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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林前四

20）。對哥林多人來說，保羅的這句話是一針

見血的話。保羅在林前三章1-3節曾嚴肅地對哥林多人說，他

們仍是屬肉體的、是屬靈的嬰孩。現在保羅更直接針對哥林

多人的一個屬靈毛病（即注重外在的「屬靈」表現），而指出

「我所要知道的〔原文直譯：「我要尋找的」，即「我所看重

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乃是他們的權能」

（四19下）。這里保羅重复提到「言語（ ）」，但它絕

對不是約翰福音第一章的「道」，乃是哥林多人口中所出的「

話」，也是四18-19所提到的「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哥林多

人不為  這些自大的話感到羞愧，反而是自豪，甚至將說自

大的話都當作是一個本事。

然而，與哥林多人「自高自大的言語」相對的，保羅所

重視的乃是「權能（ ）」。若與上文林前二章連

在一起來讀，這「權能／能力」即是指神的能力，或更具

體地來說，是聖靈的能力（參二13：「我們講說這些事，不

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

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當然，這聖靈在一個事奉者

生命中的工作即是讓基督掌王權（也是這里「神的國」的

真正意義）的結果。

從保羅對哥林多人的勸勉，我們今天要留意避免以下

幾種錯誤的事奉心態。

第一，事奉者要避免外在的表現和榮耀的誘惑。哥林

多人的問題是他們所注重的是外在表面的事物。他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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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是十架上的得勝（如上文四8：「你們已經飽足了！已

經富足了！不用我們，自己就作王了！」及四10：「我們為

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你們在基督里倒是聰明的；我們

軟弱，你們倒強壯；你們有榮耀，我們倒被藐視」），但卻

不能容忍苦難的存在。他們可以口口聲聲說一大堆屬靈

的話，但內心里卻是何等的空洞。其實，若繼續查看林前

五至六章，我們可發現他們的行為更是與外邦人無異，甚

至更糟糕。若是使用今天的術語，哥林多人所追求的即是

富裕、成功神學。而相對的，對保羅來說，事奉者應追求

的是聖靈在個人生命中的工作（包括重生和成聖的工夫）

，而不是表面的榮耀。

第二，事奉者要避免單單注重事奉果效的陷阱。其

實，雖然保羅說：「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

，但在此他並不是強調聖靈的權能所發出的能力，不然，

他就再次陷入哥林多人所注重的屬靈表現。保羅所注重

的乃是聖靈在一個人生命中內在的工作。當然，這權能是

會有其外在表現的部份，但它的重點乃是內在的屬靈素

質和狀況。換句話說，保羅對哥林多人的勸勉提醒我們，

一個服事者是一個生命先被主所對付過的人，也是已經

親身經歷到聖靈權能的人。只有這樣已有真正「屬靈的經

歷」、有「神的國」（即基督掌權）之生命的人，他的服事

才能討主喜悅，才能彰顯神的榮耀。

第三，事奉者要避免將苦難榮耀化的危機。保羅在與

哥林多人的「君王式」的服事形態（參四8,10）對比下，似

乎強調了受苦的服事生活。他說：「直到如今，我們還是

又飢又渴，又赤身露體，又挨打，又沒有一定的住處，並且

勞苦，親手做工。被人咒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

們就忍受；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直到如今，人還把我

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四11-13）。然而，

在此，我們需要謹慎的解釋保羅的心意。若保羅是強調某

種外在的服事方式多過另一種，這不是又再次陷入像哥

林多人所注重的外在表現，只是現在是將「君王式」改為

「僕人式」。事奉者若將苦難「榮耀化」，並用個人受苦的

經歷來相比，看誰為主受較多的苦，而且受越多苦就越屬

靈，這樣的服事心態不是再一次陷入哥林多人所注重的外

在表現的危險中？

總之，我們今天的事奉者必須時刻儆醒，不是注重我

們所說的一些話，或有什么事奉的果效，又或者我們為主

做了什么犧牲（雖然這些都是重要的）。最重要的，也是

保羅清楚告訴我們的，就是「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

權能」，在乎聖靈在事奉者生命中內在的工作，就如保羅

在林后四7所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要顯明這

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們。」這樣的事奉心態

才是天父所喜悅的！這也是我們在國際歐華神學院希望

看到的！



3

本院第三屆畢業感恩禮拜于2013年1月30日下午五點卅

分，假巴塞羅那市中心的AXA大禮堂隆重舉行。現

場近三百位嘉賓，皆為本屆畢業生的至親好友、本院董事及

教會弟兄姐妹，氣氛溫馨感人。

　　主禮團成員除了本院董事會主席李健長老及六

位董事會代表、教師群、西班牙聖經神學院院長Pedro 
Sanjaime，還邀請了前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黃子嘉博士，

