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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好像

作夢的人

2005年元月，神的僕人吳勇長老安息主懷，華

人基督徒同聲哀悼。台北各教會的同工認

為  神使用吳長老一生在「牧會、宣教、神學」上，都是開

創者，並有相當成就。因此將吳家子女轉贈之奉獻及吳長老

存在林森南路禮拜堂多年之版稅成立了「吳勇長老人才培育

專戶」，並呼籲愛主之弟兄姊妹踴躍奉獻，以幫助有需要之

事工。該專戶不定期在台灣及其他地區舉辦差傳、教牧及神

學講座，並對神學院固定奉獻，成為許多培訓中及在職中同

工的幫助。

 2006年8月起，專戶同工開始有人看到歐洲華人基督徒日

益增加，教會也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惟全職傳道人的嚴重

缺乏和需要栽培，更是急迫。由於西班牙、義大利、法國許

多教會早期都從吳長老受益甚多，因此，「人

才培育專戶」考慮在南歐成立神學院，期望

在十年內為歐洲華人教會培育100位全職傳道

人，並以此為目標而禱告、尋求。

 感謝主，在一年之間，  神親自以神蹟奇事

促成這美事，為我們預備了：從事神學教育近

二十年的汪川生院長夫婦；許多神學、聖經及

牧會的老師；也預備了二位職員；最不可思議

的是院長夫婦長期工作簽證；及西班牙保守基

督教神學院和我們合作，提供所有的硬體設備，這些都超乎

我們所求所想。首屆學生有十位，都是一時之選，真是感謝  

主。最重要的是，有六個地區三十多位董事願意委身並奉獻

在這項有意義的人才培育事奉上，足見歐洲華人全職神學生

的培育刻不容緩，  神自己動工開路。

 去（2007）年10月13～15日，當全體董事、院長、師生及

當地教會同工齊聚一堂，舉行董事成立大會、開學感恩禮拜

時，我們都有一個感覺：我們是一群作夢的人，我們好像正

在作夢，在  神的帶領下逐步看到夢的實現。

 2008年3月，學院已開始了第一年的第二學期，學生的學

習成果及屬靈生命有明顯成長，這顯示歐華神學院是  神所賜

福的工作。願  神使用這個學院來賜福在歐洲的華人教會。

 我們深信在三十多位董事同心合意的代禱、奉獻及推動，

汪院長帶領全體師生對  神敬虔的追求，  神一定要為華人在

歐洲開啟牧會、神學、宣教進一步的成長，讓福音傳遍地極

的使命得以在歐洲開花結果。†

■董事會主席／李健

■全體董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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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西班牙神學院IBSTE的院長Sanjaime主動地把招牌換了，新的招牌上多了個「歐華神學院」，

