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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歐華神學院
International Chinese Biblical Seminary in Europe

自今年二月上任為國際歐華神學院（以下簡稱國際歐

華）院長，就遇到許多人問我說：「您是怎麼認識吳

勇長老的？」或「您怎麼會參與吳長老的事工？」感謝主，許

多弟兄姐妹認定國際歐華是吳勇長老所留給后人的「屬靈

遺產」(Spiritual legacy)。雖然國際歐華是在吳長老過世后才

成立，但它卻是由吳勇長老人才培育專戶聯同一些歐洲華人

教會于2007年一起發起，並于當年10月15日開始正式辦學。

在一本紀念吳長老及師母的文集－－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編輯的話」中如此提到：「『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

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二零零七年在西班牙的歐華神學院

正式成立，吳長老夫婦的基金會支持歐華神學院，將會栽培

出更多傳福音的勇士，來服事歐洲眾教會。吳長老夫婦雖然

死了，但結出許多子粒來」。1 在同一本文集中，吳長老二女

兒夫婦（林瑞恩、吳美恩）在之后探訪了國際歐華后寫道：「

來到歐華神學院，我們明白了，親眼見到神的信實，看到將

來有更多的『吳勇』要站在各個不同地方的講臺，他們要傳

揚耶和華神的作為」。2 

若追本溯源，國際歐華的建立是源于吳長老對歐洲

的異象及負擔。這異象更是與他的癌症蒙神醫治后所見

的異象有關。他曾見證道：

有一天，我午睡中忽然驚醒，聽到耳邊有人說話：「你

不要釘鐵釘，釘鐵釘的日子一定死」！我問妻子誰在向

我說話。誰在釘鐵釘？她說：沒有人向你說話，也沒有人

釘鐵釘，是風在吹動窗子。然而，奇妙得很，我很清楚的

聽到三次如此的話。很顯然的，這是神給我的負擔，這

也是神給我的啟示異象－－就是說，神要叫我去做流通

的工作。所以，在這四十年裏面，我沒有違背神起初給

我的異象啟示，我始終在做流通的工作，神也給我開了

傳道的門。3 

因著這異象，吳長老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並建立

宣教差會（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和神學院（中華福音神學

院、門徒訓練中心）。國際歐華也由此而被建立，它的使

命即是成為福音流通的管道，服事歐洲及更遠地方的華

人教會，為神家栽培時代的工人。（文轉下頁）

■ 院 長／劉利宇 博士

「你不要釘鐵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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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國際歐華如何「不要釘鐵釘」呢？也就是說，國

際歐華如何能在歐洲成為流通的管道？環顧今日歐洲華

人教會，一般上，除了全職工人的缺乏及教會體制尚未達

至健全的地步，還要面對所處之多元及複雜的處境（包括

民族文化和語言、服事的群眾－老華僑、新移民及過渡學

生、老基督徒或剛信主的基督徒等）。因此，有鑒于此，國

際歐華的神學教育必須針對以下幾個焦點：4 

一、真理的裝備
教授和傳遞全備的聖經真理是一間神學院最重要的

使命。在學習事奉(Learning for Ministry)一書，作者卡夫特

(Steven Croft)和華頓(Roger Walton)一開始就說：「不論預備

那一種類的事奉，就是意謂更深一層地與聖經交涉」。5
 這是

因為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傳道人不只能上講臺，更重要的是傳

講全備真理的道；不只擁有一套正確的聖經知識，更需要堅

信自己所傳的福音即是神的大能；不只是擁有所謂正統的信

仰，更是一位信仰實踐者。這正是歐洲華人教會需要的神家

工人，也是保羅對「無愧工人」的定義－－能「按著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也「遠避世俗的虛談」（提后二15-16）。

