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年維也納台灣基督長老教會代禱信 
              上帝成就了奇妙的事                    
主內敬愛的牧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維也納的天空在經過漫長的寒冬後己看燦爛的陽光，祝您在許多服事的勞碌

中重新得力。微僕受總會差派駐維也納教會服事，關心留學生及牧養當地台灣人

已六個月，蒙主鴻恩一切平安。 
    在此要向一直為我們一家在維也納教會服事、生活、學習代禱的眾牧長、兄

弟姊妹說聲謝謝。您們的關心代禱陪伴我們度過最艱辛的第一階段，國外生活對

一個新科宣教師的家庭來說，實在是一大考驗。首先是語言的學習，這裏是歐洲

德語區，我和牧師娘都已年過半百，一家 4 人在維也納大學語言中心和大學生

一起上德語密集課程，每天都很緊張，查字典、背單字、會話練習、短文寫作。

單字忘了再背，短文已寫好了，老師一發問就是說不出口，可說窘態百出。感謝

主，經過四個月的努力，課程結束時，我們一家 4 人都通過期末考試，得到結

業證書。安立、安祈也在四個月的準備等待之後，已於 2 月 8 日進入 Wiedner 

Gymnasium 公立中學就讀六年級和四年級。以德文上課，詳情回國後有機會再與

您分享上帝在這當中奇妙的帶領。  

    維也納教會目前以留學生的事工為主，聚會人數約二十餘人，大部份是留學

生，主日下午 2:00 借用第一區的改革宗教會禮拜(Dorotheergasse 
16,1010Wien)，禮拜六在牧師館(Wielandplatz  7/1, 1100 Wien)有查經班及

詩班練唱。留學生以音樂藝術為主，其中有國中年紀的，有高中年紀的,有大學

年紀的，很需要生活上的關懷照顧，教會提供一個在異鄉可以彼此關心談心的環

境，每個禮拜六、禮拜日的聚會給留學生有回家的感覺，在溫馨的氣氛中彼此關

懷。 
    由於大多數的留學生在音樂方面有專長，目前教會籌組室內樂團，學生熱烈

參與，台灣留學生確實是人材濟濟，室內樂團迅速組成，有指揮、編曲、弦樂、

木管樂器、銅管樂器都齊備，團員也都很用心專注的練習。。3 月 14 日(主日)
訪問奧地利教會獻詩，並參加 3 月 19 日奧地利台灣協會 228 和平音樂會的演出，

深獲好評(可上奧地利台灣協會網站 http://www.taiwan-in-austria.at/)第一次

在牧師館練習時我就深受樂曲呈現的感動。台灣有很優秀的作曲家(蕭泰然：台

灣翠青)、相信這些留學生是台灣未來音樂界的新秀，教會提供一些機會讓他們

在學生時代就有一起服事、團隊合作的機會，希望有一天在樂界能大放異彩。能

夠有機會在此服事留學生，心中大大感謝上帝的帶領。    
    因此，教會計畫募款一萬歐元(約新台幣 50 萬元)購買一部小型的演奏琴，

讓教會更有力量來服事，凝聚留學生的向心力，3 月底微僕將回台灣參加總會並

報告維也納教會近况，也為募款盡點心力。 
    感謝上帝豊盛的恩典，此項事工已得台中中會柳原教會接納，訂於 3 月 28
日(主日)前往請安募款，台中中會烏日教會接納於 4 月 4 日(復活節)前往請安募

款，屏東中會萬丹教會接納於 4 月 11 日(主日)前往請安募款。感謝您們愛心支



持開拓中的維也納教會。 
    此項事工亦得到總會同工大力協助，募款名稱定為「為維也納台灣基督長老

教會購買鋼琴募款」，奉獻款項請劃撥至總會郵政劃撥帳號：19566285，戶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宣教基金會。並註明「為傳道委員會--維也納台灣基

督長老教會購買鋼琴奉獻」，總會傳委會收齊奉獻款後，會轉成歐元匯入維也納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帳戶。維也納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將把所購買鋼琴登入教會財產