他把兩所神學院的名字放在同一個招牌上，這大概是教會界的一個新紀錄。原來IBSTE的招牌

校名很大、標幟很大，但如今在同樣大小的尺寸裡擠進另外一所神學院的名字，那麼他們的名字必須

變小，而且小了很多。但是若沒有這個小，歐華名字就放不進來；如今他們把自己變小，我們就進來

了。當我看到這新的招牌迎著巴塞羅那燦爛的陽光，宛如跳躍的音符，心中不禁有股說不出的感動。

人喜歡作大
 按著人的本性，人都喜歡作大。官喜歡作大、事喜歡做大、位喜歡坐大、財富喜歡做大…連主耶穌

的門徒都喜歡作大。門徒們在主耶穌的面前爭大，當然一般人就更不用說了，因為這是人的本性。當

亞當吃分別善惡樹果子的時候，想要與神一樣，這愛大的本性就進來了。所以即便今天在被認為是屬

靈所在的教會，也不斷地看見人在那裡爭大。牧者喜歡自己的教會大，信徒喜歡去大的教會，事奉的

人喜歡自己的職分大…。因為在大的裡面我們才感覺自己有成就，在大的裡面我們才認為自己受尊

敬，然而愛大的心態往往正是教會問題的所在。今天教會為什麼有紛爭？因有人在那裡爭大；為什麼

教會很難合一？因為放不下那個大。

 多年前，有兩個傳道人一起去拓荒建立教會，慢慢地有了一點成果，信徒增多、教會增長，奉獻也

增加了。有一天，其中一位傳道人對另外一位說：「教會是由你掌舵，還是由我掌舵？」這位傳道人

也很識相，於是便傷心的離開了兩人胼手胝足建立起來的教會。搞不好，這位掌舵的傳道人還經常教

導信徒「謙卑為小」的道理呢！看來「作大」永遠是基督徒一個厲害的試探。當然我的意思不是我們

不要奮力做主的工，可是那「作大」的心態實在要小心，因它是非常隱藏的。有一位牧師說：「我們

常常在高舉基督的時候，也高舉自己」，這實在非常傳神，一語道破了人的軟弱。

主要我們作小
 然而耶穌教導我們屬靈的事卻不是這樣，祂告訴門徒：「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

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太20:26-27)。主的意思是要作大的人，先

要懂得作小。這句話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可真是不容易，因為這是逆性而行。

 歐華神學院蒙主的眷愛，在人的不可能中成立了。在整個過程和發展中除了看見一連串的神蹟之

外，主也教我看見了教會的合一之道，看見了生命之道，更看見了神國度之道。這何其珍貴，是上帝

給我們許多恩典之外的額外恩典，此話怎講？

■院長／汪川生

歐華
看工人之路

由       的新招牌
■院長／汪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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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華神學院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成立，除了發起單位「

吳勇長老人才專戶」，以及歐洲各董事與教會的全力支持之

外，便是有一所我原來完全不認識的西班牙神學院IBSTE的支

持。他們願意提供地方，敞開心來接納我們、協助我們。這

位院長DR. Pedro Sanjaime 對我說：「你們可以用我們所有的

地方，沒有分別；你也可以隨時使用我辦公室的會議室，不

用敲門」。一學期過去了，我們的確是完全地被他們接納，

我們的老師被接納、同工被接納，學生被接納，而且是被接

納到沒有分別。當我們的學生生病，就好像是他們的學生生

病；當莊師母的鎖骨折斷，就好像是他們的同工出了意外。

每一次我看見歐華的學生和那些語言不通的西班牙同學打成

一片，我心裡就有說不出的感動。這一次他把自己神學院的

招牌都給換了，更是讓我的心震撼不已。

 由此我想到主耶穌的話被印證了。是的，唯有在基督裡，

人願意甘心變小；沒有利益的交換，只因為我們同屬一位

主，同事奉一位主。Sanjaime院長告訴我們的老師「他感覺

天堂好像實現在我們中間」。原來合一之道是從人願意變小

開始，如果我們自己太大，別人如何能合得進來？太多時候

我們把自己的恩賜看得太大、講的道看得太大、勢力範圍看

得太大…合一自然就不見了，因為已經大到容不下有別人生

存的空間。

 感謝主，在祂的大小之道裡卻含有真正的為大之道，蒙福

的為大之道「我們作小，神來作大」。就如主耶穌，祂捨棄

天上的大，甘願降卑為人，而且取了奴僕的樣式，這是徹底

的作小，然而神讓祂升為至高，遠超過天上、地下一切執政

掌權的。

主的賜福由小而大
 屬靈的奧秘是很奇妙的，當人願意變小，實際上卻是變大

了。在我們聯合的招牌上，歐華神學院的下面又加上了一行

字“in Europe, for the world”。這是歐華的異象，也是我們

招生廣告上的一句話「立足歐洲、心繫萬邦」。當西班牙神

學院和我們合一的時候，自然也和我們的事工合一、異象合

一。他們的境界無形之中被擴充了，他們變大了：異象變

大、境界變大、範圍變大、心境變大…，大到和神的國真正

的連接在一起。奇妙的是歐華也變大了；和歐華連結的教會

也變大了。西班牙的華人教會現在也敞開心關心IBSTE的需

要，他們開始為神學院的需要奉獻，為神學院禱告。我真是

感覺神的國臨到我們中間，正如主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願

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將來

的事，是現在就可以經歷的事。原來神對歐華神學院的旨意

是這樣奇妙，祂是要這樣訓練祂的工人，不是在圖書館的裡

面，也不是在課堂上而已，乃是在神國同在的環境裡造就祂

的僕人。

 如今神在西班牙開始了一個「小」的歐華，但我相信神要

用我們的「小」完成祂的「大」。寫到這裡我禁不住為神的

旨意感恩，為神成就的事感恩。我心中有一個很深的禱告，

盼望這樣的合一，由「自己變小」產生的合一，如同一把火

燒起來，把合一的祝福帶到全世界的教會，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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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凡事都能
 經過一個學期緊張的學習終於到了放寒假，巴賽羅納的陽光雖燦爛卻留不住我回家的腳步。一路上，胸