二、教會體制的探討和反思
雖然教會是基督所建立的（太十六18，徒廿28，林前

一2等），因此是神聖的，但它亦有人的組織和結構部分。

這不只牽涉到教會治理的體制和模式，更包括崇拜形式

和禮儀的安排設計，以及教會活動的計劃和發展等。正如

摩西需要岳父葉忒羅在行政方面的智慧指導（參出十八

13-26），我們也常需要存謙卑的心學習如何按神的心意，

使用適合我們當今處境和有果效的方法來治理教會及安

排教會活動。簡單地將外地的一套模式直接地搬過來是

不可行的（不論是從西方搬到中國，或從亞洲搬到歐洲）

，我們必須建立能在歐洲處境生根的教會。

三、服事技巧的操練
在神學教育中，神學生不只是獲得更多的聖經和神學

知識（頭方面），或是經歷個人靈命的成長（心方面），還

要能將所學的付諸于行動（手和腳方面）。這是因為傳道

人不能只懂得聖經真理，而不懂得實際教牧的應用；傳

道人不能只使用他的口，也要使用他的手和腳來表彰有

生命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即是基督徒事奉的基礎（參羅一

16-17，弗四13），而將這福音應用在不同的事奉領域（如

布道和宣教、教牧輔導和門徒訓練、不同年齡的事工和信

仰教育）即是這大能福音的伸展。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傳

道人必須是信仰的實踐者。

四、眼界的擴展
我們都知道，教會整體和信徒個人的生命都需要不斷

地成長，那傳道人生命的長進更不在話下了。保羅在羅十二

1-2提到全人的事奉，首要的即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因此，牧者的心意需要不斷被更新，屬

靈眼界也要不斷被擴展。這心意的更新及眼界的擴展顯示

我們不會永遠滿足于現況，反而覺得教會生活（如教會的治

理、崇拜禮儀、禱告會帶領方式、門徒訓練等）需要不斷被

更新，以致我們不是形式化的事奉，乃是不斷在我們所處的

處境中思考福音的應用。一位作者正確地提出：「我們現在

該做甚麼？這可能是作主門徒的第一個問題。這是門徒在十

架下所發問的問題：彌賽亞死了，我們現在該做甚麼？同樣

的一群門徒在復活之后也發問這問題：祂復活了！我們現在

該做甚麼？這些耶穌的門徒在升天后也同樣在發問：這王已

離開我們，我們現在該做甚麼？．．．若像齊克果所認為的，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是與彌賽亞同期(contemporaneous)－－每

一個跟隨者都與這夫子同期－那這問題就需要不斷被重新

提問」。6 我們現在該做甚麼？

感謝主，我們深信，只要我們行在神的道路中，不斷

做流通的工作－－不要被鐵釘釘死－－神的話必然在我們

中間應驗：「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

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

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

們！」（弗三20-21）

1中華海外宣道協會編輯委員會，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吳勇長老，吳賴多加師母紀念文集（2008），10。
2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166-7。
3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33。
4卡夫特（Steven Croft）和華頓（Roger Walton）將教牧訓練分成四個相關的部份，包括：(a)更多認識神；(b)更多認識自己並被改變；(c)理解並

服事教會；(d) 理解並關懷神的世界〔Learning for Ministry: Making the Most of Study and Training (London: Church House  

Publishing, 2005)〕。本文的四個焦點不是來自此書，但卻與它不謀而合。
5Learning for Ministry, 3。
6James K.A. Smith, “Foreword,” in G. Ward, The Politics of Discipleship: Becoming Postmaterial Citizens (London: SCM 

Press, 20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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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4-16日，國際歐華神學院于