以及專程從台灣回來參與盛會的創校院長汪川生牧師。

黃子嘉博士以「作主美好的見證」為題，勉勵畢業生效法

施洗約翰的事奉，應具備四個條件：奉神的差遣、分別為

聖、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永遠高舉主，如此必能作主

美好的見證。

　　本屆畢業生共七人，服事的工場分佈于歐陸六個國

家。道學碩士科三位：黃愛敏（意大利米蘭華人復興教會）

、孫柯楠（法國巴黎華人福音教會）、邢凱（匈牙利華語基

督教會）；學士后道學文憑科一位：葛道寧（瑞士日內瓦華

人聖經教會）；教牧學士科

一位：徐玉平（葡萄牙里斯

本華人教會）；教牧文憑科

一位：潘海平（西班牙華人

基督教會雷利達堂）；教牧

證書科一位：裘群麗（隨夫

海平在雷利達堂服事）。

　　在全場會眾的見證下，

第三屆畢業感恩禮拜順利落

幕，七位畢業

生完成了在歐

華的裝備，繼

續邁步事奉的

道路，願主大

大使用他們，

成為歐洲華人

教會的祝福！

緊接着第三屆畢業感恩禮拜之后，國際歐華神學院在

1月31日~2月2日于景色宜人的山區Josep Manyanet靈
修中心，為教牧人員舉辦了「第一屆教牧退修會」。感謝主，

參加者眾，有來自西班牙本地，以及葡萄牙、意大利、法國、

德國、英國、匈牙利、瑞士、荷蘭、美國和台灣各地的教牧同

工，總共80多人。講員黃子嘉牧師以他豐富的牧會經驗，結

合熟稔的聖經知識，分別用彼得、保羅和約翰的經歷，生動

地分享了「愛主更深，單跟從主」、「瓦器在寶貝里」和「基

督之心為心」三個主題；黃鄧敏師母也以「至于我和我家」為

題探討教牧家庭該注意之事，加上兩次精闢的專題查經──

李健長老的「人生困境的經歷和成長」（路8:22-25）和劉利

宇院長的「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林前4:18-21）。參加

的教牧同工都感到從講員們的這些珠璣之言獲益良多，並非

常享受在主里的交通團契，只嘆美好時光短暫，因此已在期

待下屆「教牧退修會」的來到。

學
院
活
動
報
導

第一屆教牧退修會

■ 實習及外展主任/黃惠真老師

第三屆畢業感恩禮拜

■ 院牧/張耿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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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彼得尚未跟隨