中滿塞著九門課的飽足感，總想要衝出去似的。

家庭溫情

 從威尼斯機場出來輾轉搭公車、火車，回到家已是夜深人靜、燈火闌珊了。進了家門放下行李，發現臥

室還亮著燈，原來是妻子還在等著我，這時一股暖流由心底升起。直到躺下，心中仍激盪著歸家之情，不

禁淚水盈眶、滿心感恩。

初生之犢

 寒假實習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自小我的願望就是當一名老師，進歐華之前苦無機會，然而神

早有美意，此時竟有機會在教會教導「實用讀經法」的課程。從弟兄姐妹們對主話語認真渴慕的態度，深

深激勵了我；同時益發感到自己的貧乏與不配。面對弟兄姊妹的愛心與期待，一方面我深知學以致用的重

要性；另方面對神的呼召更為清楚與堅定，心中篤信「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

主愛相隨

 寒假一個月中家人陸續生病，由於事奉的忙碌我經常不在家，放假而無休假，對家人的照料總嫌不足。

然而主的恩典總是夠用，並且超乎所求；即便有歡笑有淚水，神的慈愛永不離開我的家。

偶然或必然？自然即神蹟！ 人生非兒戲，靠主萬事足！

神的路最美好
進歐華前

 初聞歐華神學院將設在西班牙時心中便充滿了感恩。正當「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二十周年慶剛過，第

