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英國歸正教會 阿姆斯特丹．比漢霍夫

遊 客 指 南
“明天早晨我要去英國教會﹔夜幕下它安詳的座落於寧靜的比漢霍夫，四周受矮樹叢包圍，似乎是在

說﹕In Ioco isto dabo pacem，我要在此賜下平安。阿門，衷心祈願。”
文森‧凡高 (梵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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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進入內廊 (B) 之後，右邊的門通向長執事室 (C)，不

贈，該教會有多年使用

對外開放)

本教堂，在週三提供荷

走進教堂後，您將注意到兩扇美麗的哥德式窗戶，一扇位

語禮拜。

於內廊，另一扇在教堂內，這兩扇窗戶都是在 197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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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中重新開啟。在它們右方是兩片小窗戶(2A)，過去講

(D). 執事室裡的牆上，

壇位於這兩扇窗的中間，它們傾斜的角度可為講壇引入光

及門外牆上所掛的兩份

線。

文件，列有曾在本教會服

教堂內懸掛多面旗幟。第一面是蘇格蘭的皇家旗幟，第二

事的執事名單。

面是蘇格蘭馬凱軍團軍旗的複製品，該軍團曾於 16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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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南面，放置有雕刻精
美的市長座席。當過去講

是荷蘭國旗、奧倫治家族旗、英國國旗、蘇格蘭旗和加拿

壇位於北牆時 (自 1607

大國旗。

到 1912 年)，這個座席恰

當您進入聖壇 (E) 時往後看，將看到在教堂末端有個雕

正對著講壇。

14 再往前走，請注意櫥櫃

曾於 1999 年修復。這座管風琴也在本世紀初由 Zaandam

旁邊，在一片石版上有

的 Flentrop 公司依照 18 世紀 Christian Muller 的原始設計，

Grim Reaper 的鐮刀。

重新修復。

1818 年以前過世的平信

5&6 在小管風琴 (也是 Flentrop 的作品) 前面是一個讀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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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荷蘭脫離西班牙統治的獨立戰爭中出征。其他旗幟分別

刻於 18 世紀的管風琴外殼，這是 Jacob Hulstman 的作品，

7

12 講壇旁的門後是執事室

徒修女埋葬在教堂地板

上有四位傳道者的象徵圖案，是於 1977 年由 Nico

下方，但也有其他非平

Onkenhout 所雕刻。

信徒修女的人士向教會

在聖餐桌上，放置一本印製於 1763 年的聖經，這是最古

購買墓位，葬在石版之

老的聖經之一。

下，包括巴洛克作曲家

聖壇後方是我們唯一的一片彩色玻璃窗，這是在 1920 年

Locatelli。

由美國的 Edward Bok 先生，為紀念清教徒從萊登出發前

15 當您離開教堂時，將看到教堂左方牆上掛著一個加框的長執

往新大陸三百週年，所致贈本教會的。這些清教徒當中有

會記錄首頁，記載了 John Paget 牧師 1607 年 2 月 5 日在本

許多曾居住在阿姆斯特丹。

會的第一次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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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壇階梯的旁邊，是洗禮所使用的洗禮盤。

10

講壇周圍的鑲板是由 Piet Mondriaan 所設計、Edema Van der

您想對本教會有更多了解嗎?

