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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教会面对移民的

趋势和挑战（一）
——牧养和福音

二十多年来欧洲的华人移民因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

相当大的变化，许多国家的移民人口有十几二十倍

的增长，甚至于接近三十倍的成长。例如法国在1985年的

时候，华人的移民人口不过二万多，如今已经达到六十万，

据估计单单在巴黎就有接近五十万的华人。意大利也不遑多

让，华人移民由二十年前的不足一万人，如今已经超过二十

万人。根据数据显示，西班牙也至少有十五万以上的华人移

民。整体来说，整个欧洲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二百万左右，且

多半集中在英、法、荷、义、西、德六个国家。由于中国的

人口过于庞大，欧洲移民的人数显然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教会的挑战——福音和牧养

移民人口的成长对欧洲教会来说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

战。移民的华人增加了，代表传福音的机会增加，带领人来

教会的机率也增加，这对一些停滞不前的教会来说实在是一

个奋起的机会。但是人不会自然的来到教会，而是需要教会

努力的传福音，如保罗所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面

对这二百万人的禾场，对教会来说，不仅是机会也是一个极

大的挑战，这挑战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福音和牧养。教会需

要努力传福音给这些未得之民，同时也需要妥善牧养已经蒙

恩的信徒。 

事实上这些年来移民人口的增加也的确带来各处教会的

增长。以西班牙来说，目前的华人基督教会已经增加到二十

个堂点，遍布西班牙的各个主要都市。意大利也是如此，几

个系统的教会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五十间。特别是一些华人的

集中区，教会更是明显的成长。但这些成长多半是靠移民的

基督徒所撑起来的，教会并不应当因此而沾沾自喜。我们应

当问的是，当移民人口成倍数成长的时候，信徒有没有成倍

数成长？而这倍数成长后的牧养和福音工作是否扎实？

照理来说，若是教会有正常的福音和牧养事工，教会的

增长率应当大于移民人口的增长。因为移民人口中本就有一

定的基督徒比例，教会的增长率，自然应该大于原基督徒比

例。但事实上是否如此呢？不仅不是，而且是相差甚远。也

就是说，教会的成长赶不上人口的成长。例如，法国的华人

人口成长了30倍，信徒的数目有成长30倍吗？西班牙人口

成长了22倍，信徒成长的比例又是如何呢？依教会的现况来

看，显然是没有。

相对弱小的欧洲华人教会

若是再和世界各地区的华人教会作一个比较的时候，问

题就凸显出来了。根据一般的认定，目前世界各地区的华

人教会几乎都

有大于人口增

长的教会增长

率。例如中国

约有6-7%的基

督徒比例，香

港约5.8%，新

加坡20%，北

美7%。即便原

■院长／汪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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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最低的台湾，在这几年也有明显的增长，根据台湾基督教