二年歐華就誕生了，這真是神的美意。打從我十幾歲時就參與教會的事奉，當時常想著若有機會進修讀神

學院該有多麼好，後來有機會報名英國的COCM，卻由於簽證未過便去不成；又等到豐盛神學院在巴賽羅

納開課，我雖報了名，不料因搬家又讀不成。此次神特別開路讓我進了歐華。

新生窘境

 初入學院心情相當複雜，既緊張又高興。一方面由於學歷不高，且近二十年沒讀書了，故為自己的讀書

不才而緊張。另方面，為著久候的心願終於可以實現而歡喜。進入這智慧的殿堂，必定可以加深我對神的

認識。

 在學院期間常受到院長和老師的鼓勵，慢慢的緊張就減少了許多，然而卻發現自己的渺小與缺乏，就像

是一滴海水在智慧的汪洋中，被稀釋不見了。

寒假有感

 寒假時回到自己的教會Valencia堂，看見弟兄姊妹多有長進而感謝神；他們也期待我早些畢業好更多地

投入事奉。一百多人的教會苦無一個全職的傳道人，許多的工作正等待著去做，正如主的話說「要收的莊

稼多，作工的人少」，無形中我感到肩頭更沉重了。

 帶著初學的皮毛進入寒假的實習，深深覺得自己的不足，唯有

扎實的裝備造就、充分的學習操練，才能更好的服事神、滿足這

時代的需要。同時，我也期待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起來接受裝備，

成為主的精兵，為主所用。

■	杜志武

■	裘軍雷



感恩、感慨、感動
感恩

 來到歐華的每一位同學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而每個故事

都在述說一個事實，即神的恩典真奇妙，我也不例外。有的

同學離開學校三十載，讀書恍如作夢，然而進入歐華卻使美

夢成真。有的，面對難如登天的簽證手續，神卻讓他一次搞

定。至於我，幾欲離家求學不成，如今歐華卻近在咫尺。若

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

127:1)；若非神奇特的

旨意，我是不可能來到

歐華。

感慨
 信主以來，本以為自己對聖經下過功夫而有一定的基礎，

在服事上也稍有經驗。未料，經過一個學期才猛然發覺自己

猶如井底之蛙。從歐華任教的幾位老師身上，讓我不僅看到

他們的知識淵博，人生、事奉的經驗豐富；同時他們的態度

極為謙卑，因此不得不感慨自己跨入神學的殿堂，知識、生

命的學習方才開始。

感動

 神奇妙地將歐華安置在西班牙神學院IBSTE之內，兩校共用

校舍及設備。看似格格不入的種族文化，卻因著IBSTE師生們

不時以熱情的關切、擁抱，他們所表達的愛化解了許多我們

在學習與適應上的各種壓力。正如其院長Sanjaime所說的「

在基督裡我們都是一家人」，我深信在這樣一個愛的大家庭

裡，學習效果與收穫必定豐碩。

實習雜感
異鄉聞鄉音

 Bilbao位於西班牙北部，雖然是個小城，卻因特殊的地理

位置，雲集大量的海外商船，成為西班牙北部最大的港口城

市，也因此吸引不少華人來此尋找商機。在這小城裡，約有

一百二十位「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的信徒，今年二月我們

夫妻便是在此實習。

 剛到Bilbao時，沒聊上幾句，就覺得彼此分外熟絡，因為

大部份信徒來自我的家鄉中國福建。大家講著福州話，鄉音

鄉談格外親切，於是在主裡很快就有靈裡相通的喜悅。在當

地教會同工的幫助下，我們也很快的把工作計劃訂定下來。

夜半讀經聲

 由於當地信徒大多從事餐館服務及經營百元店，查經時

間只能放在信徒下班之後（這也是歐洲很多華人教會的通

例）。我們在調整生理時鐘的同時，也為信徒饑渴慕義的心

深深感動。晚上十點下班，弟兄姊妹們顧不得身體的疲倦、

家庭的瑣事，群聚周平弟兄家研讀神的話語。他們專注傾聽

的神情，讓我們都不知要怎麼停下來。

信仰之攔阻

 歐洲的生活並不如我們原本想像的那麼悠閒，華人在此地

的生活遠比在中國的壓力更大更多。由於生活不安定，許多

信徒只能超時、超量的工作，因此也影響到他們對信仰的追

求，如「聚會時間我們也要工作」、「教會太遠了！」、「

店裡的事情太多我們走不開！」…等等各式各樣的理由。看

到他們對信仰的冷淡，也看到他們因現實所逼的無奈，只能

把他們交給神，求神開啟他們的心眼，指引他們的道路。

憂慮和交託

 「耶和華見證人會」對此地信仰根基不穩的信徒，其拉攏

行動之猖狂是我們所始料未及的。如何堅定他們的信心？如

何在繁忙生活中把福音及真理帶給他們？又如何幫助他們建

立肢體間緊密的聯繫？這是神給我的挑戰與操練。

 短短一個月飛快而逝，回到學校後，每每想起只能為他們

不住禱告，因為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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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八：38~39）。

■	高		楊

■	張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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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剪
影

寒假事奉感言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

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祂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