耶穌之前，就已經

是一個渴慕聖經真

理的人。根據聖經

記載，距他家不遠處就是主耶穌常去的會堂。彼得一定

時常研讀聖經，當他從舊約瞭解到彌賽亞即將到來，又聽

說在約旦河外，有一個被稱作施洗約翰的人在傳講「天國

近了」的信息，就放下非常賺錢的捕魚營生，和安得烈、

雅各、約翰一起，去往約旦河外，作了施洗約翰的門徒。

后來，經過施洗約翰的介紹，他們又轉去跟隨主耶

穌，受到了主耶穌很好的教導。彼得知道主耶穌的偉大，

知道主耶穌的神聖。他在跟隨主耶穌的過程中，不斷地

進步，不斷地成長。這樣一個熱心事奉主的人，原本應該

有相當好的裝備和基礎；可是在約翰福音二十一章中，主

耶穌卻給彼得上了一課。這一課對彼得的一生來說，揭示

了一個非常大的事奉秘訣。希望我們都能學習以下的功

課。

一、靠主重于本事
如果只是從捕魚來看，彼得絕對是行家；而主耶穌從

小到大做的工作卻是木匠。可是，那天晚上彼得帶領雅各

和約翰等捕魚高手，筋疲力盡地忙了一宿，居然一條魚都

沒有網到。天快亮了，他們忽然聽到岸上有個人說：

「把網下到右邊。」彼得不知道是主耶穌，也沒有

問，他只是照做，結果網上來一百五十三條魚。之

后，他突然清醒過來，心想這肯定是主，便撲通一

聲跳進水裏，游到岸上。

我想耶穌在這裏是要告訴彼得：儘管捕魚是你的本

事和專長，但你要記住你的本事和專長有時候並不管用，

唯有依靠主耶穌。主耶穌就此給彼得、雅各和約翰等捕

魚行家上了一課：就算是捕魚，你都要仰望主耶穌；你所

靠的並不是自己，乃是神的大能。

1807年神差派到中國的第一個宣教士馬禮遜有一句

名言「我不能，但神能。」這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榜樣。

聖經中將水變成酒以及讓拉撒路死裏復活的神蹟也向我

們表明，將水變成酒和叫死人復活的能力在于耶穌，而我

們要做的很簡單，就是依靠聽從他，把水倒在石缸裏和挪

開石頭墓門。

二、愛主重于事工
主耶穌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是為了突顯這樣一

個道理：事奉主的人的動機必須是出于對主的愛。你雖

很熱心，卻不是為了愛主，你的事奉就沒有價值。在啟示

錄中給七個教會的信，第一封是寫給以弗所教會的。而唯

一的責備就是:他們離棄了起初的愛主之心。有時候我們

教
牧
退
修
會
主
題
講
章

■ 黃子嘉牧師

爱主更深
单跟从主

──彼得之經歷
經文：約翰福音廿一3、6、9-10、15-22經文：約翰福音廿一3、6、9-10、15-22

編者按：本文乃講員在第一屆教牧退修會中講道的信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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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時間久了，愛主的心就會冷淡。如果事奉不是因為愛

主，你就要小心了。正如以弗所教會失去了愛心，如果還不

知悔改，耶穌就要把燈檯挪去，丟棄不用了。

主耶穌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很多人把

解經的重點放在對「愛」這個字的分析上；其實，瞭解「這

些」的所指也是很重要的。「這些」不僅包括捕魚的工具

和經驗，還包括你以前引以為豪的任何東西。彼得是真的

愛主，他願意把一切都放下，專心事奉主。因此，請大家謹

記：事奉神，「愛主」是最重要的。世人的工作注重的是

本事、才幹、學歷、和經歷，而上帝的工作注重的卻是愛

主、為主擺上一切。我們知道，能成就一切的只有神。

三、愛人重于成功
主耶穌叫彼得牧養羊群，其實就是要他有愛羊的心。

有時，事奉久了會遇到一個危機：只在意自己的事奉要成

功，要讓別人看到成果，要讓人佩服，慢慢地就忘記了愛

羊的心；天天關注的只是奉獻有多少、人數有多少、教堂

蓋得有多好。當然，並不是說這些不重要，但注意力若只

在這些上面，就會失去牧羊的心、喂養的心。沒有主的愛

在我們心裏，你就會感到做神的工作和世上的工作一樣，

追求的也只是更成功、更被人尊重、更得人心。大家千萬

要把這種想法放下。我們一生都不要忘記，這裏主耶穌所

問的，不是你會不會喂養羊群，或者你會不會牧養羊群，

他第一句問的就是：「你愛我嗎？」

四、榮神重于生死
主耶穌「指著彼得怎樣死，榮耀神」的這一段經文很

容易被忽略。這句話是很特別的，主耶穌並沒有對每一

個人這樣說。如果是我們，肯定會問主耶穌，還有沒有商

量的余地。可是彼得沒有說話，他願意為主犧牲自己的生

命。

初期教會歷史視殉道為無比榮耀的事，殉道者的血

成為教會的種子。但一般來說，我們不想殉道而死，都希

望壽終而走，可我們仍需立下為主犧牲的心志。當然，如

果上帝不允許，是不可能讓你殉道而死的，除非你自己找

死。最好的例子是以斯帖和但以理的三個朋友，他們都

有殉道的心，並把自己全然地擺上，上帝卻拯救保守了他

們。

五、跟主重于看人
彼得一直有個毛病，就是喜歡和別人較勁，回答問題

總希望自己是第一個，也是他第一個從船上跳到海面要走

到耶穌那裏去。當耶穌說他某年要為主殉道時，他就打聽

約翰將來會怎么樣，想看看約翰是不是與他有得一比。沒

想到主耶穌回答道：「這人將來如何與你何干？！」

在迦密山打敗了850個假先知的以利亞，是最有名氣

的傳道人之一。當他聽說耶洗別要殺他，就跑到羅騰樹下

向耶和華求死。他的內心其實也是在「比較」之中，他說:

「我不勝于我的列祖。」你想他會和誰比呢？是摩西嗎？

摩西死的時候，百姓為他哭了三十天，以利亞心想自己怎

比得過他？！

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因此你講道我也講道，你寫書

我也寫書，你蓋教堂我就蓋個更大的教堂。贏了，你就驕

傲；輸了，你就嫉妒灰心。弟兄姊妹，我們真的不要存心

相互比較，因為每個人的道路和恩賜是不一樣的。如果一

定要比，就和主耶穌比，他是那么溫柔謙卑。盼望今天我

們都能記住耶穌所講的四個字：「你跟從我。」讓主的榮

耀豐盛充滿我們，讓我們愛主、緊緊跟隨主的腳步，將來

歡喜地見主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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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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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樂/德國慕尼黑華人教會會友

让
主居首位

選讀神學院密集課程的心得

當慕尼黑教會梁達勝牧師（編者按：本院第二屆畢業生）推薦我去國際歐華神學院進修《

讀經法》和《個人佈道》的密集課程時，內心很是不平安。因為神學院在我心中的地位

太高，在那里有許多屬靈長輩，一生奉獻給神的傳道人，及高深的神學理論。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打消了我讀密集課程的衝動。我的學業面臨輟學，在BMW寶馬汽車

公司的實習，因為學業問題就只能中斷。另外，畢業論文也有問題，尋找對口的指導教授還不確

定，自己在服事上漏洞百出，經濟有很大的困難，這一切仿佛都暗示我，要先處理好地上的事，

再去關心天上的事，再去接受有益的神學裝備。于是我打電話給梁牧師，說我不去神學院上課

了。然后我開始拼命地抓學習、抓工作、抓生活。然而在巨大的壓力和漩渦中，毫無果效，每況

愈下。有一天早上醒來，聖靈感動我，一句話在耳邊響起：「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

耀。」感謝神！如果我信的神是真的，就值得我在最低谷的時候開口讚美他，值得我把自己的身

體當做活祭獻上。因為離了他，我們就不能做什么。"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當我決定報名后，意外得到不知名者的部分資助。而且之后順利地通過了考試，當我重

新回到BMW，公司同事也很理解我，然后實習也順利結束了。就這樣，心里帶着來自神的平安和

喜樂開始了神學院的課程。

神學院第一天的課程就給我很大的衝擊。授課老師李健長老沒有教導我們大量的神學知

識，而是把每一個人先破碎──打破我們的思維模式、打破我們傳統上對神的看法、打破我們

認識神的途徑。課堂中及下課后大量地訓練我們的思維能力，大家討論和分享很多，很多我們

熟悉的經文都顯出了本來的亮光，很多經文我們都讀出多個層次，每個層次都像一個寶藏一樣，

每一個層次都有神對我們表明的旨意。每個弟兄姊妹變得更喜歡讀聖經，更享受這種與主同在

的過程。李長老也通過他幾十年牧會的經驗，教導我們如何在聖靈的引導下，關懷慕道友的身

心靈，以喜樂的心情、合宜的態度，從個人的需要談起，將神的福音傳揚給渴慕的人。

假如沒有這段神學院的經歷，我可能不會這么清楚地經歷神、認識神。我依然用我認為合

適的時間來讚美神、用我習慣的方式來敬拜神、用我的方法來傳福音，在我承受的範圍內愛神

愛人。神如此愛我，而我卻用這樣狹隘的方式來回應他。當面臨時間，金錢和親情的阻攔時，我

卻不肯讓神居首位。我確信自己被救的事實，卻不肯花時間花代價來被裝備被使用。真心地鼓

勵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趁着年少裝備自己，經歷生命的改變，好讓我們成為馨香的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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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夫婦均

