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何為牧者
郑路加牧师

的職責，比如講道、教主日學、帶查經和禱告會，培
訓並協調同工團隊，探訪和關懷會眾等等。經過一段
時間的觀察後，教會和申請人才會把按牧的事提上議
程。籌備過程中，最為關鍵的莫過於考牧的環節。申
請人需要撰寫數十頁的文章，盡可能完整地、清楚地
闡述個人的神學立場。然後送交按牧團審核，等候安
排口試。

單看這個要求，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牧
者必須掌握基本的神學知識。這個要求是必須的。從
職能上來說，牧者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要保護和餵養會
眾。因此，牧者雖然不一定是神學家，但必須具備基
本的神學素養，能在基本的信仰教導上有分辨力。這
樣，牧者才可以儘早識別出不符合聖經真理的錯誤教
導，防止信徒誤入歧途。同時，牧者必須能按著正意
分解神的道，借此餵養神的子民。這些都要求牧者在
神學上要有一定的根基。

我們稍微回顧申請按牧的過程，就是長期在教會
服事，其能力得到認可之後才可以提出按牧申請；在
考牧過程中被詳細地考問處理神學問題、梳理信仰教
導的能力。對於旁觀者而言，不免會問：牧者必須是
具備牧養能力和神學素養的人麼？這本身不算錯。但
是，這是從牧者的職能去理解，只是回答了牧師要做
什麼、能做什麼。並沒有真正回答，牧師到底是什
麼？

2007 年的 1 月 9 日，聖誕的喜慶和元旦的喧囂
還 未 散 去 之 際，約 伯 斯（Steve Jobs, 1955—2011）
給世人帶來了第一部 Iphone。在那場至今都依舊盪氣
迴腸、激動人心的發佈會當中，約伯斯引用了美國資
深電腦科學家艾倫•凱（Alan Kay, 1940-）的一句名言：

「任何重視軟體的人，都應該搭建自己的硬體。」

 是年10月，國際歐華神學院正式成立於西班
牙的巴賽隆納。無論是對歐洲本地的眾華人教會，還
是對定期到歐洲服事的各地牧長來說，歐華實體校園
的出現就是軟體和硬體的佳美結合。在那之前，不遠
千里來到歐洲服事的牧長，大都是看到歐洲華人教會
極度缺乏全職的牧者，以及眾教會當中嗷嗷待哺的會
眾。他們基本都有建立當地教會，培養本土牧者的負
擔。然而，他們的想法雖好，卻缺乏硬體的支援。出
於神的恩典，歐華得以建立，並從伊始之際就把培養
牧者視為己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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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這15年來，這始終是歐華恪守的使命、服事的動
力。然而，熟悉歐華這個建校異象的弟兄姐妹們不免
會問，那麼，到底什麼是「牧者」呢？

 細數過往幾年歐華畢業生被按立為牧者的例
子，我們會看到，無論是總會制度的，還是獨立的地
方教會，基本上都要求申請按牧的人，必須在教會全
職服事三到五年不等。其中的目的之一，當然是為了
要檢查申請人，是否具備一些基本的能力去完成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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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是否具備完成牧職當中各項事工的能
力很重要，是否接受過神學訓練也非常重要；但我們
也明白，能力和神學訓練並非必要的條件。也就是
說，教會不會把每一位受過神學訓練的神學生都按立
為牧師，也不會把只要有能力運作教會機構，操辦各
項事工的信徒按立為牧師。具有履行牧者職責的能力
是一回事，實際上有沒有從教會的元首主基督而來的
呼召，去履行這份榮耀而神聖的職責才是關鍵。因
此，接受按立的牧者個人必須非常清楚，自己是特別
蒙召來以聖道和聖禮，終生牧養神的子民的。從改教
時期起，更正教的教會就一直堅守呼召的必要性。路
德曾告誡會眾，「要逃避沒有奉差遣的傳道人，好像
逃避地獄的火。」因為牧職與世間的任何職業都大相
徑庭，進入牧職的人絕不是因為具備能力去完成這個
職業的要求，而是因為蒙神選召。而神所選召的人，
神必定會親自賞賜足夠的恩賜，去完成當盡的本分。
倘若沒有這份從神而來的呼召，牧職這份看起來吃力
不討好的工作，只會讓貿然進入的人苦不堪言。因
此，相比較神學裝備這個幫助牧職完成其功能的條
件，神的呼召絕對是充分必要條件。