巴塞羅納城市公園酒店舉辦第二屆畢

業感恩禮拜暨第一屆「教牧與神學教育研討

會」，以及第二任院長交接典禮。此次盛會

的協辦單位有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總會、意

大利華人基督教會，及吳勇長老人才培育專

戶。此三合一的盛會吸引了400多位來自臺灣、澳

洲、南非、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歐洲等世界各地的教

牧同工以及畢業生親友參加，場面盛大隆重，意義非凡。

　　系列活動中首先登場的是第一屆「教牧與神學教育」

研討會，從2月14日上午展開直到15日中午，研討會以「穩

健中的成長－建立處境化的歐洲華人教會」為主題。兩天

的研討會中，講員包括王良玉院長、汪川生創校院長、李

健長老、邵晨光院長、陳世協院長、

劉利宇博士等共計十六名。約有200

位歐陸教會的主要同工參加。除了兩

個集體的主題講座之外，與會者也根據自

己或教會的需求，在六個工作坊中選擇參加三個來學習，

主講人和回應人精闢的講解及會眾可現場提問的機制，

激蕩出思維上的新火花，無論是對神學教育的認識或是

歐陸教會的教導事工、布道與植堂、

聖樂和崇拜等議題，都有深入的探

討及省思。每一場的講座和工作

坊都引發熱烈討論，令參加者大

呼過癮，紛紛要求應年年舉辦。

2月15日下午4時，本院舉行了第二任院長交接典禮，會中

由華神院長周功和博士證道。周博士以路加福音廿四章

44-49節經文分享「健康神學院的打造」。在證道后，交接儀

式由亞洲神學協會總幹事邵晨光博士主持，劉利宇博士自代

理院長李健長老手中接過印信，歐華學生詩班獻唱「愈事奉

愈甘甜」，接著由新院長劉利宇博士述志，最后由臺灣路加

傳道會顧問董倫賢博士勉勵。

　　劉利宇院長原為澳大利亞維省聖經學院老師，亦是

澳洲聖公會按立的高級牧師。三年前在神清楚明確的帶

領下，全家來到陌生的西班牙，擔任國際歐華神學院教師

及教務主任，沒想到現在竟然成為院長。他引以賽亞書五

十五章8-9節來說明這節經文如何應驗在他身上：

「耶和華說：...天怎樣高過

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

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

意念。」

談到尋求神旨意的過程，因

忙于服事而感到對家庭有所虧

欠，讓劉院長不敢輕易接下此責

任，然而師母（本院俞翠嬋老師）

卻毫無怨言地表示支持與鼓勵！

想到家人的體諒和成全，劉院長不禁哽咽，現場會眾無

不動容。

　末了，劉院長以三一真神的信仰結構來分享對國際歐

華神學院的願景：

1.歐華能成為一間尊父神為大的神學院；是一個翻天覆

地的傳道人之誕生地。

2.歐華是一間以基督耶穌的福音為中心的神學院；殷勤

研讀神的話，作主忠心無愧的僕人。

3.歐華能夠成為一間順從聖靈帶領的神學院，師生的生

命不斷被陶造，成為神合用的工人。

　　此一薪火相傳的交接儀式，在四百多位教牧同工及

本地教會弟兄姊妹的見證下順利完成，象徵著

國際歐華神學院從創建期進入開展期。願神

堅立祂的僕人，以及祂僕人手中的工作！

第
一
屆
教
牧
及
神
學
教
育
研
討
會

院
長
交
接
典
禮

■ 學院活動報導／黃惠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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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下午的院長交接