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林前十五：9~10）

 經歷波折的簽證手續，我和妻子終於在學期的最後一天，趕到歐華和大家相見。接著而來的寒假，我們

便被派往生疏的西班牙南部大城Granada，與此地華人教會同工配搭服事，主要內容是探訪、一週兩次的

查經以及主日講台。

 初到Granada便感受到弟兄姐妹對神話語的渴慕與追求，令我們欣喜。然而也為自己的缺乏感到虧欠，

如此激勵我回到學院後要更加努力才是。探訪時，雖然人生地不熟，但因著神的指引，在蛛網般的巷弄中

卻沒有迷路，最後總能如願地找到一家又一家弟兄姐妹們的店舖，向他們問安、交談。對於他們所面對的

挑戰與處境，以及對他們看重物質、金錢的追求，而不禁感到憂心。只要一想到他們，心裡便不住的為他

們禱告。

 探訪過程中，有時也「巧遇」幾位正在尋找教會的弟兄姐妹，看到他們接過我們遞上的教會地址時，臉

上欣喜開心的表情，讓我們相信，這不是巧遇，而是神的美意，是祂的引領。即便我們離開Granada，但

深信神的大愛與能力仍會繼續在當地運行。

家園‧教會‧學業
心繫家園

 一轉眼寒假已經結束，同學們陸續的回到歐華神學院，可是我腦海中仍不住迴盪著寒假事奉的種種情

景。那裡是我福音的工場，是我的家，也是我蒙召立志獻身之處。雖然心中滿是對教會弟兄姐妹們的留

戀，以及對家人難以割捨的情感，可是仍要揮別、再度啟程，好繼續未竟的學業，未來才能以更全備的裝

備來服事教會，使更多的人同蒙救恩，同得福音的好處。

心繫事工

 在寒假短短的一個月中，我完全投入忙碌的事奉，幾乎忘了自己是個尚在受裝備的神學生。尤其是看見

弟兄姐妹迫切的需要：探訪關懷的需要、幫助解決家庭危機的需要、聖經課程培訓的需要、安排教會事工

拓展的需要…等等，如此眾多的需要擺在眼前，以致於到最後一天我的喉嚨都沙啞了，連當天下午的講

課、培訓的力量都不知從何而來。登上飛機後，整個人累癱了，才知自己得了重感冒。

心繫教會

 回神學院後，每當想起實習服事的這段時間，就非常感恩，因為更深的體會並領受我們並非能做什麼，

而是神的恩典，我們只是神的僕人，是神手中的器皿。工作是神國度的需要，面對教會的需要、弟兄姐妹

的需要，今天我們能事奉是因著神的憐憫與恩典。

 願神的恩典繼續引領，讓我更多的裝備自己，將來能回到福音的

禾場，被神使用，並願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的神。

■	孫海春

■	宣		軍



浩大神恩
 從祂豐滿的恩典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歐華神學

院的建立，就是神恩典的見證。無論歐華的董事們或西班牙

華人教會的眾同工們，都可見證神在歐華的奇妙作為，在我

身上祂更是有滿滿述不盡的恩典。

進歐華的恩典

 離開學校三十一年，能再進歐華讀書，對我而言是件神

蹟。神不僅感動我的家人、教會同工支持我，也感動汪院長

讓我能突破歐華招生的年齡限制，以近五十的「高齡」進入

歐華，這是神格外的恩典。

讀歐華的恩典

 靠著神的恩典，第一學期平安度過了。在這學期中，我有

幾方面的領受：

 生命的榜樣方面，尤其是歐華及IBSTE兩位院長及師母的榜

樣。歐華汪院長和師母每天起早摸黑帶領我們讀經、禱告並

教課，還關心每位同學的身體和家庭，以及神學院裡裡外外

的大小事務，愛主愛人的榜樣，實在令人感動。IBSTE院長及

師母則除了西班牙神學院的事工外，以極大的熱誠及愛心，

幫助及接納歐華神學院師生的各項需要，他們都是以僕人的

心志來服事，以生命的榜樣來教導我們。

 聖經的知識方面，由於每位授課老師都是牧會多年，經驗

豐富的牧者，所以我得著很多的收穫與幫助。同學彼此學習

的方面，在學院裡我年紀最大，但讀書卻如幼兒一般，一切

從頭學起，單單電腦的使用，每個同學都耐心教導我，這是

神給我讀歐華「裡、外」一起學的恩典。

在歐華的恩典

 在歐華這三個月的生活中，我更經歷到神眷顧的恩典：

 身體上，剛進神學院，所有的生活方式都需要調整，原來

在餐館是整天站著工作，現在卻整天坐著讀書上課；原本三

餐吃中餐，現在則三餐都吃西餐，「脹了一肚子氣」，每天

要「放氣」肚子才舒服……。剛進神學院時，不是讀書就是

做作業，不是上課就是學電腦，結果造成腰痛不能久坐、

頸椎痛到看書不能超過10分鐘、右肩膀發炎酸痛到走路腰

痛，上課要用枕頭墊，睡覺不能平躺，幾乎無法再繼續讀下

去時，我向神禱告：「主啊！我挺不住了，我已經盡力了，

不是我不想讀，是我實在無力繼續了，求你憐憫醫治我的身

體。」這樣禱告後，感謝主！第二天起床覺得腰部輕鬆許多

了，就這樣一天天的過來，連自己都想不起到底是那一天完

全得著醫治的。

 家庭中，自從我進神學院後，家裡和餐館的大小事，都由

太太掌理，壓力很大，尤其那段時間，家裡每一個人輪流生

病，沒有間斷，兩個孩子還先後回到中國看病…。感謝神的

恩典，在這段艱難的時刻裡，祂用大能的手托住我們全家，

特別是太太國英，她沒有懷疑、也不灰心、懼怕，因為有一

群愛主的姐妹，每星期六和她一起禱告，神真是聽禱告的

神，一切榮耀歸給三一真神。

■	季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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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消息