教會當中有能力做各種服事的人不少；能夠複述
一些神學概念、把關於神和聖經的資訊掛在嘴邊的人
也不少，但並不是因為有這些能夠履行牧者職責的人
都是牧師。只有那些被神呼召、得到教會印證的人才
是。因此，牧師理應是神的僕人，特別被呼召出來牧
養神的羊。

我自幼在教會裡長大，留學美國和德國的時候也
沒有停止教會的服事，來歐華服事之後更是多有機會
接觸牧者。這幾十年下來，我驚訝地發現，「牧者是
神的僕人」，這樣一個簡單明瞭的概念並不是共同的
認知。

� 淺談何為牧者

很多進入牧職的人的確偏向僕人的一面。他們在
教會中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因為絕大多數進入牧職
的牧師，一開始就清楚他們是上帝的僕人。然而，隨
著服事年日增多，在很多很現實的衝擊和壓力下，他
們就會慢慢忘記「上帝的」這個限制詞。從遠處看，
他們手上總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從近處看，你不
免會問，這些僕人到底是在服事誰？他們手中那些無
窮無盡的事情真的是在服事神嗎？他們依舊有僕人的
心態和身態，但可惜的是，他們似乎更像核心長執團
隊的僕人、會眾要求的僕人、政策和傳統的僕人，甚
至更為可悲的，是一日三餐、養家糊口的僕人，生活
現實、安家立業的僕人。當牧者忘記自己所屬的是上
帝、唯一需要盡忠的物件是上帝時，計較和比較一定
會隨之而來，苦毒和自憐也會如影隨從。但是，如果
牧者始終知道自己忠心的物件是上帝，是公義與慈
愛，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他與我們同在的時候，就
當深信沒有任何難處大得過神的恩典，也沒有任何人
的攻擊和誣陷，能夠掩蓋上帝的僕人的尊榮。

 當然，既然有偏重僕人的，就會有只強調
神，忘記僕人身份的人。他們最常見的錯誤在於不清
楚所屬權單單歸於神。保羅在他的書信中反反復複地
重申，教會是神的家，是神的。教會只有一個元首，
就是基督，而不是牧者。而會眾的所屬，在約翰福音
21章，耶穌對彼得的呼召就再明白不過了，那是神的
羊，不是牧者的。牧者只是被神呼召出來管理神的
家、牧養神的羊的僕人，主人是神。這也就是說，教
會之中沒有一樣是屬於牧者的。牧者在教會當中絕不
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一言蔽之，只有當牧者真實地明白其身份是神的
僕人的時候，牧職職分本身具備的那份即尊榮又謙卑
的特質才會得以平衡地呈現，也才能在服事中盡心地
用神的話語為服事其祂的子民。神的教會才得以健
康。

很感恩，神把培育牧者的軟體和硬體賞賜給歐
華。惟願教會的元首，賜福歐華神學院培育更多合神
心意的牧者，成為歐洲眾教會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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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0年來法國，直到2009年才認識耶穌，
之後我的人生像是按了快速鍵般，2010年結婚後，於
2011年和2013年分別有了兩個孩子，2015年開始在
教會當上主日學老師。在信主的路上，我只能說自己
是很努力地在認識耶穌，也很勤快地在教會服事，但
是從來沒有想過要去神學院接受裝備，作一名神學
生。