典禮后，緊接著舉

行了國際歐華第二屆畢

業感恩禮拜。現場四百多位

佳賓，共同見證這神聖的一

刻。典禮莊嚴肅穆，時而詼

諧時而感動，整個過程充滿神

的恩典與榮耀，所有與會來賓皆對這班神國新兵充滿期待，

願神大大使用他們。

　　主禮團成員包括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周功和、基督

門徒訓練神學院院長王良玉、新加坡神學院院長陳世

協、菲律賓聖經神學院院長邵晨光、西班牙聖經神學院

院長Pedro Sanjaime及國際歐華神學院教師群、董事會

代表。在序樂聲中，主禮團率領應屆畢業生緩緩步入會

場，眾人齊聲唱和，將榮耀歸主。新加坡神學院院長陳世

協博士藉約十五章以「回到基地」為題證道，不但對畢業

生也對歐洲華人教會有很大的提醒。

　　接著是頒授學位及證書，今年第二屆共有十四名畢

業生，均已確定服事工場，道學碩士科四位：梁達勝（慕

尼黑華人教會）、申鵬（荷蘭華人基督教會鹿特丹堂）、

袁安耀（荷蘭華人基督教會海牙堂）、肖涵（隨夫安耀在

荷蘭服事）；基督教研究碩士科二位：李智（國內教會）、

王燕（隨夫申鵬在荷蘭服 事）；基督教研究證

書科一位：杜玥澐（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總會秘書）；

神學學士科四位：陳華冠（西班牙瓦倫西亞堂）、李效

羅（國內教會）、王慧麗（萊比錫華人基督教會）、張誠

（西班牙山塔克羅馬堂）；教會事工證書科二位：梁仁

惇（巴黎華人福音教會）、謝軍（西班牙馬有迦堂同工）

；師母證書科一位：徐欣（隨夫達勝在慕尼黑服事）。另

有一名畢業生因未能在限期內完成畢業研究專文，故不

列入本屆畢業生總數。

　　典禮前后共有歐華在校生、西班牙華人教會和意大

利華人教會羅馬東區堂三個詩班獻詩，以悠揚美妙的合唱

聲，將眾人的心帶到神面前。另外還有來自董事會、學院、

吳勇長老人才培育專戶和吳勇長老家人等四個單位贈送禮

物給每位畢業生，在在看到神何等厚愛歐華，有這麼多海

內外的教會支持、關注著我們，激勵我們更加奮勇向前，不

敢懈怠。在發表畢業感言時，全體畢業生將親手製作的匾

額呈獻給學院，鬥大的四個字「神僕搖籃」，道盡他們對學

院栽培之恩的感謝。最后，由劉利宇院長及主禮團進行差

派，每一位畢業生都跪在十字架前，多人流下眼淚，立志遵

行從天上來的异象，奉差遣出去收割主的莊稼。

　　這一班畢業生在眾人的祝福和關愛中完成了學業，步

出了畢業禮會場，也表示他們將踏上事奉的工場，將所學

運用出來，用一生來回應神的呼召。懇請您繼續代禱、扶

持，幫助他們在事奉的道路上不斷地成長，成為眾教會的

祝福。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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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1-14日，本院在羅馬Frascati營地舉辦了第二