趋势报告的调查，目前基督徒的比例已经突破4%。可是据

我的观察，多数的欧洲地区，基督徒占华人的人口比例不足

百分之一。例如，巴黎约有五十万华人，但是二十余间教会

中的基督徒总人数应不超过五千人；巴塞隆纳的华人教会略

好些，也不过是2%，这离普世华人教会的比例仍有很大的

距离。此差距不仅是量的问题也是质的问题。

欧洲移民人口的成长和基督徒成长的差距，或是说和普

世华人信徒比例的差距，主要在于教会牧养和福音工作的不

足。因为牧者的缺乏，以至于出现主耶稣所说的「这些羊

群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许多原本在国内信主的

人，来到欧洲后反而流失了。这一段时间我在欧洲各处教会

证道的时候所看到的光景正是这样！而许多人的反应也是教

会缺少牧养。

简而言之，欧洲的华人教会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华人教会

中最弱势的一个区块。探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应该有两个部

分：其一，欧洲教会的信徒多半经商，工作投入时间过多，

已经没有多少余力在教会事奉，或是致力于福音的工作。其

二，由于欧洲教会的传道人极度的缺乏，许多教会的负责同

工多由信徒领袖担纲，教会缺少牧养和训练，信徒成长缓

慢，更不要说是生养新的信徒。

在这几年虽有世界各处的华人教会或是训练机构前来助

阵，或培灵或开神学课程。然而蜻蜓点水式的培灵会效果有

限，有些神学课程又不切实际，有如隔靴搔痒（例如有机构

来欧洲开希腊文课程，我不知道有多少信徒能因此用希腊文

读经？然后进一步带给教会真理的帮助？）其次，这些训练

多半未与教会的牧养工作结合，因此不容易带来持续的果

效。

传道人栽培计划

教会最需要的是稳定且长期的牧养工作，而长期的牧养

需要训练有素的牧者来推动。以欧洲教会的特质来说，这样

的传道人最好由信徒中产生（例如温州语系的教会，外人很

难牧养；此外尚有语言和文化适应的问题）。所以教会要及

早开始栽培青年同工走向全职事奉。在这期间，也可以藉用

地区神学院的帮助，针对教会的需要开设有系统且实用的训

练课程，提升同工和信徒的素质；对此，欧华神学院非常乐

意尽上一份力量。如此双管齐下，我相信让欧洲的华人教会

一样能经历属灵的复兴。（待续）

欧华之夜～
前言：

	 经过一年的努力，欧华神学院的董事们对欧华显然有了进一步的肯定。在

欧华第二次的董事会上，董事们不仅发言肯定欧华，在需要的经费上给予支持；

同时，巴黎的几位董事随即提出了一个奇妙的构想——在巴黎举办一次「欧华之

夜」，向巴黎的众教会推介欧华。

	 由于几位董事在巴黎本就有良好的形象，加上他们同心合意的推动，事就

这样成了。二○○八年十一月二日的晚上，在巴黎救恩堂聚会的地点举行了第一

次的欧华之夜。出乎意料地，当晚竟然有十二间教会的牧长及同工，近二百人参

加。满恩谷教会的谭传道指挥了三十余人的联合诗

班，为聚会的开始带来美好的敬拜。弟兄姊妹们皆

专心的参与，直到聚会的结束。

	 这次的欧华之夜不仅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神

给我们的一个印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巴黎众

教会和欧华的互动将会越来越紧密。我们深盼在欧

洲各处也有更多的「欧华之夜」，好叫神学教育事

工被欧洲众教会所认同，并为欧洲教会的发展提供

合神心意的工人。

巴黎的飨宴



✿✿
✿

�

编者按：

首次由欧华神学院主办、吴勇长老人才培育专户协办的「欧洲华人教会赴台参访

团」，来自欧洲各地的欧华董事及教会同工一行28人，于2008年10月3日至13日进

行了为期十天的参访活动，期间参访了三所神学院及六间教会，今将各人感受汇整

成文，以供飨宴！

参
访 
剪
影

丰富之旅 ■符巨甘传道／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
巴塞隆纳东区堂

参访团领队

■高玲玉傳道主領歐華之夜

随着大量华侨涌进欧洲淘金谋生，华人教会也逐渐地在欧洲萌

芽。时移日转，欧洲的华人教会越来越有规模、信徒人数日益

增长。然而大部份欧洲华人教会皆缺全职工人，带职同工虽然非常努

力地事奉，毕竟时间和装备有限，难以独力、全方位地承担教会的教

导、牧养及传福音等工作。因此，蓄势待发的欧洲华人教会，极需看

到健全且有规模的教会作为榜样。

