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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神學院
Chinese Biblical Seminary in Europe

歐洲教會面對移民的

過去的二十年間，在世界各地增加了許多快速增長的

教會，這些增長形成了許多大型教會甚至於超大型

的教會（萬人教會）。若仔細分析這些快速增長之教會的成

長因素，可以發現它主要歸功於兩個策略：一是成人主日學

教育的普及化，一是教會小組化，其中成人主日學教育的推

廣尤為教會能平穩增長的根本因素。成人主日學關乎信徒

和同工素質的提升，而小組模式則是一種有效率的傳福音和

牧養策略。當教會增長到相當的人數時，傳道人必然無法顧

及每一個信徒的需要，而且傳道人在福音的接觸面上相當的

有限，但教會小組化則完全可以突破這些界限，而且可以非

常靈活的行動，接觸人、傳福音、信徒關顧等等。所以當今許

多教會紛紛往小組化的方向挪移。然而，教會若是要建立信

徒信仰的根基（這也是必要的），就非成人主日學教育無法

竟功了。本篇文章的重點，不在於討論小組策略，而在於討

論同工素質的提升。

教會發展的首要工作
事實上，教會無論用什麼增長策略，首要的問題就是同

工的素質。沒有好的同工，教會不僅無法增長，同工間往往彼

此掣肘，虛耗了許多事奉的精力，甚至於造成教會的分裂。筆

者在這些年的服事中，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由於神學院立

場超然，所以常被諮詢解決之道。

歐洲教會由於發展的歷史較短，且因缺乏傳道人，再加

上教會眼前事奉的迫切需要，同工往往未經嚴格的審查及

訓練，即倉促上陣，因而教會出現同工問題的情況格外的

多，也更為複雜。同工之間不僅不能「同工」，最後變成了「

同攻」，當然，因而造成教會分裂也不會令人意外了。對於此

點，在我上一期的系列主題文章中已略有討論。

面對當前教會的困境，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提升信

徒和同工的素質。基督徒和所有外邦的宗教有一個很大的

差異，就是生命之道。外邦的信仰多半是你只要跟著信就可

以了，在有需要的時候，到神明的面前拜一拜、求一求，其它

■ 院 長／汪川生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

裏完完全全的引到　神面前。(歌羅西書一:28)

趨勢和挑戰(四)
—信徒及同工素質的提升—信徒及同工素質的提升



的似乎不必做什麼。然而我們所信的福音是真理的福音，也

是生命的福音；信徒信仰的根基、生命的成長完全是建立

在對真理的認知上。所以，約翰福音這卷講生命之道的書，

「真理」一詞出現了22次，「認識」或「知道」一詞則出現了

165次。這些都說明了信徒在真理上追求的必要性。保羅警

告我們，無知的信徒很容易隨著異教之風搖來搖去（以弗所

書四:11-14）；沒有真理和生命根基的同工，則容易落入隨己

意和肉體事奉的光景（哥林多前四:6-8）。

歐洲華人教會的信徒多半經商，主日聚會多是來去匆

匆，自然是信仰根基的建造不足，甚至於不如國內教會。

據部份同工內心的表白，他們的信仰是靠著過去國內復

興時期建立起來的，如今一直靠這些過去的根基勉強撐

住事奉，證道的時候早已是靈裡空空。所以，這幾年來，

不論是歐外的教會或是歐洲的教會，都已經意識到同工

素質的不足和信徒真理上的缺乏，因此有一些關心歐洲

的福音機構或是教會，和本地的一些教會合作，在這裡

辦了系列的神學造就課程，如豐盛神學院、台灣的華神、

美國的若歌教會等等。然而由於路途遙遠，上課密集且時

有間斷，再加上有些課程和教會的實際需要有一點距離，

以致果效大打折扣。故此，就歐洲華人教會目前的情況來

看，發展成人主日學教育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提升同工素質之路
就目前歐洲教會的現狀而言，傳道人是如此的缺乏，同