于六十年

代末出生在中國大陸。1998年出國前，我在大學

任教，在一次公派出國留學機會中，我毅然申請去局勢動蕩

的以色列，以期在聖經方面更好地裝備自己。一年后，妻子

也放棄了國內的編輯工作，來到了聖地陪讀。2010年8月，我

們結束了在德國2年和以色列10年的學習和工作回國；此時

我已先后獲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完成

奧布萊特考古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而吳纓也已是多年的

聖地中文導遊了。

受神的呼召，回國后，我全職在基督教國際精英文化基

金會（ILG）服事，作為學術副主任參與ILG和北京大學的基

督教研究合作項目，在北京大學講授舊約聖經和聖經希伯

來語等課程，並先后在山東大學和中山大學兼任研究員和副

教授等職。其間也曾數次到地方教會講課。

2012年5月我們有幸造訪了國際歐華神學院，正是這次

造訪大大地改變了我們。我們親眼看到了神給神學院的負

擔，即致力于培養足堪帶領歐洲華人教會往前走的牧者。我

們親身體會了神

學院在教學、行政、學生牧

養、和聯繫教會等各方面的生機活力；同時，我

們與神學院的師生、同工、以及巴塞羅那華人教會的弟兄姊

妹共度了一段一起生活、學習、敬拜、和成長的日子，分享了

愛神愛人的和美喜樂。這次觀摩堅定了我們來神學院服事

的決心。然而，此后漫長的簽證申請過程卻一波三折，好幾

次我們都感覺會遭拒簽。這期間，神學院多次為我們提供信

函上的方便，師生同工更是堅持為我們的簽證代禱。回想起

來，正是這一經歷讓我們看到的不是人的作為，而是神的作

為；讓我們看到神的恩典夠用；讓我們看到神果然在我們夫

婦的生命中又行了神蹟，以致我們能見證：神不只祝福我們，

更讓我們進入主的工場服事。 

來到這新的工場，我們不禁再次想到羅12:1-2提到的全

人的侍奉，「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我

們在這里不是因為個人的夢想或得什么好處，乃是因為神的

動工、呼召和異象。我們也當謹記保羅在腓2:1-5中的勸勉，

同在基督大家庭中「意念相同」、「愛心相同」，並「存心謙

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願歐洲華人教會、國際歐華神

學院，和在當中服事的僕人都得平安，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道學碩士 / 陳瑋珊

台灣私立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研究所畢業
荷蘭TU DELFT理工大學建築管理碩士
荷蘭華人教會學生團契同工

中國青田高中畢業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MURCIA堂同工

神學學士/陳奇天国新精兵 天国新精兵

    回首來時路 

           
  眺望前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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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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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許瀠仄

1.本院于2013年1月30日舉行了第三屆畢業感恩禮拜，並

于1月31~2月2日舉行第一屆教牧退修會，有超過八十位

教牧同工參加，如下圖。（詳見內頁）

2.2012學年度第二學期錄取兩位新生：道學碩士科及神學

學士科各一名。（詳見內頁）

3.感謝主，曹堅博士與妻子吳纓姐妹于1月底順利取得簽

證，前來歐華擔任一年的駐院學者。（詳見內頁）

4.新學期及開課信息：本學期上課時間從2013年2月25日
至2013年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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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課程：(a)李健長老的講

道法（二）、(b)黃子嘉博士的羅馬書研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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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教務處作業。

5.歐華延伸部針對教會同工的需要，于2013年9月下旬將

邀請李世耀牧師（天匙機構創辦人）于意大利羅馬及西

班牙南部Marbella開設「基督教青年事工」課程。有意

者請上歐華網站或來信洽詢。

家有喜事
主里恭賀以下三對夫婦蒙神恩賜產業：

1.本院前任總務同工陳凱頌姐妹與夫婿季博于2012年12月14
日喜獲一子，取名為季約瑟（José）。

2.本院旁聽生錢蕾和夫婿何立于2013年1月19日喜獲一子，取

名為何錢嘉耀（Marc）。
3.本院在校生衛豐與妻子杜玥澐（第二屆校友）于2013年3月8
日喜獲一子，取名衛徠（Tito）。

安息主懷
1.本院旁聽生錢蕾之母親於今年4月2日在國內安息主懷。求

主安慰其家屬。

2012/1/1-2012/12/31

經 常 費 獎 助 學 金

上 期 余 絀       0.00 54,398.47

本 期 收 入 411,256.49 17,240.00

本 期 支 出 386,152.43 17,773.00

本 期 余 絀  25,104.06 53,865.47

建 校 基 金
2012/12/31結余

573,5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