来法将近三十六年了，这几年在巴黎，神给我许多机会服事不同的

教会。无论是外面广大尚未收取的禾田，或在主里等待乳养的属

灵婴孩，我常被问道：「妳能来帮助我们吗？」或「有人可以来帮助我们

吗？」。面对人心的饥渴，神不仅亲自差遣仆人、召聚儿女、设立教会，

祂也预备华语的神学课程，例如：COCM、普世丰盛神学院及其他的短期

培训课程。尤其在两年多前，当欧华神学院的筹备同工来巴黎分享神所赐

下的异象时，我深感神是何等的伟大；在不同的阶段、为不同的需要，祂

都有丰富的预备。

去年十一月初，在巴黎举办了一次「欧华之夜」，许多牧长同工及弟兄姐妹参加。他们一方面

想要认识「欧华神学院」，另方面也因着汪川生院长分享的专题「教会面对欧洲移民潮应有的认识

和挑战」而来。

的确，打从早期在欧洲奋斗的老华侨，或是近十年来从中国各地涌入的新移民，并1.5代的青

少年和第二、第三代只谙当地语言的华侨，欧洲华人的人口结构不断在改变、扩张中。虽然教会的

人数因移民的增加而有所增长，然而神所在意的显然不是教会里的人有多少，而是在外游荡的人有

多少。因此华人教会面对广大的需要，不能不更新、不能不改变，方能迎接这时代的挑战。

当晚，看到大家专注的脸、留心的听，并同心恳切地为众教会及神学培育事工祷告时，我的心

深深地受感动！聚会虽结束了，然而神在这地、这世代还要继续祂的工作，也会在我们个人的生命

里工作。惟愿我们跟得上主的脚步，「愿祢的作为向祢仆人显现，愿祢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

祢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祢坚立」(诗90:16-17)。

■董事／高玲玉传道

愿祢的作为向仆人显现

■符传道夫妇



期盼和信念

出发前，我们便整理了此次参访的八项目标及

一个信念，期盼有以下收获：

1. 开拓视野，更新事奉观念、态度及方法

2. 从忠心服事主的牧长们身上学习美好榜样

3.了解教会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

4.了解教会成长可实施的策略

5.拟订个人灵命及事奉的成长计划

6.探索所属堂点的需要之发展策略

7. 接触未来可能合作的讲员或教会

8. 添置福音及信徒造就之书籍、影音教材

我们的信念：由同工的成长，带来教会的增长。

学习和感恩

借着这些传福音和信徒牧养工作皆健全发展的千人教会，我们实际了解到教会的事奉团队，是如何

策划并推动教会的各项圣工。例如：火热的传福音、扎实的教育牧养、活力与有秩序的崇拜聚会，及系

统性的主日学工作等等。

上帝的恩典实在丰富奇妙，我们参

访中所实际体会及学习的，远超过我们

所预期的。虽素未谋面，但台湾教会及

神学院的肢体们对我们热情接待，让所

有参访团成员受宠若惊，我们心中的感

激实非笔墨可以形容。在此衷心地感谢

参访团的发起单位，欧华神学院及吴勇

长老人才培育专户；还有不辞劳苦，全

程陪伴、细心关怀照顾我们的林震玉长

老。亦感谢每位为着个人及教会成长，

甘愿付代价参加的众欧洲华人教会牧长

及同工们。唯愿上帝亲自记念与报答您

们的爱心及辛劳！

参
访
剪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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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宇、俞翠婵老师全家

新老师‧新阵容

感
谢神应允了大家长期迫切的祷告，差派来自澳洲的刘利宇、俞翠婵牧

师，成为欧华全职老师。他们一家四口将于8月前来西班牙服事。

	 原籍马来西亚华侨的刘、俞两位老师均出生于基督化的家庭，年轻时即

奉献给主，并获得完整的神学训练。刘老师刚完成博士论文，俞老师已取得博

士学位；两位均曾担任澳洲维省圣经学院中文部老师，亦是澳洲圣公会按立的

牧师。刘老师主授神学及释经课程；俞老师则主授新约释经、犹太文化及希腊

文、希伯来文等课程。因此不论神学或教牧领域，两人皆有长足的经验，正是

欧华最需要的教师人才，相信必带给欧华学生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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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学士科二年级／高杨