工本就訓練不足，如何建立成人主日學教育呢？好像有點天

方夜譚。我想以下幾點是目前的可行之道。

傳道人區域性合作

歐洲教會雖然缺乏傳道人，好在過去的幾年間也陸陸續

續經由不同的管道產生了一些。若是在訓練課程上，這些相

近地區的傳道人放下門戶之見，彼此合作，以自己的所長成

為教學的課程，那麼建立一些主要的主日學課程並非不可能

（例如聖經課程，並不牽涉到教派的立場）。同時地區傳道

人較能夠瞭解自身教會的問題，便可依教會的需要排定課

程，並在教學中切中信徒的需要。

神學延伸課程的設立

對於一些難度較高或是較敏感的課程，可以請神學院

來開設神學延伸課程。它的好處是神學院立場較超然，專業

度較強，也不會有信徒往別處跑的顧慮，是眾教會可以信任

的。例如講道法、長執訓練、教會真理、家庭與婚姻等等。倘

若地區教會與神學院密切合作，有心追求的信徒只要付出少

許的代價，必能在短時間內在各方面有相當大的提升。過去

的二十年港台、北美的教會多是以此方式發展教會的信徒

造就課程。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別人的經驗是我們可以學習

的地方。我深信神同樣的愛歐洲的華人教會，而且要使用我

們成為歐洲宣教的主力。盼望我們在此關鍵時刻，能夠一起

深思教會成長之道，憑著信心勇敢的向前跨出一步，使危機

成為教會的契機。

註：歐華神學院計劃在明年開始推動歐洲本土的延伸神學

教育課程，有意合作的教會可與本院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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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十日我懷著忐忑的心前往紐倫堡。在參加「全

歐青年領袖營」的這段時間我正糾結于學業方向的

選擇問題。信主時間不長的我，常不知如何摸到神的心意，

然而，營會中陳恩光醫師的見證使我得著很大的啟發。由於

他的不足而緊緊的抓住神，神便更多的施恩幫助和帶領他。

因此我發現基督徒個人的高成就未必能彰顯神的榮耀，而是

真實人生中許多的軟弱因著堅定信靠並順服神，往往經歷神

無比的大作為與得勝。

汪川生院長的分享中，「竹子的比喻」使我了解到眼

前所面對艱困的道路也可能是神陶造人的必要過程。個

人的人生若是能在神永恆計畫中有份，就有屬天的價值，

且大過世人所能想像的。然而，究竟如何清晰的明瞭神的

旨意，對我來說，依然是個問題；陳醫師在工作坊中提到

六項原則，我也請教了李健長老：最重要的就是多與神相

處，多求問，時間長了就瞭解神行事的

方法，這是沒捷徑可走的。

營會結束後面對學校的口試時我

病得很重，當時只有學習每天倚靠

神，最後竟然成績接近最高分。回想

李健長老的培靈信息「賺與賠」，發

現自己在營會中真是賺得盆滿缽溢。

賺得的不只是個人的領受，還有來自

歐洲各國同齡同工的友誼，我發現我

們都在經歷著各種問題，雖背景不同

卻有著共鳴。在世上為主征戰，

奔向基督的我們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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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卿／德國營會與我