記錄簿。感謝大家的關心，成就了上帝國的事工。 

    感謝我曾經牧會服事的烏日教會，特別在設教百週年的復活節接納維也納教

會的請安募款，也歡喜接納陳牧師全家在台灣期間借住牧師館，烏日教會交通便

利，方便陳牧師南北往返。 

    感謝我曾經服事 23 年的台中中會眾牧長，您們的支持讓我成長，您們的關

懷讓我重新得力，請為遠在維也納服事的同工獻上代禱。讓我們一齊為上帝國的

擴展盡力。  

    再一次懇請過去二十年來支持大專事工的代禱同工，請繼續為陳牧師在維也

納教會的服事代禱，那個在遠處服事的同工請您紀念他，請為維也納教會獻上代

禱，讓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在歐洲的第一個宣教點能順利成長，更期盼這個成長有

您的參與，有您的支持，有您的愛護，如有機會我會親自向您做更詳細的報告。 
    感謝維也納教會的眾同工，願意一起參與教會的服事，分享信仰的成長，您

們的熱情令我感動。我們一起流淚撒種，也要一起歡呼收割。 
願神恩滿溢 
頌以馬內利 
 
微僕陳啟應敬上 
 
 
 
 
 
 
 
 
 
 
 
 
 
 
 



 
                  在異鄉找到歸屬 
                                                  黃慶齡:壽中正義教會 
     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我,對於信仰,總是很理所當然的從父母直接接受

下來,造成我對信仰漸漸失去思考的能力。感謝神,讓我在維也納台灣教會,透過許

多剛接觸信仰的學生們的提問,讓我有機會再次思考很多信仰上的問題,神不僅讓

我們可以用我們熟悉的語言(台語)彼此溝通,彼此討論,神也賜給我們一位從台灣

來的牧師,透過陳牧師的解釋讓我們對聖經有更多面向的思考與了解,也感謝神,
讓我們這群學生透過每個禮拜在牧師館的查經分享,詩班練唱,室內樂團的排練,
陳牧師和師母噓寒問暖親切的招呼學生，逐漸的在維也納這個異鄉找到我們的歸

屬感。  

    每個禮拜天在維也納奧國教會禮拜堂禮拜時(目前維也納台灣基督長老教會

借用奧國教會),聽著管風琴的演奏,越是感謝神，這個教堂是在西元 1887 年蓋的，

禮拜堂是挑高的設計，圓形天花板上浮雕的圖案更顯得美輪美奐。教堂位在古玩

商業街上，是觀光馬車必經之地，教堂上的鐘樓不管是線條和色調，都能與教堂

的建築連成一氣，互添光彩。在這個異鄉有著屬於我們語言的敬拜與領受,又能

在視覺上享受著異國建築與文化的美,是一種幸福。相信神會透過維也納這個地

方,讓福音的種子不僅深耕在已認識他的百姓上,也更會澆灌在許多剛認識祂的人

身上!  

  

 
 
 
 
 
 
 
 
 
 
 
 
 
 
 
 
 
 



 
室內樂團---團隊服事 

                                        張曼琳:竹中苑裡教會 

                                                             

    感謝上帝，為我在維也納教會所預備的服事，這些並不是偶然！

從在台灣教會的司琴，主日學、青契詩班、婦女詩班及合唱團的帶領

事奉，一直到音契合唱管弦樂團的音樂福音事奉，上帝一歩一歩為我

開啟為祂福事的門，讓我有愈來愈寬廣的看見及異象，感謝主。 

    賴(寬惠)媽及何(飛鵬)爸在過去常常鼓勵我們這些音樂留學生

用室內樂的方式司琴，這同時也是我在來維也納之前就一直有的感

動，直到慈愛的上帝回應了十幾年來賴媽及何爸一家在維也納及台灣

兩地為成立維也納台灣教會的奔波及很多人的幫忙和代禱，陳啟應牧

師一家來到維也納牧養我們。當陳牧師提出可以成立維也納台灣基督

長老教會室內樂團時，我心想：太好了!神所預備的時間到了！ 

 

    今年二月成立後，邀請人員參與室內樂團的過程中非常順利，參

與的同工包含管弦樂目前有十位團員，一位指揮，一位作曲、兩位行

政同工及場務，陳牧師夫婦也非常用心地支持我們。目前三月參與的

服事有至奧地利改革宗南維也納教會獻詩，在本會獻詩，奧地利台灣

協會所舉辦的二二八和平紀念音樂會演出。 

 