■余督兵牧师

这次参访，听取了六大教会、三所神学院的建堂、建院历史

和发展状况。久闻台湾教会之复兴，今得此机会真有百闻

不如一见之感。特别感受的是：林森南路礼拜堂的组织，由众长老

治会，长老下面设立各部；部下设立各组；组下又设立各小组。这

样有系统的管理和带领，由上至下，由下而上，便能推进整个教会

的各项事工和属灵生命的全面发展。还有台中荣中礼拜堂的什一奉

献：各家有专用的奉献袋，袋上又编号；礼拜堂内也有各家的奉献

筒，信徒把什一奉献袋（袋内写明金额）投入自己的奉献筒里。由

司账和司库数点献金之后，把奉献袋交给财务长。财务长在年终将

信徒什一奉献款的总数写一张免税证明书，并将全年的奉献袋交还

给信徒，以便给信徒自己校对献金数目。这种什一奉献的方式不但

消除信徒对财务部门的怀疑，而且增加信徒奉献的信心。

至于对崇拜仪式，本人感受最深的乃是信友堂的主日崇拜。该堂由诗班带领会众敬拜，所唱的歌多数

是教会传统的圣诗，其中只有一、二首是现代的新歌。唱诗的方式，除了诗班四部合唱之外，有时也加入

会众合唱。这种敬拜仪式既庄严又活跃，使会场满有属灵的气氛。

感谢主！教会若有健全的组织，信徒对什一奉献的认识，主日崇拜有属灵的气氛，这才是真正的复

兴。求主赐力量，能更好地采用各会这三方面的特点，而办好我所牧羊的教会。

本人最深刻的体会有两方面的重点：

第一，台湾的属灵长辈重视神学教育，才有今天这么多优质的

传道人事奉神。

第二，台湾教会的领袖重视信徒的灵命成长，才有今天根基稳

固的信徒。

没有到过台湾就不能体会，原来台湾的教会是那么的有次

序、有活力，值得我们学习。不论是教会传道人、长老、

同工，或是聚会崇拜、行政管理，都让人看到人才济济，令我羡慕

不已。因此本人特别感受到未来应在本会中加强发掘人才、培养人

才，尤其是培养下一代优秀、信仰有根基的弟兄姐妹们，成为教会

的祝福与动力。

出发前有人预料参访过程一定不错，但经过参访后，我真的

认为若没有亲自跑这一趟，还是不知道究竟有多么好。

台湾的教会与神学院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实在很多，第一个感

受很深刻的就是服事的弟兄姐妹素质很高，接待人员会主动地打招

呼：「耶稣爱你！」真是让人感到温暖；司圣餐的服事人员都穿西

装或制服，戴白手套，排着整齐的队伍按次序分发饼杯，场面庄重

而敬虔，令我感佩不已。

■陈正波长老

董事回应

■林明光长老

■季奏彬弟兄

■ 余督兵牧師(右)與聖光神學院周學信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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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在千呼万唤中盼到了参访团！