第一屆為期三天的「全歐青年領袖營」，於2010年3月

30日熱鬧的在德國紐倫堡的一座古堡青年旅館開

始了。除了歐華神學院的二十位師生外，住在城堡裡的共有

來自十一個歐洲國家的135位青年才俊，濟濟一堂，共襄盛

舉。

別出心裁的開幕禮拜，從歐華神學院汪川生院長點燃

第一支的蠟燭開始，接著十一個國家的青年代表依次上台

點燃一支希望之燭，並以當地國語言說出此次大會的口號「

奔向基督、為主發光」，代表著每一顆炙熱的心，在

此盛會中將點燃歐洲華人教會的希

望之火，為歐洲這片

土地帶來美好的盼

望。

主要講

員李健長老

透過三堂培

靈信息「如何

擁有卓越的人

生」、「賺與賠」和「誰

要來摸主的衣裳？」，重新燃起弟兄姐妹對主的

愛，很多人勇敢的站起來，願意接受上帝的呼召，把上好的獻

給基督，就是獻上自己年輕的生命，順服祂、跟從祂、為祂而

活。

大會主席劉利宇老師藉著先知但以理，以「我敢與眾不

同！」為專題，挑戰後現代思潮下的年輕一代，敢於與世俗

世界有所分別，對道德低下的時代潮流不妥協。陳恩光醫師

更以親身經歷呼應此一挑戰，鼓勵年輕人不怕困難，不懼環

境。他分享自己曾遭一連串巨大的打擊，33所醫學院拒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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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申請，加上情場失敗的種種挫敗，當身心靈的軟弱跌至

谷底時，他仍堅定倚靠神、不放棄，終能完成多年的醫學訓

練並娶得佳偶，夫妻同心同行見證神的榮耀。

第二天下午同時進行的三組工作坊，分別是「神學教育

之路」、「年輕人不可不知的事」，以及大會特邀的「天匙詩

班」李世耀牧師講授敬拜讚美，都吸引大家積極參與，反應

熱烈。

三天的時間轉瞬即過，很

快就來到閉幕禮拜。大家紛紛作見證分享聚會中所領受到

的教導和幫助，很多人流下感恩的眼淚。接著「隊呼時間」又

把大會帶入一個新的高潮。總共十三組，各組無不卯起勁來

大聲吶喊，藉著精心創作的肢體動作展現出獨特的團隊精

神，使大會主題「奔向基督」牢牢的刻印在每個與會者的心

靈深處。

青年代表著明天，青年代表著盼望；點燃希望的火焰，

迎接明天的復興！願聖靈的工作繼續在這批青年英才身上，

將聖靈的火苗引燃每個神的教會，使福音的大旗在歐陸飄

揚！

■王 柏同學全歐青年領袖營紀實全歐青年領袖營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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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主席／李　健

誰要摸主的衣裳？
從聖經上我們一直看到　神是行奇妙之事的　神。四

福音中耶穌的言論以宣揚天國為主，行動上則不斷

以神蹟來彰顯祂是　神兒子的權能和恩典。

神蹟（特別是狹義的神蹟，指的是在我們身上所發生

的奇事），從一方面來說，當然是可遇不可求，因為主權

在 神，祂要彰顯祂的恩典，是祂的決定，祂隨時都可以

施行。但由於我們不能預知，因此，對我們而言真的只是

碰巧而已嗎？

透過馬可福音五章25-34節，我們可看到神蹟是如何

發生的，神蹟會臨到怎樣的人。

這段經文最要緊的一句話是在第30節「耶穌頓時心裡覺

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誰摸我的衣

裳？』」。是誰摸了耶穌的衣裳？到底有幾個人摸了耶穌的

衣裳？耶穌為何那麼在意有人摸祂？耶穌有的是能力，祂

不是一直在施恩為人醫病、趕鬼嗎？這次祂那麼在意，一

定要找出是誰摸祂是什麼原因？請問祂自己知不知道是

誰摸祂？那為何還要提出來問？有什麼原因？這裏牽涉一

個主要的議題，那就是：

誰可以得著耶穌的能力？
在這段經文中，主耶穌在一個女人身上行了一個神

蹟，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1.「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25節）她是一個患了血

漏症的女人，而且受了十二年的苦。這個病類似於慢性

病，很不方便。在猶太人的社會，血漏症是一種不潔淨

的病，她摸過的東西不潔淨，她坐過的椅子不潔淨，她

睡過的床不潔淨。她不僅身體受痛苦，心靈更是飽受折

磨。更痛苦的是，這種病不方便對別人說，除非她自己

說出來，否則別人不會知道。

2.她找了醫生，但一直治不好，聖經上說：「在好些醫生手裡

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他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