屆全歐青年領袖營。大會主題是『翻天覆地的時代基督

徒』，共計有一百廿位來自十個國家的教會青年同工參加。

四天營會中，不但有神話語豐富的供應，各國青年同工建立

起深厚的情誼，更有多人受激勵，願一生奉獻給主。

　　李健長老在三個晚上的培靈會中，以約瑟、馬利亞、

彼得為榜樣，勉勵年青人起來，成為翻天覆地的時代基督

徒；李世耀牧師主講青年事工，強調門徒訓練的重要性，

青年輔導當以生命影響生命，作青年人生命中的英雄；劉

利宇院長及俞翠嬋老師則透過查經，帶領大家重新思想

作門徒的代價以及神那不離不棄的愛；此外，每天下午的

事奉操練工作坊，八個主題課程供學員分組學習，引起熱

烈迴響。

    大會的三組敬拜團分別由意大利華人基督教會、西班

牙華人基督教會以及國際歐華神學院所組成，讓各地青

年能彼此觀摩學習不同的敬拜風格；各隊的小組長皆由

歐華神學生擔任，他們愛主事人的表現在學員心中留下深

刻的印象，離別前的隊呼與心得分享會中，充份流露出組

員之間的默契和感情，十分可貴。

　營會結束后的當晚，歐華師生移師到羅馬東區堂舉辦

「歐華之夜」。從詩歌敬拜到神學生分享蒙召見證、劉院

長介紹歐華、李長老短講，會眾時而感動落淚，時而捧腹

大笑，時而凝神貫注，會后有多人表示盼望更進一步與歐

華聯繫，整個第二屆全歐青年領袖營于此劃下完美的句

點。聖靈大大在青年人心中動工，願神繼續點燃他們的熱

情，將這火種帶回教會，使所有弟兄姊妹同蒙祝福！

從意大利羅馬參加第二屆全歐青年領袖營回來已經兩

個星期了，但我對營會的點點滴滴仍記憶猶新。真

希望時光能夠倒流，再回到營會中．．．。

老實說，報名以前我猶豫了許久，因為怕會對營會失望。

我參加過第一屆全歐青年領袖營。在那次營會中，我有許多

得著；而第二屆的營會，同樣的主辦單位，講員也差不多，又

要花一筆錢，如果去了沒什麼得著，那不是很不划算嗎？跟

教會的傳道分享了我的想法之后，她的一番話打消了我的

疑慮：「好好為營會禱告，也為你自己禱告，求神讓你有所得

著。不同的人對同一個營會，領受往往不一樣。」于是，我高

興地報了名，並且常為營會禱告。

神果真沒讓我失望！是我太小信。從始至終，我飽嘗

了天父的豐盛恩典，享受了許多弟兄姐妹的愛心付出。有

太多要感謝的人和事，但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細述．．．。

這次營會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我感受到了聖靈的工

作，特別是在大家一起敬拜時，許多次都不停地流淚。營

會所有的敬拜時光，我都很喜歡。其中有兩首詩歌對我

有特別的意義：一首是《你的愛》，另一首是《你的愛不離

不棄》。在去年我們教會聖誕節慶祝活動中，我參加了姐

妹舞蹈《你的愛》的排演，受益匪淺。而《你的愛不離不

棄》，是我們教會詩班這個月正在練習的一首詩歌。在營

會中唱這兩首詩歌時，特別感動。主藉著詩歌和俞翠嬋

老師的信息告訴我：祂對我的愛是不離不棄的。這對我是

一個很大的鼓勵，因為我常常會懷疑神是否愛我，特別

是在自己行為很糟糕時。

另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神藉著李健長老、李世耀牧

師和劉利宇院長提醒我要藉由門徒訓練以培養自己的生

命素質。「惟有你這個人對了，你的侍奉才會有果效。」「

只有生命才能影響生命。」「要為你自己尋找一個可以效

法的屬靈長者，向他敞開你的生命，讓他來指正你…。」

我這才覺悟到，自己已經很久沒有學習的榜樣了，因為我

忘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聖靈也讓我想起初中的班

主任送我的明信片上寫的就是這句話：『榜樣的力量是無

窮的。』講員們的信息，為我指明了今后在天路歷程中努

力的方向。

真的很感謝我們的神，祂是這次營會的總設計師！感

謝歐華神學院的所有老師和神學生們！感謝羅馬的弟兄

姐妹和所有參加營會的弟兄姐妹們，從你們身上我看到

了神的工作！

願下一屆的全歐青年領袖營更精彩！

第
二
屆
全
歐
青
年
領
袖
營

■ 王麗／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BILBAO堂 

參加全歐青年領袖營

的感想與收穫

不
不
離
棄
的愛

不
不
離
棄
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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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生
介
紹

道學碩士科

戴益  

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學士

英國倫敦中華基督教會凱敦堂同工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孫麗梅  

中國哈爾濱師範大學數學學士

德國基爾查經班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于文漫  

德國不來梅大學經濟學碩士

德國不來梅中文基督徒團契

      

教牧學士科

丁進賢  

南京軍區總后助部軍校政宣科畢業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鹿特丹堂同工      

教牧學士科

丁利昌  

緬甸基督教傳道人訓練中心畢業

德國法蘭克福緬語教會傳道      

教牧證書科

陳永飛  

浙江省杭州神學院進修班畢業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巴塞羅那南區堂

傳道

      

教牧學士科

馬瑛  

青島電視大學化工機械系學士

青島磐石教會同工

      

教會事工證書科

李錫安  

青島商業學校畢業

巴塞羅那浸信會同工      



蒙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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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

不是出于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2:8-9）

大約30多年前，神用榮耀和尊貴的聖名吸引感動我

心；1992年深秋，神再用寶貴的話語觸摸我心，終于讓我打開

心門，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個人的救主。在2002年5月1日我滿懷

信心地在荷蘭華人基督教會受洗（由蔡達佳牧師施洗）。我在

教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的關愛下，經常參加查經班、聽道，逐

漸明白聖經的一些基要真理。聖經中所記載關于耶穌基督的

神、人兩性，使我確立了三位一體真神的真實性、可信性。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14:6）神的話成為我腳前的燈、路