 三月28日歐華順利召開第一屆董事會第一次常董會，

共有八位常董出席。會中達成新增九位董事席次決議，

並對招生及推廣歐華工作進行充分的討論。

 嶄新的招牌已經掛上，原本

只有西班牙神學院IBSTE幾個

大字，現在變成兩個校名和標

誌。歐華校名用西班牙文標示

出來，配上中文顯示的校標，

在豔陽下顯得格外光彩奪目。

 今年的招生工作已經展開，

歐洲以外地區經過考試已錄取

一名；歐洲地區則正進行招生

中，義大利、德國、丹麥以及

西班牙等地陸續有人報名。

 IBSTE院長Sanjaime特別為了

歐華的需要，增聘了一位同工

會說中、西、英文的美國人

Brooks。他有個美麗的中文名

字「樂海」，如今成為兩校的

溝通橋樑，不僅使歐華同工感

到無比的溫暖，兩校的關係更

形親密。

 在一次地毯式的福音出擊行動中，同學們分別探訪了

十家中國餐館、六家百元店，收穫頗豐。

2008學年度招生行事曆

 今年招生已開始受理報名，簡章備索，請電詢汪姊妹

(Email:cbsieadmin@gmail.com) 或直接由網站下載。

即日起至4月29日（歐洲地區）受理新生報名

5月20日、21日 新生入學考試 (地點：歐華神學院)

6月4日前 核發錄取通知

8月4日到8月8日 開學感恩禮拜暨新生訓練

8月11日 正式上課

代禱事項

1.  招生工作已經展開，求主感動各地華人教會勇於鼓勵

與支持有志青年報考歐華，為教會儲備牧者人才。

2.  為配合招生工作，汪院長安排多次造訪歐洲各國的華

人教會，推廣歐華異象並尋找適合的培訓對象，求主

保守他的行程順利、任務圓滿。

3.  目前學生中只有兩對夫婦同住學院，此外眷屬均留在

各處的家中，挑擔所有的家庭擔子，極需眾人的代

禱。求主看顧保守整個家庭平靜安穩，並夫妻同心、

心志堅定。

4.  學生季小彬長老的十八歲長子忠心，曾動過手術治療

肛瘻，但並未痊癒。如今休學再赴中國治療，求主祝

福並使他完全痊癒，不但身心靈得著健康，也能回到

學校完成學業。

5.  歐華的老師們都是從遠方長途跋涉而來，請為老師們

的適應及身心靈代禱。

6.  本屆學生在初期的學習情況相當良好，然而未來的課

業難度增加，求主賜下智慧、恩膏，使學生們能有效

的吸收，學習能持續的進步。

7.  面對下學期的教務工作大量增加，汪澎生姊妹的工作

許可與工作簽證之取得更形迫切，求 主開路盡快通過

代禱。 

學
院
消
息

《收支報表》

經常費 2007/10/15-2007/12/31

 本期奉獻收入  192,557.20 €  

 本期支出  60,349.10 € 

 本期餘絀  132,208.10 €

經常費 2008/01/01-2008/03/31

 上期結餘  132,208.10 €  

 本期奉獻收入  79,180.64 €  

 本期支出  41,761.53 € 

 本期餘絀  169,627.21 €

製表：郭聖青

▲福音出擊整裝待發

  ▋帳戶名稱	／IGLESIA CRISTIANA CHINA EN ESPAÑA
▋帳號	 ／ES36 2100 3109 6922 00 167 467
▋BANK ／LA CAJA DE AHORROS  Y PENSIONES DE BARCELONA
▋SWIFT ／CAIXESBB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