仆人。当牧者忘记自己所属的是上
帝、唯一需要尽忠的对象是上帝时，计较和比较一定
会随之而来，苦毒和自怜也会如影随从。但是，如果
牧者始终知道自己忠心的对象是上帝，是公义与慈
爱，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
当深信没有任何难处大得过神的恩典，也没有任何人
的攻击和诬陷，能够掩盖上帝的仆人的尊荣。

当然，既然有偏重仆人的，就会有只强调神，忘
记仆人身份的人。他们最常见的错误在于不清楚所属
权单单归于神。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反反复复地重申，
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教会只有一个元首，就是基
督，而不是牧者。而会众的所属，在约翰福音21章，
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就再明白不过了，那是神的羊，不
是牧者的。牧者只是被神呼召出来管理神的家、牧养
神的羊的仆人，主人是神。这也就是说，教会之中没
有一样是属于牧者的。牧者在教会当中绝不能随心所
欲，为所欲为。

一言蔽之，只有当牧者真实地明白其身份是神的
仆人的时候，牧职职分本身具备的那份即尊荣又谦卑
的特质才会得以平衡地呈现，也才能在服事中尽心地
用神的话语为服事其祂的子民。神的教会才得以健
康。

很感恩，神把培育牧者的软件和硬件赏赐给欧
华。惟愿教会的元首，赐福欧华神学院培育更多合神
心意的牧者，成为欧洲众教会的祝福。





� 领袖证书科上课有感领袖证书科上课有感

我是2000年来法国，直到2009年才认识耶稣，
之后我的人生像是按了快捷键般，2010年结婚后，于
2011年和2013年分别有了两个孩子，2015年开始在
教会当上主日学老师。在信主的路上，我只能说自己
是很努力地在认识耶稣，也很勤快地在教会服事，但
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神学院接受装备，作一名神学
生。

我是在2018年第一次听李健长老讲道，以后我在
2021年开始报读了欧华神学院的领袖证书科课程；那
时只是抱着多学些知识的心态；同时因为疫情把我们
的日常、时间和认知等都打乱了，突然觉得去学习是
件好事，才开始了我读神学的生涯。对我而言，一切
都是新的：新的上课模式，新的老师和同学，新的知
识。每个星期一到两次，甚至三次密集式上课，开始
时真的有些不适应，再加上课后作业，才知道原来当
神学生要这么辛苦啊！

虽然老师和同学们都说华语，但是大家来自中国
不同地区，目前又生活在欧洲不同国家，再加上遠程
授课，彼此认识的难度其实非常大，好在老师们都身
经百战，而且经验丰富，课程里设计了很多的互动环
节，不仅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也增进了同学间彼此
的了解。

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德明牧师从第一次上课，就
告诉我们要在课上观察不同的同学，通过他们的肢体
语言，回答问题时的语速、用词等细节，对同学进行
分析，这是要训练我们以后在带小组或其他活动时，
更深的了解自己的组员和弟兄姐妹，从而更好地服事
他们。当时，我觉得这个挑战太大了，我潜意识里马
上就否定这件事的可行性，因为上课听讲，同时还要
做笔记（胡牧师课的内容可不是很简单哦），然后还
要观察别人并做记录，这怎么可能做到呢？不过看着
老师笃定的表情，我想试试吧。结果老师是对的，我
们都做到了！同学们在上胡牧师的课时，注意力相当
集中，不敢懈怠一点点，同时因为很仔细的观察几位
同学，然后记录分析，虽然我们对同学们的解读不一

定准确，甚至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之处，但奇妙的是一
段时间下来，我会觉得和那个被我默默观察的人，关
系更近了一点，在分组讨论时会更容易敞开和容易沟
通。

虽然上课前已经做好准备要和不同的老师学习不
同的知识，但是我仍然有被老师们「惊艳」到的感
觉，完全和容颜无关的惊艳，而是那种：哦啊！原来
是这样的啊！我手中的圣经从平面一下立体起来，圣
经中的人和历史间的事，被老师们妙语连珠，丰富的
知识串联起来，他们手上好像有一把钥匙，为我开启
了一扇又一扇的知识大门，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
时的人及当时的事，奇妙的神站在高天，同时又陪在
他的子民身边那种景象，神的带领如画面一样历历在
目。

今年的课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就是由路
加老师及玮姗师母邀请几位老师共同传授的一个专题
课程【清晰的公共表达】，每位老师都有各自的专
长，课程涉及的范畴也很广泛和实用，但是只有两个
小时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是足够吊起我们对这门课
的兴趣。当我们意犹未尽时，课程已经结束了，然后
留给我们的是：如有兴趣，请报读欧华神学院的神学
课！这样做广告也太给力了吧？