我是在2018年第一次聽李健長老講道，以後我在
2021年開始報讀了歐華神學院的領袖證書科課程；那
時只是抱著多學些知識的心態；同時因為疫情把我們
的日常、時間和認知等都打亂了，突然覺得去學習是
件好事，才開始了我讀神學的生涯。對我而言，一切
都是新的：新的上課模式，新的老師和同學，新的知
識。每個星期一到兩次，甚至三次密集式上課，開始
時真的有些不適應，再加上課後作業，才知道原來當
神學生要這麼辛苦啊！

雖然老師和同學們都說華語，但是大家來自中國
不同地區，目前又生活在歐洲不同國家，再加上遠端
授課，彼此認識的難度其實非常大，好在老師們都身
經百戰，而且經驗豐富，課程裡設計了很多的互動環
節，不僅增加了課程的趣味性，也增進了同學間彼此
的瞭解。

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德明牧師從第一次上課，就
告訴我們要在課上觀察不同的同學，通過他們的肢體
語言，回答問題時的語速、用詞等細節，對同學進行
分析，這是要訓練我們以後在帶小組或其他活動時，
更深的瞭解自己的組員和弟兄姐妹，從而更好地服事
他們。當時，我覺得這個挑戰太大了，我潛意識裡馬
上就否定這件事的可行性，因為上課聽講，同時還要
做筆記（胡牧師課的內容可不是很簡單哦），然後還
要觀察別人並做記錄，這怎麼可能做到呢？不過看著
老師篤定的表情，我想試試吧。結果老師是對的，我
們都做到了！同學們在上胡牧師的課時，注意力相當
集中，不敢懈怠一點點，同時因為很仔細的觀察幾位
元同學，然後記錄分析，雖然我們對同學們的解讀不

一定準確，甚至有很多與事實不符之處，但奇妙的是
一段時間下來，我會覺得和那個被我默默觀察的人，
關係更近了一點，在分組討論時會更容易敞開和容易
溝通。

雖然上課前已經做好準備要和不同的老師學習不
同的知識，但是我仍然有被老師們「驚豔」到的感
覺，完全和容顏無關的驚豔，而是那種：哦啊！原來
是這樣的啊！我手中的聖經從平面一下立體起來，聖
經中的人和歷史間的事，被老師們妙語連珠，豐富的
知識串聯起來，他們手上好像有一把鑰匙，為我開啟
了一扇又一扇的知識大門，讓我身臨其境地感受到當
時的人及當時的事，奇妙的神站在高天，同時又陪在
他的子民身邊那種景象，神的帶領如畫面一樣歷歷在
目。

今年的課程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嘗試，就是由路
加老師及瑋姍師母邀請幾位老師共同傳授的一個專題
課程【清晰的公共表達】，每位老師都有各自的專
長，課程涉及的範疇也很廣泛和實用，但是只有兩個
小時的上課，時間很短，但是足夠吊起我們對這門課
的興趣。當我們意猶未盡時，課程已經結束了，然後
留給我們的是：如有興趣，請報讀歐華神學院的神學
課！這樣做廣告也太給力了吧？

其實我並沒有想過要做當神學生，因為這不是我
要追求的，我沒有想過要全職服事，沒有想過要作傳
道，更沒有想過要作牧者，但是李健長老曾告訴我
們，你要做領袖！因為凡是相信耶穌的人，都要成為
領袖！啥！信主就是為了做領袖？！！！從來沒有這
樣的想法，實在挑戰了我的固有模式。有了信仰我就
有了新生命，學了神學我覺得我可以健康的成長，可
以讓我與神建立美好的關係，同時更多知道我目前的
光景和未來的盼望。

感謝歐華神學院給我們這些本來只想當平信徒的
基督徒，一個認識自己真正價值的機會，與老師們的
學習使我受益匪淺。願神保守看顧這項事工，並使用
這項事工，成為更多人與 神建立美好關係的橋樑。阿
門