针对参访的目标，所分别安排观摩的神学院，计有

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基督门徒训练学院、高雄的

圣光神学院；教会则有台北的基督之家、林森南路礼

拜堂、永和礼拜堂、信友堂，及台中的荣中礼拜堂，

和高雄的信爱教会等团体。

为回应马太福音中基督耶稣所赐给门徒的永恒大

使命，各神学院及教会因应本体的角色，从主分别领

受了各自的时代使命。故此，在参访的过程中，藉着

一场场的简报座谈，参访团得到各团体所提供完整的

讯息：从各团体所领受的「使命」中，学习如何订定

「福音目标」；并依目标拟定因应环境变迁、文化多

元、信念、价值观等之不同情况下的「福音策略」。

进而由适当的同工组合有效的「组织」，在组织团队

所设计的「计划」中，确定「执行」的细节。

在介绍这一连串「使命」、「目标」、「策略」、

「组织」、「计划」、「执行」的「目标管理」流程

时，各团体无不竭尽所能的分享其成功或失败的经

验，期待给予参访团最多的参考讯息。而参访团的成

员也在专心聆听、勤做笔记，并不时的提出问题，寻

求解答，期能获致最大的收获。

我们盼望透过如此的参访交流行程，一方面有助

于欧洲华人教会在教会治理方面的观念厘清，能借着

实际的体验观察、绵密的交通分享，建立适合各教会

整体发展的「策略」、「计划」及「执行」，并帮助

教会健康的增长。另一方面，在神学院与教会的互动

中，看见彼此的角色好比肢体关系的重要性，因而确

能互相帮补，彼此成全，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

体，让福音广传于欧洲大陆。

我们也很感恩，藉着参访团的莅临，让我们对自己

教会的体质做了一次总检。在座谈答问中看到自己教

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接待上也发觉有未尽完善的环

节，提供了在执行面上更求细致的进步空间。参访团

员认真的态度、专注的精神，也提醒我们，事奉的心

志有否松懈？态度是否正确？

总之，此次的交流，更活络了彼此灵里的交通，并

在祷告中彼此记念。这真是一次美好的经验，愿荣耀

归予神！

参
访
剪
影

参访团侧记
■�林震玉长老／�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礼拜堂�

接待單位代表

另外，每个教会的行政管理也让我耳目一新。每一项事奉工作都有记录和计算机管理，清楚有

条理、有计划，我感受到教会是在很有次序的运作，有条不紊，非常的上轨道。回到西班牙后，我

们会把这些经验慢慢的消化吸收，然后整合成为教会进步的方向。

我原本没有计划参加的，但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亲

自接触到各个教会和神学院，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两

件事是：

第一，每个教会的主日敬拜都值得我们效法，不管是服

事人员的表现，或是聚会当中的属灵气氛，都展现出会众对

神的敬虔态度。

第二，一踏进基督门徒训练学院的大门，我就被整洁的

校舍所吸引。不论从学生的寝室到每一间厕所，学生都打扫

得极为干净整齐，使我感受到学校对学生如此的生活要求，肯定能训练出优秀的传道人来。

■林正平弟兄

�

■林震玉長老(左)



蒙召見證

医生—疯子—传道人

参访团侧记

“往事如烟随风去，一朝蒙恩到主前。”这是我蒙恩经历的总结和概括。

九五年医药学院毕业后，我进入一家治疗肝病的中医专科医院工作。刚参加工作的我对于未来充

满憧憬和期待，我觉得天下之大，任我驰骋。我努力钻研业务并立下心志：成为一代名医。

我们的医院因为专门治疗肝病，经常请专家、学者来讲解国际最新的肝病治疗进展，西医方面的

治疗与国际同步，中医方面的治疗又是特长。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医疗技术也与日俱增。九七年底

我被医院派往四川一家医疗机构作肝病的合作医疗工作。九九年我成为科主任，承包了合作的医疗

科室，收入增加。在治疗技术上亦更成熟和稳定，很多病人因为信任的缘故，把他们周围的病人都

介绍过来，不管是不是肝病。我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成就里，一方面继续参加考试想要更进一步的

深造。

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二○○○年三月的一个清早，所有的梦想都在一觉醒来后被破碎：我疯了！没有任何的预兆，没

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准备，来的是那样突然，我就落入黑暗的深渊。西医查不出来疾病，治

疗没有任何果效；当地著名老中医也束手无策。但我知道我疯了，已无法辨别早上和晚上，过去的

记忆在渐渐消失。每天响在脑子里的都是人为什么要死的问题和狰狞的笑声。我不能睡觉，尤其怕

黑暗。脑子就像被拧住一样抽筋，又像随时会爆裂一样的往外涨。

一个人疯了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道自己疯了。

我想到死，妻子看见我痛苦的样子也不想活了。万般无耐下想到我妈妈，一个老基督徒。我们家

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外婆上个世纪初期因在教会学校上学而接受主。妈妈服事主

几十年，一直在老家牧会。小时候跟着妈妈做礼拜，听过不少的圣经故事和诗歌，也很虔诚的祷告

和学习圣经。

但从上初中开始，我就离家寄校，直到大学毕业。知识越来越多，对神的怀疑也越来越多。在周

围的环境熏陶下，我学会抽烟、喝酒、骂脏话。世界的思想和行为体系在不断的改变影响着我，神

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没有任何的约束和限制。妈妈和我一起祷告以及假期的聚会我都应付了事。我