了。」（26節）這是一個讓醫生束手無策的病，絕大多數

的醫生都希望他的病人可以好，但這女人換了一個又一

個的醫生，卻沒有一個醫生可以解決她的問題。

3.不僅如此，這個女人還因這個血漏症花盡了她所有的，

這是個多麼令人傷心的的描述。十二年了，事情不但不

能解決，知道的人也幫不上忙，她盡一切的力量要解決

這個問題。但她每一次找到一個新的醫生，她就多一次

失望的結果。因這個病已使她一貧如洗、兩袖清風了。

4.就在這個時候，耶穌竟然要從這邊經過。讓這個女人有

機會帶著忐忑不安的心來到耶穌的後面，偷偷的摸耶

穌。請記住，她是不應該摸耶穌的，她是不可以摸耶穌

的，她是個血漏的婦人。她不管在擁擠的路上到底會碰

到多少人，她只想到轉眼之間耶穌就會走掉。她既不敢

正面要求耶穌醫治她，只好從後頭雜在眾人中間摸耶

穌的衣裳。

沒有想到29節「於是她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她便覺得

身上的災病好了。」就在這時，耶穌說了一句令門徒摸不

著頭腦的話，他說：「誰摸我的衣裳？」就在此時此刻，同

時也有好幾個人和耶穌碰觸。耶穌竟然說：「誰摸我的衣

裳？」到底這是什麼意思？耶穌的衣裳不能摸嗎？摸了

會怎樣？

從這段記載我們發現幾件事：

1.耶穌的能力不僅臨到長期跟隨的人，

  也會臨到初次遇見的人

我們知道耶穌會行神蹟，這些跟隨耶穌多年的門徒

更知道這事。他們看過耶穌為人醫病，替人趕鬼，就在這

一天之前，祂已經行了許多神蹟。神蹟對門徒而言，雖不

是司空見慣，至少也不是太希奇的事。所以對跟隨耶穌很

久的人而言，有神蹟並不奇怪。但這個女人顯然不是耶穌

的門徒，她也不是跟隨耶穌的人。十二年來她自顧不暇，

找醫生、吃藥都來不及，沒有時間去跟隨耶穌。她滿腦子

只是自己的病需要解決，她不可能考慮其他的事。

這一個初步遇見耶穌的女人經歷了耶穌的醫治，享受

到耶穌的恩典。原來耶穌的能力臨到某個人並不是因為這

個人與耶穌的關係好不好；原來耶穌的醫治臨到一個人並

不是這個人跟隨耶穌久不久。有些基督徒認為自己才剛剛

認識耶穌，才進到教會，應該不會那麼幸運，應該不會得

耶穌的青睞，至少也得累積一有些好表現，讓耶穌滿意後

才配得到耶穌的恩典。沒想到這個女人，她不僅不是跟隨

耶穌的人，而且她可能還是初次遇見耶穌的人。

的確，接受耶穌很久的人、很認識耶穌的人可能會經

歷神蹟，但這段經文讓我們看見初次遇見耶穌的人也可能

經歷神的恩典。

2.耶穌的能力不是臨到客觀上認識主的人，

  而是臨到主觀上需要主的人

這個女人的血漏立刻好了，她是初次遇見耶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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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這個神蹟發生時，門徒卻沒有感覺，反而覺得耶