上的光。我用五年的時間帶職完成了新加坡神學院與陳韶光

牧師基金會合辦之延伸制基督教事工文憑課程。之后，教會安

排我配合牧者帶領主日學的教導事工，給了我最好的機會來

促進我學習和教導聖經。

正當我全身心投入這項事工，覺得侍主得力、心裏喜樂的

時候，魔鬼撒旦用盡伎倆挑起事端，將我的家庭陷入是非之

中，造成身心靈方面很大的壓力。痛心的感覺如同奪走神在我

們心中的愛，令我感受到神往往也會藉著患難來試煉我們的信

心。感謝神，祂給予我們的試煉是我們所能承受的。神用憐憫

替代我們的軟弱，並賜給我們信心在患難中仰望祂、信靠祂，

讓發酸的腿再次站立起來，讓軟弱的心靈再次剛強起來。神藉

著這個試煉，讓我們經驗到家庭敬拜的重要性和屬靈意義。

當我的心轉向神的時候，神就轉向我、親近我，讓我再

一次經歷上帝那長闊高深和永不改變的大愛。之后，神也藉

著歐華神學院首屆畢業典禮的經驗，來激勵各國華人教會的

教牧事工，迴響非凡。神更愛荷蘭華人教會，將第二屆畢業生

申鵬傳道、安耀傳道差派給本教會，並用他們屬靈生命的見

證來榮神益人。教會的創辦人陳師母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

感動，見到我的時候就重彈幾年前的老調，她說：「丁弟兄，

歐華神學院在等待你，這次你應該去了．．．。」

神慈聲的呼召，並藉著陳師母再一次地挑戰，以及家人的

鼓勵，我變了。突然間，神的靈充滿我、感動我，我俯伏在神面

前，求神再一次地赦免我一切的罪孽，憐憫我所有的軟弱，在

我有限的人生下半場，求神使用我，獻上自己當作活祭。聖經

上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

著生命的光。」（約翰福音8:12）願神的話成為我一生的幫助，

阿們！

教牧學士科

丁進賢  

南京軍區總后助部軍校政宣科畢業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鹿特丹堂同工      

教牧證書科

陳永飛  

浙江省杭州神學院進修班畢業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巴塞羅那南區堂

傳道

      

■ 孫麗梅／基督教研究碩士科一年級

■ 丁進賢／教牧學士科一年級

能夠成為一基督徒，作上帝榮耀的兒女，

我心裏充滿了感恩。回首過去生命的歷

程，路徑滴滿脂油，實在是因上帝極其特別的恩典

臨到了我。

十年前我丈夫要到德國做博士課題研究，已經信主的

婆婆說：「這一定是上帝的安排。」當時我不以為然，我學的

是理論數學，當了十年的數學教師，這種違背邏輯的事情，

我怎麼會相信呢！

于是，我放棄了大學工作和碩士學業，帶著兒子到德國，

開始了陪讀歲月。那是一段輕鬆得難以承受的日子，很渴望有

書讀，但家裏只有一本中文聖經。翻開聖經來讀，發現聖經實

在是一本很奇妙的書，它在揭示這個世界的奧妙和真理，上

帝的創造有條不紊，聖經裏十次重複強調「各從其類」。最令

我驚奇的是上帝竟然「按照祂的形像和樣式造人」！人不是

猴子進化來的！人是上帝創造的！而且人有上帝的形像和樣

式！難怪人的尊嚴不可侵犯，我終于找到了理想的答案！

就這樣，聖經成了我最愛讀的書。在聖經中，我看到了人

類始祖犯罪、上帝對人類的救贖計劃、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

救恩，看到了「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上帝不願意人迷信、拜偶像，

更不願意人滅亡，所以賜下這寶貴的聖經和救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在上帝大愛的感召下，我