其实我并没有想过要做当神学生，因为这不是我
要追求的，我没有想过要全职服事，没有想过要作传
道，更没有想过要作牧者，但是李健长老曾告诉我
们，你要做领袖！因为凡是相信耶稣的人，都要成为
领袖！啥！信主就是为了做领袖？！！！从来没有这
样的想法，实在挑战了我的固有模式。有了信仰我就
有了新生命，学了神学我觉得我可以健康的成长，可
以让我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同时更多知道我目前的
光景和未来的盼望。

感谢欧华神学院给我们这些本来只想当平信徒的
基督徒，一个认识自己真正价值的机会，与老师们的
学习使我受益匪浅。愿神保守看顾这项事工，并使用
这项事工，成为更多人与 神建立美好关系的桥梁。阿
门！

领袖证书科上课有感
晏殊（法国华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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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难隔绝的爱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也没有任何高山能阻拦我们回应神的爱

后疫情时代，勇敢回应呼召，进入神的心意吧！

联系人：陈玮珊姐妹

国际欧华神学院以“愿欧洲每一个华人教会拥有自己的牧者，让欧洲每一个华人

牧者享有充足的装备”为建校异象，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建立实体校园。过去多年

来，欧华一直秉持三育并重的神学教育原则，并落实在所有的学制设计当中。
学院宗旨

学制介绍

硕士课程

三年全修
90学分

道学硕士科

两年全修
60学分

圣经硕士科

两年全修
60学分

教牧硕士科

三年全修
108学分

教牧学士科

三年全修
90学分

教牧文凭科

两年全修
60学分

教牧证书科

一年全修
30学分

教会事工证书科

全线上课程
24学分

教会领袖证书科

学士课程

事奉

灵命 学识

三育并重

报名流程

本院每学年开设两季课程，秋季一般从九月初到十二月底，春季一般从二月底到六月底。全年接

受报名，惟预备入学时间，应考量西班牙学生签证之办理，请及早报名。采网络报名，即日起上

欧华官网 (www.icbsie.org) 进入招生之报名页面注册账号、填写信息。

具备学士学历
或大专毕业两
年以上者可报
考

具高中毕业者

可报考

带职造就课程
为回应这时代教会的需要，欧华也提供带职

事奉者/教会同工的装备课程：

文凭课程
初中以下学历

者可报考



� 教会的团队服事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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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凡事都强调要属灵，团队服事更是。何谓属灵呢？是以同工每天读经
与灵修多少来衡量吗？还是以团队服事的项目是否成功为标准呢？笔者认为，其中
一个重要的定义，是团队同工彼此的关系是否亲密？即团队与神与人的关系是否健
康？没有一个团队是一开始就「成功」的，只要同工们愿意在实际操作上不怕失
败、不断改进、在过程中一同寻求经历神，团队就必然成长。

等待属灵的浪潮？ 

近几年，笔者经常听到的一种概念，就是要等候神，属灵的浪潮来了，教会
才会复兴。因此，教会不应该依赖组织与管理，要依靠神！笔者认为倚靠神是对
的，但是也不可不懂得如何治理教会。管理与组织的原则在新旧约圣经里比比皆
是。神赋予百姓管理的责任，恩赐他们智慧与能力把工作做好，同时，要等候及倚
靠神成就万事。

同工还是同攻？ 

在教会中，有人认为同工之所以会变成「同攻」，是因为他们缺乏属灵的成
熟度，也有人认为同工只在乎做事，而忽略彼此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些想法都有其
道理，但是此外，也是因为在组织管理上缺乏认识。譬如同工若没有明确的目标，
没有清晰的工作内容等等，都会产生矛盾。并且同工间若缺少深度的互动，对事工
有自己的期待和执着，导致冲突也不足为奇了。

团队精神，组织，沟通，文化与资源

好的团队需要有良好的沟通，才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佳境，否则会陷入负
面的贫境而产生乱象。说者需懂得正确地传递信息；听者则需懂得分辨对方说话的
缘由与含义，以及理解对方的心情，沟通才有效率。沟通不是发泄，把自己想要说
的，毫无过滤地说出来，完全不顾及听者的感受。同时，圣经中的「快快听，慢慢
说」亦提醒听者要注意聆听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包括他深处没有说出的话。

其实，同工的关系始于彼此在日常生活中相交、彼此关怀和代祷，尤其在遇
到困难与挫折中的互助，形成一种友好的氛围，是坚固团队的基础。团队最避讳的
是三五成群、彼此猜忌，造成事工受阻。因此，团队可有定期的团建，在轻松的氛
围里建立关系；一起制订团队章程、分工合作，彼此监督。即使有错误也一起承
担，遇到困难能互勉，在成功时也可以一起分享喜悦。