穌有點大驚小怪：「你看不是眾人擁擠著你嗎？為何說

有人碰你呢？」當時的門徒親身經歷耶穌行神蹟不知多少

次，他們一直跟著耶穌聽他講道，當然是這些門徒認識耶

穌多些。而這個女人呢？她只是聽見耶穌的事，她風聞耶

穌能行神蹟，她就來找耶穌。

在此處讓我們清楚的看見耶穌的能力不是臨到那些

客觀上認識　主的人。是的，認識　主非常重要，認識　

主讓我們可以很從容的活在這個世上；認識　主讓我們

願意努力的服事人；認識　主讓我們敬重　神、友愛人。

但只有真正有需要的人才能得著耶穌的能力。

這個女人來到　主耶穌所在的地方，她為自己的需要

來找耶穌。我想她並不想知道耶穌要來做什麼，她甚至可

能不在乎耶穌要來建立的天國是怎樣的天國。她已經受

夠了十二年的折磨，她只想讓耶穌醫治她。第28節「意思

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癒。」她想「我要痊癒」，她要痊

癒，她要得醫治，她的需要太清楚了，她需要耶穌。

請問你需要耶穌嗎？在哪一件事上你需要耶穌？你是

一個認識　主的人，你是一個接受　主的人，但為何你一

直不能享受耶穌的恩典？支取耶穌的能力？因為你一直用

頭腦在思想耶穌！因為你一直用知識層面來面對耶穌。這

些門徒比這個女人更認識耶穌，而且多得太多了，但這個

女人卻比這些門徒更需要耶穌！結果這個女人得了醫治。

多少時候我們想服事主，我們以為我們能服事祂。就

像這些門徒為祂開路、維持秩序，他們在服事老師。但這

個女人為了自己的需要來到主耶穌的面前。耶穌的能力不

是臨到客觀上認識　主的人，耶穌的能力是臨到主觀上

有需要的人。你是有需要的人嗎？

3.耶穌的能力不會臨到表面上看熱鬧的人，

  卻會臨到實際上有信心的人

這個神蹟發生的時間、地點是很特別的，這個女人來

摸耶穌的衣裳是在耶穌要去醫治睚魯女兒的路上。那一

天，耶穌要去醫治睚魯的女兒，許多人跟著要去看耶穌如

何做，有沒有奇事會發生？那一天一路上，耶穌都被人簇

擁著，許多人碰到耶穌，所以

門徒說眾人擁擠你。「耶穌

要行神蹟吧！我們快去看！」

人那麼多，被擠在外圍就看

不到了。

今天也是如此，太多人的信

仰是看熱鬧的信仰。人說這裏有平安我們就去看看，人說

那裏有神蹟我們就去看看。我們好喜歡聽別人的見證，這

個病好了，那個人從灰心中出來了，另外一個人從多年的

罪中得釋放。但這個女人不是為了看熱鬧，不是為了去看

耶穌能成就什麼事，她是為了自己。不僅如此，耶穌還說

了一句話，「34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災

病痊癒了。」其實耶穌可以一聲不響的走掉，祂根本就知道

是誰摸祂，祂也知道那女人的情形，知道那個女人的需

要，祂知道那個女人得了醫治。可是祂要讓門徒知道、祂

要讓眾人知道；祂要讓我們知道，知道什麼？

若是為了別人來跟隨耶穌的，即使用力壓著耶穌也沒

有能力給他們；為了看熱鬧而來跟隨耶穌的，即使一路跟

隨也不會碰到神蹟。請問當這個女人摸到耶穌時，同時有

多少人碰著耶穌？一定有好幾個，但這個女人有一個別人

所沒有的，那就是「信心」，是這個信心把耶穌的能力引

發出來。

因此，耶穌的能力不會臨到表面上看熱鬧的人，耶穌

的能力卻會臨到實際上有信心的人。請問，你的跟隨是看

熱鬧的跟隨，還是有信心的觸摸？

結論：
「今天，誰要摸主的衣裳？」

不論你是50年跟隨　主的信徒，或是第一次進到教會的

朋友，你想不想要耶穌解決你的問題？你過去有沒有真正的

經歷都不是問題！那也不是重點。門徒過去親身經歷耶穌平

靜風浪，也曾看到別人的遭遇，蒙耶穌的拯救和恩典。但今

天，耶穌的能力就可以臨到你，耶穌的能力不僅臨到長期跟

隨的人，也會臨到初次遇見的人。

如果你是主觀上需要祂，真正的需要祂，只要輕輕摸耶

穌的衣裳，你就可以摸出耶穌的能力。你有需要嗎？你有實

際、具體的需要嗎？

當然，你不能只是個看熱鬧的人，卻應該拿出你的信

心，為你自己來到主面前，而不是為了看耶穌可以行神蹟，祂

是行神蹟的　主而已。相信祂、相信祂能、相信祂肯，你就

會經歷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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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九九年教會舉辦的夏令會上決志信主，同年