    音樂是上帝給人類一份很美好的禮物，能喚起人心聖、美、善、

真的深層渴慕，盼望教會室內樂團所帶出的音樂是能觸摸人心的、有

基督的馨香之氣的，進而引人至上帝面前。透過團體合作的服事，也

讓參與其中的人一起體會主耶穌讓我們互為肢體的信徒關係。「這不

是一條直的路，卻是一條值得的路」陳佩儀牧師在輔大長青常常這樣

鼓勵著我們！信一學長分享的那首＂為主來夢想＂還在我的耳邊迴

盪著！      

     回頭看看走過的足跡，真是滿心感謝上帝在我服事的路上一路

來的帶領！我是有福的人！上帝讓我出生在我的家庭，也給我許多信

仰上的榜樣如：我的家人，鄭智雄執事一家對教會的服事、對會友的

恩待，施金寶牧師夫婦在我從國小開始的司琴培育，胡宏志牧師夫婦

對我信仰上的影響及造就，金希文老師和錢國昌老師及音契同工們用

音樂傳播福音事工上的服事。他們對上帝的信心，盡心、盡意、盡力

敬虔地服事上帝，不辭辛勞地造就信徒，用愛心相扶持……在在都影

響、牽引著我。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見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

的重擔，脫去容易纏累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路



程」—(來 12:1) 感謝主！ 

 
讓更多異鄉台灣人接受上帝給予的喜悅 
                                                                                     

陳怡婷:維也納教會 
    在多年維也納留學的期間, 我透過了基督教長老教會認識到上帝, 並且在之

後因為感受到祂對我的恩典後決志, 洗禮成為基督徒.   
         一開始我們的教會是以團契查經的方式呈現, 我自己是在一次聖誕節

時受到台灣留學生邀請而加入, 當時團契中長輩及其他學生朋友給我的感覺就

像家人一般親切, 所以在他們的影響下我也開始規律地參加每週一次的查經. 雖

然我們獨立自主的查經方式常常讓大家腦力激盪及能有趣地彼此分享意見和人

生體驗, 但長期沒有牧師在讀經上的教導還是讓團契在成長上遇到瓶頸. 團契裡

的長輩們深知這個問題的存在, 所以多年來也一直奔波於台奧兩地尋找牧師, 希

望能透過台灣總會給這個團契帶來一點契機, 最後我們得以在去年秋天迎接教

會正式的成立及陳牧師一家的到來. 
         教會人數雖不多, 且部分只是慕道友, 但每人在這段教會剛成立的時

間都與陳牧師盡心地完成各項服事, 期望能帶來一個教會的穩定性及行動力. 在

教會成立的同時我擔當了同工的工作, 被分配到當會計, 有時也帶領查經分享. 
老實說一開始並不是我自願, 因為我了解理財根本不是自己的長處--我做事常丟

三落四, 很沒有秩序. 不過後來也因為這份責任而開始逼自己把該做的都得做好, 
慢慢地我也不那麼排斥這項工作, 我甚至認為自己從服事上, 包括帶查經, 使自

己更獨立且學到了自我管理—這樣的經驗使我之後更樂於接受生活中上帝要我

承擔的責任及挑戰. 
         陳牧師的到來使我們在查經時更有了方向感, 且我們也能規律地在星

期天做禮拜了—當然除了這些, 牧師也跟同工們努力協調, 融合了之前團契的經

驗來發展適合於這個教會的會外活動, 例如到日語教會及奧地利教會交流, 獻詩, 
節慶活動, 成立室內樂團, 以及將要到來的戶外禮拜...等等. 音樂獻詩方面似乎

將會成為教會活動的重點, 因為長久以來這個團契(教會)的特色即是在擁有很多

學音樂的學生; 畢竟維也納是世界上學古典音樂之人最常去的城市之一啊.   
        我們能有這樣的開始, 首先要感謝教會長輩們的努力, 照顧, 以及台灣

總會的支持. 對於帶領我接觸基督的這個教會, 我也希望它不只被滿滿的音樂, 
歡笑及頌讚堆滿, 還能讓更多在異鄉的台灣人, 甚至歐洲人, 認識到上主, 接受

祂給予我們的恩典及喜悅! 
 