去四川工作时，妈妈交给我一本圣经，让我去找教会聚会。她每次打电话催促，我都推说找不到教

会。

疯了以后我无法可想，于是被接回老家。妈妈为我祷告之

后，病情开始好转，也逐渐的能够交流。在家期间，妻子在当

地找到教会，随后我开始参加聚会。每参加一次聚会，病就好一

点，直到一年后才彻底痊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神，经历了神

的恩典之后，我才明白妈妈的神也是我的神；他爱我，没有使我

滑向死亡的深渊，引导我走上永生的路。

更大的恩典在我痊愈后的那年，神呼召临到，我辞去工作成

为一个传道人，踏上了全职侍奉道路，至今已走过七个年头。妈

妈当初给我的那本圣经，今天依然陪伴着我，见证着在主里的所

有恩典和福分。神粉碎了我一个世界的梦想，却给了我一份属天

的尊贵。“苦过方知恩典多，属天侍奉真荣耀”！

✿
✿

✿

■建伟／道学硕士科一年级

�



	 2009年招生已经开始受理报名，欢迎自行上欧华网

站：http://www.cbsie.org下载报名表。

	 今年本院特为欧洲教会培育有志带职服事的同工，

新设科别：基督教研究证书科及教会事工证书科。

详情请电询汪澎生姊妹（E-mail:cbsieadmin@gmail.

com）

招生行事历

即日起至4月27日（欧洲地区）	.......受理新生报名

5月19日、20日	..新生入学考试	(地点：欧华神学院)

6月4日前	..........................核发录取通知

8月3日	..................开学感恩礼拜暨新生训练

8月10日	...............................正式上课

科别

道学硕士科、神学学士科、教牧证书科

新设科别(带职服事)

基督教研究证书科、教会事工证书科

迎向时代的脉动
—2009年招生报名中

�

欧华近况

1.�感谢大家的代祷，汪澎生姐妹已于2008年9月取得西班

牙居留签证，并全心投入欧华的教务工作。

2.	9月23、24日欧华已顺利召开第一届第二次的常董会及

董事会。会中不仅通过○八年的决算案，以及○九年

预算案，同时增加了来自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

利共五位新董事。愿神大大地使用众董事，开展欧华

的事工。

3.	汪院长夫妇特别利用两周假期走访英国伦敦、曼彻

斯特等地。期间不仅接触许多华人教会，并拜会

COCM「基督教华侨福音会」总干事吕子峰牧师与众

同工。另外参加了「伦敦华人教牧同工联祷会」。会

中介绍欧华的事工与异象，并与二十位牧长们有美好

的交通。

4.	有鉴于欧洲华人教会正面临下一代的人才问题，欧华

神学院于3月21日举办首届「西班牙青年领袖营」，以

鼓励青年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际，早早预备自己成为

神手中圣洁而贵重的器皿。

學
院
消
息

收支报表
经常费	 2008/04/01-2008/07/31

	 上期结余	 	 138,973.38 €

	 本期奉献收入	 	 20,804.13 €		

	 本期支出	 	 74,071.60 €	

	 本期余绌	 	 85,705.91 €	

经常费	 2008/08/01-2008/12/31

	 上期结余	 	 85,705.91 €

	 本期奉献收入	 	 168,913.08 €		

	 本期支出	 	 119,591.57 €	

	 本期余绌	 	 135,027.42 €

	制表：郭圣青

��▋账户名称／IGLESIA CRISTIANA CHINA EN ESPAÑA
▋账号	 ／ES36 2100 3109 6922 00 167 467
▋BANK ／LA CAJA DE AHORROS Y PENSIONES DE BARCELONA
▋SWIFT ／CAIXESBBXXX

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