領袖證書科上課有感
晏殊（法國華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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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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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凡事都強調要屬靈，團隊服事更是。何謂屬靈呢？是以同工每天讀經
與靈修多少來衡量嗎？還是以團隊服事的專案是否成功為標準呢？筆者認為，其中
一個重要的定義，是團隊同工彼此的關係是否親密？即團隊與神與人的關係是否健
康？沒有一個團隊是一開始就「成功」的，只要同工們願意在實際操作上不怕失
敗、不斷改進、在過程中一同尋求經歷神，團隊就必然成長。

等待屬靈的浪潮？ 

近幾年，筆者經常聽到的一種概念，就是要等候神，屬靈的浪潮來了，教會
才會復興。因此，教會不應該依賴組織與管理，要依靠神！筆者認為倚靠神是對
的，但是也不可不懂得如何治理教會。管理與組織的原則在新舊約聖經裡比比皆
是。神賦予百姓管理的責任，恩賜他們智慧與能力把工作做好，同時，要等候及倚
靠神成就萬事。

同工還是同攻？

在教會中，有人認為同工之所以會變成「同攻」，是因為他們缺乏屬靈的成
熟度，也有人認為同工只在乎做事，而忽略彼此的關係。筆者認為這些想法都有其
道理，但是此外，也是因為在組織管理上缺乏認識。譬如同工若沒有明確的目標，
沒有清晰的工作內容等等，都會產生矛盾。並且同工間若缺少深度的互動，對事工
有自己的期待和執著，導致衝突也不足為奇了。

團隊精神，組織，溝通，文化與資源

好的團隊需要有良好的溝通，才能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佳境，否則會陷入負
面的貧境而產生亂象。說者需懂得正確地傳遞資訊；聽者則需懂得分辨對方說話的
緣由與含義，以及理解對方的心情，溝通才有效率。溝通不是發洩，把自己想要說
的，毫無過濾地說出來，完全不顧及聽者的感受。同時，聖經中的「快快聽，慢慢
說」亦提醒聽者要注意聆聽對方所要表達的意思，包括他深處沒有說出的話。

其實，同工的關係始於彼此在日常生活中相交、彼此關懷和代禱，尤其在遇
到困難與挫折中的互助，形成一種友好的氛圍，是堅固團隊的基礎。團隊最避諱的
是三五成群、彼此猜忌，造成事工受阻。因此，團隊可有定期的團建，在輕鬆的氛
圍裡建立關係；一起制訂團隊章程、分工合作，彼此監督。即使有錯誤也一起承
擔，遇到困難能互勉，在成功時也可以一起分享喜悅。

此外，團隊需要有清楚的組織架構，各人權責分明，才不會出現混亂的現
象。另外，團隊精神與團隊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如何落實愛神愛人的生命、以和睦
為貴及成就別人的精神、凡事同患難共進退的文化，都是團隊成功，成為祝福教
會，見證基督的生命榜樣。譬如有分享與回饋的管道：團隊經常有彼此分享和回饋
不同想法的機制。若大家的關係密切，甚至可以創建一個安全的環境，有發洩情緒
的空間，讓人能將心裡的話說出來，互相擔待彼此的軟弱，並且彼此勉勵，互相支
持，攜手前行。這樣的團隊就會十分牢固。