此外，团队需要有清楚的组织架构，各人权责分明，才不会出现混乱的现
象。另外，团队精神与团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如何落实爱神爱人的生命、以和睦
为贵及成就别人的精神、凡事同患难共进退的文化，都是团队成功，成为祝福教
会，见证基督的生命榜样。譬如有分享与反馈的渠道：团队经常有彼此分享和反馈
不同想法的机制。若大家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创建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发泄情绪
的空间，让人能将心里的话说出来，互相担待彼此的软弱，并且彼此勉励，互相支
持，携手前行。这样的团队就会十分牢固。

团队的目标导向

团队应有清晰的目标，是符合教会的使命和异象的。教会若清楚领受了使命
与异象，如马太福音廿八章的大使命，那么团队的责任，就是要按照这个使命与

异象，去执行异象之下的各项目标，譬如，教会的异象是建立一个有爱与真理
的群体，那么其目标就是在各样的事工中，是以彼此相爱和谨守真理为事工

的核心价值。因此，团队须是一个目标导向的群体。



�婚前婚后伴侣关系协谈员认证课程

Certification Workshop
婚前婚后伴侣关系
协谈员认证课程

在线教学

PREPARE/ENRICH（简称P/E），P/E 是一套有

效并实用的辅导工具，主要用 于婚前与婚后伴侣

关系的评估与成长辅导。认证后的协谈者可参考

伴侣完成的 P/E 评量报告所显示的关系强项、待

成长处、关系动力、原生家庭及性格差异等结

果，提供针对伴侣独特需要之具体实际的辅导。

课程人数限制：在线认证课程，人数设限 10-14 人。
欲更多了解 P/E，请自行参看 P/E 网站: www.prepare-enrich.com

讲员介绍

魏伶如老师
美国 P/E 训练导师
美国丹佛神学院Denver Seminary 婚姻与家
庭咨商教牧博士及辅导硕士

课程对象

教牧人员、协谈同工、小组长及对婚前教育
或婚后辅导有负担者（以修过魏伶如老师婚
姻或协谈课程者为优先）。主办方保留学员
名单决定权。

报名方式

请向国际欧华神学院外展处胡德明牧师报
名，电邮：vincentaun@icbsie.com，截止
日期：2022年11月20日（录取者将被通知于 
12月5日前完成缴费)。

课程时间

2023 年 1 月 5 日、9 日、12 日、16 日，晚上 
8:00-10:30（西班牙当地时间）， 共计 10 小时
分 4 次进行（连续两周的周四及周一）。全程
完成课程者可取得美国 P/E 协谈员认证资格
及证书。

课程主要内容

＊伴侣关系在线评量概览
＊使用 P/E 在线评量流程介绍
＊学习阅读及分析伴侣关系评量报告
＊参考伴侣关系评量结果，有效规划辅导内容

＊透过课程影片示范，学习向伴侣回馈他们的评量结果
＊使用 P/E 习作本，教导伴侣关系成长技巧

课程费用

195欧元（含认证费用、中英文手册、习作本相关材料及一份US$35伴侣关系评量券、邮寄费。部
分材料为电子版，需要时请自行打印）。材料寄出后若取消报名，将只退费50%。
可接受不超过三位学员配偶旁听，费用50欧元（⽆认证及材料）。缴费后恕不退费。



� 学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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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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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日-2022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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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470.78 €

 

建校基金（欧元+台币+美元） 2,261,825.58 €

60,470.15

323,663.21

-244,085.51

140,047.85

7,527,920

357,270

-2,277,278

  5,607,912

欧元 €            台币 NTD          美元 US$

汇率：1欧元 = 31.8471新台币=1.1287美元

消息代祷事项

感谢主，神学院谨定于今年10月5日举行15周年校
庆，届时有感恩礼拜，诚邀各界牧长与弟兄姊妹前来
与我们同庆主恩。恳请为我们的筹备工作代祷。

廖元威院长夫妇在本院的服事将于今年底告一段落，
感谢神，他们在疫情的三年中，给欧华留下美好的见
证。廖院长将于期满后回台湾继续服事，请为他们回
国的各样安排代祷。

胡维华博士将于2023年一月接任国际欧华神学院第
五届院长，请为胡老师夫妇这一学期继续在华神服事
以及来西班牙的签证和搬家各样事情代祷。

请继续祷告纪念郭素蓉师母，患癌后开始接受治疗，
反应良好。愿主大能的手托住，并完全地医治她。

新学期于9月5日开始，为期16周。请为神学生返校实
体上课代祷，愿主带领，恩赐他们健康与智慧学习及
事奉，并且有美好的校园生活。

学校在建校专案上，仍旧在等候着市政府发出建筑执
照，期待可以早日开始动工，请祷告纪念，并为所需
的建校经费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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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8.87

0.00

-4,206.66

4,892.21

家有喜事

第十届毕业生卓炜龙传道和陈孔霞师母，于8月15日
喜获千金，名字卓善洁。

第八届毕业生叶敬智传道及尚海鸥师母，于8月29日
喜获千金，名字叶书懿。

 the compliments of the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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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