 
 
 
 



 
 
奧地利第 一間台語教會   
                                                                                     

何冠昱:維也納教會 
 
        維也納台灣基督長老教會是第一間在奧地利正式成立的台語教會. 初

始教會尚未成立之前,旅居維也納的台灣人基督徒就聚集在一起,以查經班的方式

來探討聖經裡面的話語, 唱詩歌來讚美榮耀主. 因有一些台灣留學生在維也納求

學, 在維也納的台灣人基督徒也邀請他們一起來查經. 在禮拜天一起敬拜上帝. 
藉此把基督教信仰傳給在維也納求學的台灣留學生。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我們學習

用上帝給我們的愛去關懷他們. 數年過後,來教會參加查經及聚會的人數也漸漸

增加. 因當時教會尚未有固定牧者,只有一些牧師從台灣來奧地利維也納作短期

的牧養事工.  
        如今維也納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己正式歸在奧地利基督教 A.B 和 H.B.成
為正式的教會. 台灣基督教長老教會總會也已遣派一專職牧師來維也納牧會. 目

前借用奧地利基督教改革宗(H.B.)在維也納第一區的教會做禮拜. 因至今在維也

納的台灣留學生只有少數是基督徒, 所以期待藉由教會的正式成立及一專職的

牧師和會友們能夠讓在此的更多台灣留學生來認識上帝, 接觸基督教的信仰. 也

因大多數在維也納的留學生都屬學音樂, 因此很高興牧師及一些年輕的會友們

能夠成立一室內樂團. 更期待可透過此樂團能夠有更多的學生來接觸教會的生

活. 並期待能夠藉此繼續把基督教信仰傳播至那些尚未認識主耶穌的人. 希望有

一天這些慕道友能成為傳揚基督教信仰的種子.  
除此之外也希望上帝能賜給牧師及教會會友們更多的力量,能夠漸漸引導更

多的居住在維也納或鄰近城鎮的台灣人來認識基督教信仰. 
希望維納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因此將基督教的福音傳播給更多的人. 

 
 

維也納台灣教會與我 
                                                    陳惠恩:圓山貴格會 

從 2006 年底來到維也納，至今已邁入第四個年頭。還記得剛剛來到維也納

的時候，學姊便帶我來到團契。我在台灣原本就是基督徒，對於這邊有台灣人的

團契當然覺得很開心，除了可以多跟台灣人交流外也有了信仰中心，自此我也一

直固定參與團契聚會。團契聚會因為沒有牧師，以查經的方式進行，讓我充實了

不少聖經知識。後來陳南州牧師短期派任來此三個月，讓我們終於有了牧師講

道，也有了主日禮拜。 
每年的復活節與聖誕節，我們都會到奧國教會與日本教會獻詩。還記得我第

一次到奧國教會參加獻詩時有嚇一跳，因為台下很多人呀，連二樓也有人，哇～



這麼多人聽我們唱歌呢！還好因為教會都是音樂學生，曲目也都是精心準備的，

聽眾們反應都很不錯呢。而日本教會在會後則是有豐盛的餐點招待我們一起享

用，日式美食真不是蓋的呢！除此之外的節慶如跨年、農曆除夕等，團契也都會

一同聚餐，讓我們這些異鄉學子不會孤單過節。神的恩典真是超乎我們所求所

想，在去年九月終於爭取到台灣派任牧師來此，也了了長輩們素來的心願。而陳

牧師派任過來後，教會更是成立了室內樂團，除了練習外也有演出邀約。 
雖然長老教會的方式與我在台灣的教會（貴格會）有不少差異，而教會也有

一些問題（哪個教會沒有問題呢），但我覺得我們的信仰都是一樣的。更難得的

是，這群長輩們秉持著愛心，作學生們的福音工作（我一開始是覺得不可思議

的），若不是因為由神而來的愛以及恩典，怎麼能夠堅持到今天呢？在這裡參加

聚會的多為留學生，而且大多數是慕道友，是什麼吸引大家一直來參加聚會呢？

是愛，是溫暖，是家的感覺。感謝神，在這個異鄉，有這樣一個所在，讓我們這

些留學生，有了歸屬感。雖然這裡的留學生總是來來去去，大家年紀也都很輕，

但這個維也納台灣教會，會是我們共同的美好回憶。 
 
 
 
 
 
 
 
 
 
 
 