俯伏下來，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做我個人的救主。不久以后，

丈夫和兒子也相繼信主，並且我們一家三口于2004年4月17

日同時受洗，真正歸到基督名下。這是何等大的恩典！真是一

人信主，全家得救。

在聖經中，我還看到了主耶穌的大使命：「你們往普天下

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想到了國內

的親人、朋友和同事，他們都還沒有聽到福音，我多麼想把福

音告訴他們啊！于是，2006年我帶著30公斤的福音資料，獨自

一人回到了我曾經工作生活學習的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宣教之

旅。我走親訪友、發放福音小冊子、贈送聖經，遍及山東、遼

寧、吉林、黑龍江等四省九個城市。一路上我一點也不孤獨，

我真實地感受到主耶穌的同在，主是多麼的信實！

那時我看到主的預備和幫助，同時也看到了自己的屬靈

生命還很幼稚，聖經裝備不足，我需要成長，更需要裝備！剛

好BBN聖經廣播網從2007年1月開始了BBC聖經學院的中文課

程，五年來，我自修完了陸續上檔的全部106門課。從2010年7

月開始自修BBN聖經學院的德文課程。去年我在首屆歐洲華人

差傳大會中，聽見了神的呼召，決定奉獻終身給主使用。

你的話
我要一心遵守我要一心遵守

人生下半場人生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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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

學
院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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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報表
                                  

2011/8/1-2011/12/31 2012/1/1-2012/6/30

經 常 費 獎助學金 經 常 費 獎助學金

上 期 餘 絀 73,215.29 65,837.47 111,197.83 54,398.47

本 期 收 入 154,304.38 50.00 172,359.47 17,240.00

本 期 支 出 116,321.84 11,460.00 203,018.27 3,540.00

本 期 餘 絀 111,197.83 54,398.47 80,539.03 68,098.47

建 校 基 金
2011/7/31結餘
473,509.41

2012/6/30結餘
473,509.41

製表:陳凱頌

1.本院資深同工汪澎生姐妹(右圖)于2012年4月30日結束

在歐華的服事，現已回到臺灣。願神繼續引導她的前

程。

2.張耿華牧師伉儷(下

圖)今年3月中旬從

澳大利亞墨爾本前

來本院擔任一年義

工（張牧師為院牧，

張吳素玉師母擔任

教務助理）。願主使

用他們！

3.今年來訪本院的客

人包括：

˙密集課程老師有

天匙機構的李世

耀 牧 師 和 李 林

淑 娟 師母 、英 國

Urban Saints機構

的Peter和Cynthia 

Empson、臺北林森南路禮拜堂的李健長老、菲聖的邵莊

秀美博士，及華神的周學信博士。

亞̇杜蘭讀經營的張乃千牧師于5月29日－6月1日來訪，並

在院長時光中介紹他的機構。

德̇國一信義宗師母Erdmuthe Weida在5月31日的院長時

光中分享宣教工作。

吳̇蘇權常董于6月14日在院長時光中分享信息。

4.目前本院正在積極增聘專任老師，敬請代禱。

5.新學期及開課信息：本學期上課時間從2012年9月10日

至2013年1月30日止，這期間，學院特別邀請生命卓越，

學有專精的老師前來教授五個密集課程，：1.主工人的

品格、2.神學治學法、3.實用讀經法、4.從佈道理論到實

際佈道、5.舊約導論（上）。詳細的課程簡介、師資、上課

日期及報名表，請參閱歐華網頁（www.cbsie.org）。歡

迎主內同工及有心接受裝備的弟兄姐妹，前來選讀。並

請于開課之前二周，填妥報名表電郵至本院，以方便課

前的作業。

6.第三屆畢業感恩禮拜將于2013年1月30日舉行，並在1月

31日~2月2日舉辦「歐華教牧退修會」。講員為黃子嘉牧

師和師母，敬請預留時間參加。

家有喜事
1.國際歐華神學院于2011年11月通過西班牙政府學術鑒

定，被認可為正式大學學府地位，同時獲歐盟認可本院

所頒授之正式學位。

2.第一屆校友高楊傳道，于2012年2月5日喜獲次女高悅

然，特此賀喜。

3.本院選修生葛道寧于2012年2月26日在日內瓦華人聖經

教會被按立為教會牧師。

4.本院第二屆校友梁達勝于2012年7月1日在德國慕尼黑

華人教會按立為信義宗牧師，本院劉院長及俞主任也

前往參與按立團。(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