八月二十七日受洗歸主。轉眼間信主已經十多年了。

在這條信仰的道路上，神在我的生命中做了極大的工作，一

點一點的修剪，磨去我的稜角、拿掉我的驕傲，我的生命才

漸漸成熟起來，價值觀和人生觀有了很大的改變。

記得○四年我開始在教會擔任執事同工，起初服事中不

斷經歷神的帶領，使我越來越渴慕服事神；但是一段時間過

後，發現自己越來越失去神的同在和活力。原來是因為服事

主多半依靠自己的聰明，把一些過去管理公司的經驗搬到了

教會來。○五年聖靈藉著神僕人講臺上的一句話深深的感動

了我，在神面前深切地認罪悔改，重新立志除去一切罪的捆

綁，更加委身來服事神。

○七年普世豐盛神學院在巴黎招生，當時我雖沒有全時

間服事神的呼召，卻仍報名參加，只因想先裝備自己，以便

更好的帶職服事神。然而在學習過程中，隨著投入越多越

深入的服事，心裡悄悄的出現了一個掙扎「要不要全職服事

主？」。

一直以來我認為神會在我的職場專長上使用我，也為此

問過很多老師的意見，想知道神有沒有呼召我全時間服事，

卻一直沒有答案。三年的神學很快近尾聲了，有一次一位傳

道人對我說，你若想清楚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就必須先

放下自己的想法意見，用一個單純順服的心來求問神，尋求

神的指引。於是我開始向神禱告，求主拿走我心中的私慾，

讓我單單聽見神的聲音，我願意順服神的心意。

神的作為奇妙！○九年的七月二十七日，我與妻子到德

國哈根參加張路加牧師帶領的退修會。當時心中想要和張

牧師談談關於蒙召的事，那天清晨靈修時，我求神藉著牧師

的口向我顯明祂的旨意。當我把聖經一翻開，正好翻到羅馬

書十二章一節「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

悅的」，我馬上感到神在對我說話，於是回應主：「若這是祢
的心意，我願意順服」。然而妻子知道後卻表示自己沒有這

樣的感動，並強調若是出於神，當會感動夫妻兩人。因此我

默然無語，心想可能神的時間還沒有到。

未料，當天下午突然有一姐妹來找我們倆禱告。原以為

她有什麼需要，但當我為她禱告後，她竟然也為我妻子禱

告起來。其中多是安慰的話，表明主愛她，不會強迫

她做不願意的事；並且不要為未來憂慮，因神有豐

富的供應。妻子頓時不住地流淚，心中得著極大

的安慰。

另外，我們還遇見一位從未相識的師母，

得知她的女兒摔斷了胳膊，因此我倆及另兩

位姐妹一同前去為她禱告。禱告中，那位師母感到非常釋

放，當禱告快要結束時，師母反倒為姐妹們禱告，並有感動

其中有一位姐妹將要像她一樣服事神。最後，她表明那個人

就是我妻子，並又說了一些鼓勵安慰的話。當她為我禱告時，

便感動說神要我起來，神要使用我。這兩次的禱告，既挪去

了我妻子的擔心和憂慮，也印證了我早晨的領受。接著第二

天，牧師的信息是主耶穌呼召彼得跟隨祂，當牧師呼召時我

毫不猶豫的走上前去，願意全時間服事主。

回到巴黎後，我本想再工作幾年，等有了孩子、有點

兒積蓄後，再進入神學院學習。沒想到，我的心思已經無

法再集中在工作上了，滿心想的都是服事主的事。於是我

下定決心，很快地將公司的業務結束，等候神進一步的帶

領。同時，教會的傳道人、同工和弟兄姐妹知道我的決定

後，非常支持和鼓勵我的決定，並接納我開始在教會裡

做實習傳道。

另方面，神給了我一個極大的恩典是來自父母的鼓勵和

支持。我的岳父、岳母和母親都是基督徒，他們都贊同與鼓

勵我做的決定。尚未信主的父親本是我最大的擔心，當我經

過禱告決定親自回到中國和他分享我的決定時，感謝讚美

主，父親雖面有難色，竟表示願意尊重我的選擇。對於一個

不信主的老共產黨員來說，這是多麼的不容易，這實在是聖

靈奇妙的作為，榮耀歸給神！

經歷了聖靈的感動、環境的印證、家人的支持，以及教

會的肯定與接納，使我堅定的相信，神要讓我走一條全時間

服事神的道路。我也願意一生來跟隨耶穌、效法耶穌、服事