 
維也納的春天 
                                                    黃均雋:台北靈糧堂 

維也納的春天, 總是緩慢的出現在掙扎了一整個冬季後, 由冰雪裡奮力攢出

第一根綠芽裡。07 年春, 我也奮力的揹起行囊, 離鄉踏上未知的求學路程。這時, 
開始了我和維也納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的不解之緣。在到達維也納的第一週我就透

過友人聽說了這間教會。但當時卻因是一間沒有牧師的長老教會, 就讓從小在靈

恩教會裡長大的我向後退了一大步。那時, 我就這樣與這間教會擦身而過,只記住

了賴媽與何爸何媽, 也卻沒想到, 他們後來也成為了我的好朋友。   
在參加了一間新加坡教會半年後卻也離開。接下來的日子, 我進入了無教會

狀態, 信仰當然也隨著長時間放空, 我的心離神越來越遠。在這之間, 因生活和

學業上的壓力與困難, 我體會到自己需要回到教會, 於是我向神禱告並開始尋

找。 就這樣, 09 年農曆新年, 抱著探路的心態, 我進到了這間”沒有牧師”的”長



老”教會, 而當時只是在賴媽家的團契。 雖然沒有牧師, 但是有神, 有愛；雖然

彼此的教會背景不同, 我的臺語又不太”輪轉”, 但是我們之間卻沒有距離。 雖然

教會仍然運轉, 但神並未因此而滿足, 也沒有忘記這間教會一直以來的禱告和盼

望, 我們需要一個”帶頭的”。我想, 陳啟應牧師對我們而言, 就是天上掉下來的

禮物。 09 年秋, 但教會的情況卻如維也納的春天似的, 破冰發出了嫩芽。教會

有牧師了! 陳牧師的出現, 是在許多人長久期待, 迫切禱告和神的恩典之下的結

晶。因為教會的組成大部分是學子, 大家不但在靈命上有陳牧師的教導帶領, 在

實質生活上也有牧師娘不辭辛勞的照料。至今才短短的半年, 大大小小就打成一

片, 很快的成為一個大家庭。我總是可以在陳牧師講道和查經分享時更認識神, 
更親近神, 也能夠向牧師學習許多生活上的道理和經驗。而多才多藝的牧師娘總

是不辭辛勞的烹煮出一道道臺灣味來感動大家, 她總是可以在忙碌之後仍然露

出燦爛的笑容, 並且很滿足的對我們說”到維也納以後, 我多了好多女兒和兒子

呀!” 。 我看到他們盡了力的融入維也納, 融入這裡的我們。 教會裡不論基督徒

或是慕道友, 都藉著牧師一家接收到從神而來的愛。漸漸的, 我忘記了這是”長

老”教會, 而是體會到, 這裡是說著臺灣話的神的家。 
今年春, 正是我到維也納滿三年的日子, 回頭細數上帝的恩典, 保護和帶領, 

心中有著滿滿的感動和感恩, 祂以巧妙的手帶領我進入這間教會, 溫柔的召喚我

再次回到祂的身旁。祂更垂聽禱告, 滿有憐憫慈愛的, 為祂自己在維也納的羊兒

差來了地上的牧羊人, 陳牧師和他的一家。衷心相信神恩膏這間教會及牧師, 能

為更多在維也納的台灣人帶來祝福, 為祂自己成就更多美好的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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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班 ~ 讓我們彼此更凝聚 
-                                           彭玉伶:聖德基督學院教會 