Tuuk 雕刻，用來紀念 1898 年薇樂米娜女王登基。講壇上
的聖經放置在一個精緻的鋼架上，這個鋼架是奧倫治的威

若想對本教會、平信徒修女和比漢霍夫的豐富歷史有更深 的了

廉三世和其妻 Mary Stuart 於 1689 年共同統治英國時，所

解，請參閱本教會所印製的 The English Reformed Church in the

捐贈給本

Begijnhof, its Setting and History。

11 講壇旁牆上所掛的凱爾特十字架，是由 Alle-Dag 教會致

“在這教堂牆內，沒有人是陌生人
在這教堂牆內，沒有人是陌生人”
在這教堂牆內，沒有人是陌生人

來自各國基督徒的家

教會歷史

位於比漢霍夫的古老教堂

自 1607 年起，本教會即在阿姆斯特丹市

比漢霍夫的第一間教堂在 1419 年落成，

望以英文祟拜的人，提供一個屬靈的

中心開始英語的禮拜，並延續到今天，除了

作為平信徒修女，也就是所謂 Begijnen (荷

家。除了來自英國、荷蘭、加拿大、美

二次大戰被德軍佔領期間曾有短暫停頓之

文)、Benguines (英文)禮拜的場所，而這些平

國、非洲和日本的長老教會會友之外，

外，多年來這個教會不斷成長興盛。

信徒修女就住在教堂四周的樓房。1421 年的

英國歸正教會為阿姆斯特丹許多希

每主日早晨也有許多其他教派的會眾齊

英國歸正教會是由荷蘭歸正教會所設

一場大火燒掉阿姆斯特丹市區許多建築，這

聚這裡。最近的調查顯示，有來自 25 個

立，一向由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傳道牧師所主

間木造教堂和比漢霍夫大部份的建築也都

國藉、20 個以上教派的基督徒參與禮拜。

持。18 世紀中葉，本教會與蘇格蘭建立堅實

付之一炬。

我們是一個多元化的社群：有難民和
商業界人士，音樂家和律師，家庭主婦
和銀行家、學生等等，大家聚集禮拜，

的關係。自此之後，教會牧師都來自蘇格
蘭。
目前本教會完全屬於歐洲長老會蘇格蘭

到了 15 世紀末期，比漢霍夫和教堂都以
磚石重建。在宗教改革運動中，由於阿姆斯
特丹市的當權者只允許改革宗的禮拜，因此
這間教會被關閉。

也互相扶持。有些人從小在這教會長

教會。蘇格蘭教會是 12 所歐洲教會的代表，

大，有些人則是因為到荷蘭來唸書或工

皆出席歐洲長老會每年兩次的會議。本教會

作，而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也派一位長老參加荷蘭歸正教會阿姆斯特

當作比漢霍夫居民的倉庫和洗衣房。後來阿

丹區區會。

姆斯特丹以英文禮拜的人士向當局陳情，要

我們的部份會友在海外援助機構工

自此有一段時間這所教堂無人使用，只

本教會會友人數不斷成長，目前約有 400

求一個可供聚會的地方，當局決定讓他們使

馬拉威的跨國界服務組織(Dienst over

人，並且反映了阿姆斯特丹和全世界基督教

用比漢霍夫這間閒置的建築物，第一次禮拜

Grenzen)，本教會也與這些會友保持密切

會國際化的色彩。負責領導教會的長執會一

在 1607 年 2 月舉行。

聯繫。

般有 12 位成員，包括執事與長老，他們的

作，如中、南美的無國界醫師組織，和

歡迎您
我們歡迎所有願意在禮拜天早晨 10
點 30 分與我們一同禮拜的每一個人。我

年齡和背景也代表會眾的多元化。

17 世紀後期這間教堂經過擴建，並在
1812 年正式成為教會的財產。教堂內部格局
曾在 1912 年變更，但又在 1970 年代恢復原
貌。
在 2005 年的夏秋期間本教堂曾進行過進

們所有禮拜都以英語進行：孩童可參加

一步的地基重修及教堂內部的裝修。本教堂

幼兒班、主日學和青少年禮拜，如此全

會眾現正推動籌款工作，以彌補重修呼籲籌

家都可一起到教會來。禮拜結束後我們

款的不足。

在教會大廳備有茶點，歡迎訪客和教會
會友參加。
聖餐在每月第一個主日、聖週四
(Maundy Thursday) 和復活節主日舉行。
在聖週和聖誕節期也有其他特別的禮
拜。這些禮拜及每月第二個主日，都有

英國歸正教會

詩班獻詩 (七月到九月期間除外)。

阿姆斯特丹．比漢霍夫
需要更多相關資訊，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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