耶穌，像約書亞一樣的宣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

耶和華」。

■ 孫柯楠/道碩一年級蒙  見證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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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報表

                                   2009/02/01-2010/07/31

                          經常費                 獎助學金   

  上期結餘       161,983.07 €       23,232.50 €

 本期奉獻收入  173,966.80 € 3,660.00 €

 本期支出  189,223.00 € 12,120.00 €

 本期餘絀  146,726.87 € 14,772.50 €

  建校基金   212,270.00 €

  製表:陳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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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感謝各教會鼓勵青年弟兄姐妹踴躍參加首屆的

「全歐青年領袖營」。在大會主題「奔向基督」

的目標下，為期三天兩夜精采的營會，感動了全

體與會者的心。帶著對神真誠的委身與使命感，

每個人找到自己的目標回到教會為神所用。

二、二○○九學年第三學期終於在七月二日的感恩禮

拜中完滿結束。會中不僅有兩位應屆畢業同學分

享三年來在學習、事奉、家庭種種的困難、挑戰

與突破，從中經歷到主恩無限；同時全體齊聲為

著整個學年中，神多方面的賜福而獻上真摯的感

恩禱告。

三、神在歐華的恩典與祝福，令我們數算不完、感恩

不盡。單是全學年遠道而來盡心教學的客座老師

就有十多位；持續在背後還有默默的以禱告、奉

獻來支持歐華的歐華之友、主內肢體及眾教會，

方使歐華得以運作如常；每位同學都得到教會的

接納與支持，可以在教會中有多方面的實習與操

練。同學們的校園生活、課業與生命的學習，在

在顯明神的大恩大愛。

四、七月二日的感恩禮拜一結束，緊接著就是道學碩

士班兩位同學袁安耀與肖涵的結婚禮拜。歐華全

體師生給予最真誠的祝福，在歡樂聲中完成其終

身大事。

五、歐華第一屆的應屆畢業生一行六人，於七月六日

啟程赴台灣進行四個月的畢業實習學程。他們分

別在四間董事教會進行實習，包含了台北林森南

路禮拜堂、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信友堂、台北基督

之家及永和國語禮拜堂等。期間，各教會均提供

具體完整的見習機會，同時亦參訪多個福音與宣

教機構，以期拓展他們的屬靈視野與事奉能力。

六、二○一○年本院共錄取七名新生。其中道學碩士

科四名，教牧證書科一名，基督教研究證書科一

名，教會事工證書科一名，分別來自法、瑞、英、

西及澳門等地。

七、歐華與西班牙神學院IBSTE合作無間，兩校合用

的校舍由於空間不足，設備陳舊不堪維修，故積

極覓地建築新校。目前仍在尋找合適的校地，需

要大家的代禱。

八、感謝眾肢體的關心與代禱，汪川生院長最近的聲

帶檢查，已排除白斑、腫大症狀，唯單邊聲帶萎

縮需要加以治療，於七月十九日作了聲帶手術；

同日，歐華的專任老師俞翠嬋，亦在澳洲接受膝

蓋手術，願神看顧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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