記得在台灣的時候我就是基督徒了,之前是在學校受洗的,畢業之後自己都沒

有固定做禮拜的地方,來維也納留學也二年多的時間,這一回陳牧師一家人來維也

納,才覺得有屬於自己教會的感覺,那種人在異鄉有家的感覺,真的很好! 
詩班是教會很重要的部分,主修聲樂的我,很開心第一次有機會,可以為上帝

服事,為我們這新成立的教會有所貢獻,之前在台灣不知道為什麼,只要有教會的

同工問我有這感動帶詩班嗎?我一定會拒絕,總覺得好像自己還沒有資格帶詩班,
但陳牧師跟我說,如果覺得負擔重,不要勉強.畢竟服事上帝的事,還是要歡喜願意

的,就這樣,我想我應該試看看.開始了我們詩班的成立。 
    星期六晚上是詩班練習的時間,這裡的學生平日都是各忙各的,參加詩班的人

數其實不多,我選的曲子以四部和聲為主,詩班的成員都是音樂學生，在音樂的領

域都有一定水準的專業素養，雖然各聲部常常只有一個人,可是每個人都願意一

次又一次不斷的練習，期盼能將最好的樂音獻給上帝，同時也能感動參加崇拜的

會友。因此呈現出來的效果,總是比想像中來的好,我知道很多的感動是從上帝而

來的。詩班練習完大家在牧師館吃晚餐，這是大夥最興奮的時刻，陳牧師帶領大

家唱聖詩 第 300 首「阮犁田播好種子」當謝飯歌，「四圍各項好物，是主所賜

福氣，著感謝主來感謝主，因為祂大恩賜。」記得第一次用台語唱的時候，好像

在試唱練習(因為旋律不熟)，又像小嬰兒牙牙學語(台語不輪轉)，陳牧師不厭其

煩的每週教大家唱，剛開始只有一個聲部，漸漸的唱熟之後現在的謝飯歌是四部

合聲，太美妙了。在牧師館吃飯有回家的感覺，經過一個星期在功課上的忙碌，

週末到了牧師館有倦鳥歸巢的幸福，一星期的酸甜苦辣配著飯，談笑風生此起彼

落，一時之間竟忘了身在維也納的異鄉。也因為這樣，讓我有更多的動力去帶領

詩班，雖然人數不多,但我知道這也是讓我們彼此更凝聚的時刻。 
    
 
 
 
 
 
 
 
 
 
 
 
 



 
在這裏有一個小小的團契 
                                                               黃信綱 
    我來到維也納已經一年多了，認識維也納長老教會也一年多了。起初是由萬

華的艋舺教會介紹得知在維也納也有台灣長老教會。在這麼一個人生地不熟的國

家，有了長老教會伸出援手，令我減少了不少大麻煩。維也納教會雖是一個規模

較小的團契，但弟兄姊妹一點都不吝嗇給予幫助，教會雖小，但溫暖可不小。 
    在我剛來到這個教會時，我們並沒有牧師。有時是客席牧師講道，但這樣的

場景往往只持續一兩個月，甚至有時只有兩週。之後透過了賴媽媽(簡寬惠姊妹)
與日本教會協商，因此有段過渡期是由日本教會牧師講道並經賴媽媽翻譯。在這

些熱心的兄姊們不斷的與台灣總會聯絡，陳啟應牧師一家終於來到了維也納。當

我們有了位正式的牧師後，當然教會也做了些更改。現在的週六下午在牧師館有

了查經班，傍晚則有聖歌隊的練習。禮拜日下午則是做禮拜，我們也很順利的與

奧國改革宗教會協商場地。在週日下午的這段時間，我們可以使用奧國教會的禮

拜堂。這使我們的教會變得更完整。 
 
    在台灣我已有查經的經驗，曾經自己讀聖經並上網搜尋資料。但是聖經的意

義與複雜性遠遠超越我們一般人的理解。在牧師還未來到維也納時，我們把周日

的禮拜與查經合而為一，透過學生自行找資料並由較資深的弟兄姊妹為我們補

充。但還是有許多的疑惑遲遲未了。自從陳牧師來帶領查經，每次不只能為大家

解決疑惑並且還滿載而歸的回家。有一次我與哥哥在討論聖經，他既不是基督徒

也不是慕道友。因此他用了很人性的角度來看待聖經並且向我挑戰，因為陳牧

師，令我不只可以說服了哥哥，還可以讓他對基督有了新的認知。在這個查經的

過程中，我不只認識到了聖經中的故事，並且也學習到了對事物不同的價值觀。

每次的查經結束，我總會回想當天的內容並思考我對於生命或某事物的態度是否

如聖經所說的方向去實踐。而不再是只有自我價值觀。 
 
    如今我還未受洗，但是基督教在我心中是充滿希望的宗教。在我還未正式接

觸做禮拜與查經時，基督教對我只不過是個很平凡的宗教。但是在這段時間，一

次又一次參與教會的查經與禮拜甚至活動。我真的被基督所感動，我也成為了慕

道友。至今我不敢說我一定會受洗成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但我也不敢說我的未

來必定不會成為基督的ㄧ份子。 
 
       因為在維也納留學的期間，有了這麼一個小小的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