團隊的目標導向

團隊應有清晰的目標，是符合教會的使命和異象的。教會若清楚領受了使命
與異象，如馬太福音廿八章的大使命，那麼團隊的責任，就是要按照這個使命與

異象，去執行異象之下的各項目標，譬如，教會的異像是建立一個有愛與真理
的群體，那麼其目標就是在各樣的事工中，是以彼此相愛和謹守真理為事工

的核心價值。因此，團隊須是一個目標導向的群體。



�婚前婚後伴侶關係協談員認證課程

Certification Workshop
婚前婚後伴侶關係
協談員認證課程

線上教學

PREPARE/ENRICH（簡稱 P/E）: P/E 是一套有

效並實用的輔導工具，主要用 於婚前與婚後伴侶

關係的評估與成長輔導。認證後的協談者可參考

伴侶完成的 P/E 評量報告所顯示的關係強項、待

成長處、關係動力、原生家庭及性格差異等結

果，提供針對伴侶獨特需要之具體實際的輔導。

課程人數限制：線上認證課程，人數設限 10-14 人。
欲更多瞭解 P/E，請自行參看 P/E 网站: www.prepare-enrich.com

講員介紹

魏伶如老师
美國 P/E 訓練導師
美國丹佛神學院 Denver Seminary 婚姻與家
庭諮商教牧博士及輔導碩士

課程對象

教牧人員、協談同工、小組長及對婚前教育
或婚後輔導有負擔者（以修過魏伶如老師婚
姻或協談課程者為優先）。主辦方保留學員
名單決定權。

報名方式

請向國際歐華神學院外展處胡德明牧師報
名，電郵：vincentaun@icbsie.com，截止
日期：2022年11月20日（錄取者將被通知於 
12月5日前完成繳費)。

課程時間

2023 年 1 月 5 日、9 日、12 日、16 日，晚上 
8:00-10:30（西班牙當地時間）， 共計 10 小時
分 4 次進行（連續兩周的週四及周一）。全程
完成課程者可取得美國 P/E 協談員認証資格
及證書。

課程主要內容

＊P/E 伴侶關係線上評量概覽
＊使用 P/E 線上評量流程介紹
＊學習閱讀及分析伴侶關係評量報告
＊參考伴侶關係評量結果，有效規劃輔導內容

＊透過課程影片示範，學習向伴侶回饋他們的評量結果
＊使用 P/E 習作本，教導伴侶關係成長技巧

課程費用

195 歐元（含認證費用、中英文手冊、習作本相關材料及一份 US$35 伴侶關係評量券、郵寄費。
部分材料為電子版，需要時請自行列印）。材料寄出後若取消報名，將只退費 50%。
可接受不超過三位學員配偶旁聽，費用50歐元（⽆認證及材料）。繳費後恕不 退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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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费

2022年1月1日-2022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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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470.78 €

 

建校基金（歐元+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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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 €            臺幣 NTD          美元 US$

匯率：1歐元  = 31.8471臺幣=1.1287美元

消息代禱事項

感謝主，神學院謹定於今年10月5日舉行15周年校
慶，屆時有感恩禮拜，誠邀各界牧長與弟兄姊妹前來
與我們同慶主恩。懇請為我們的籌備工作代禱。

廖元威院長夫婦在本院的服事將於今年底告一段落，
感謝神，他們在疫情的三年中，給歐華留下美好的見
證。廖院長將於期滿後回臺灣繼續服事，請為他們回
國的各樣安排代禱。

胡維華博士將於2023年一月接任國際歐華神學院第
五屆院長，請為胡老師夫婦這一學期繼續在華神服事
以及來西班牙的簽證和搬家各樣事情代禱。

請繼續禱告紀念郭素蓉師母，患癌後開始接受治療，
反應良好。願主大能的手托住，並完全地醫治她。

新學期於9月5日開始，為期16周。請為神學生返校實
體上課代禱，願主帶領，恩賜他們健康與智慧學習及
事奉，並且有美好的校園生活。

學校在建校專案上，仍舊在等候著市政府發出建築執
照，期待可以早日開始動工，請禱告紀念，並為所需
的建校經費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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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6.66

4,892.21

家有喜事

第十屆畢業生卓煒龍傳道和陳孔霞師母，於8月15日
喜獲千金，名字卓善潔。

第八屆畢業生葉敬智傳道及海鷗師母，於8月29日喜
獲千金，名字葉書懿。

 the compliments of the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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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