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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督 的話

與主有約：成為徹底門徒的群體
過去在主持婚禮時，我總是強調，禮儀的核心是一對新人要在上帝面前及眾
人的見證下訂定他們的婚約。今後他們的人生就彼此被綁在一起了。
因為「約」的原意是berith，在希伯來文裏是指束縛或腳鐐的意思，衍生出
來就是經過雙方同意應履行之權利與義務而彼此約束之意。
上帝與人立約，就意謂著上帝為了人的緣故「自我束縛」，這不是普通的契
◆龐君華 約，一方反悔，另一方就可以不履行；這是一種「盟約」的關係，即便一方違約，
另一方仍要履約。
我們的聖經就分為「舊約」、「新約」，可見約的意義在信仰中非常的重要。
一個家庭的成立，與立約有關。屬靈的家庭—信仰的群體，也是經過立約的
精神而聯繫的，本來相互沒有關係的人，因為我們與上帝立約，我們又彼此立約，
於是我們就成為一個新的群體。
當我們公開地舉行洗禮時，就是公開地宣布我們與主立約，與祂的救恩有關。
我們從今以後的人生就與祂「綁在一起」了，我們一生成為祂的跟隨者—也就是
門徒。
此外，當我們洗禮後通常就會緊接著舉行入會禮，就代表著我們彼此立約，
成為一個信仰的群體，屬靈的家庭。
在這個靈性的家庭裏，我們不是各自作禮拜的「
受眾」，我們是「綁」在一起學習作門徒的群體，是
一起見證基督的群體。其中最基本的表現是我們一同
向主祈禱（公禱），也就是一起崇拜，在世人面前一
起尊主的名為聖。
不但如此，我們一起等候企盼主的國降臨，並且
學習以祂的旨意生活，使我們周遭的環境、社會更接
近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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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在教會這個群體中，我們特別與一些弟兄
姊妹「立約」成為一個個小的群體，進一步學
習過門徒的生活，並且彼此督促，以彼此扶持，
我們的傳統稱之為「班會」、「小排」或「立
約小組」。這些教會中的小群體，衛斯理約翰
沿用了17世紀敬虔主義的觀念稱之為「大教會
中的小教會ecclesiola in ecclesia」。
在這裏我們看到「立約」是其中一個核心
的精神，也是一個信仰實踐的態度，表明自己
願意約束自己，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們，
投入某一種新的人生目標，經歷一種來自上主
所應許的新的生命力量。
這是一個「自由」的人，因信仰的緣故作
出一個「不自由」（受約束）的決志。這樣決
志立約的人，才會經歷到真正的自由，一種使
我們能將新的生命發揮出來的自由。
因此，在我們的信仰中，這種立約的精神
是必須的，因為上帝也為我們自我約束，並且

付上極重的代價。
所以我們這種立約的精神也處處體現在我
們信仰的實踐中。我們領受洗禮，就是與上主
立約；我們加入教會，也就是立約加入跟隨基
督的群體；我們服事、接受一些職分或就職，
就是立約具體地承擔主託付的責任；我們帶著
兒女領兒童洗禮，也是立約擔任一個在信仰上
盡責的父母；我們結婚，就是立約組成家庭。
所以，信仰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智性的探索，
我們是要透過我們具體的行動「獻出自己（捨
己）」。透過在信仰群體的參與和學習捨己，
經歷與見證上帝的救恩。
每年的立約主日（Covenant Sunday），
就是一項重要的提醒，我們這一生與主有約，
在教會這個屬靈的家庭中，一起學習跟隨主的
生活。每年更新及反省我們的立約生活的實踐，
我們的信心與靈性，也隨著上帝和人喜悅的心
一起成長。

立約更新崇拜的傳統
1663年，清教徒理察•亞蘭出版「敬虔者的明證」一書。1753年約翰衛斯
理節錄了該文，並收在其所編的《基督教文庫》A Christian Library中。
1755年8月11日星期一的聚會，衛斯理使用了一章「完全的實踐」作為
證道，這大概是循道運動中第一次真正慶祝立約的崇拜。
衛斯理發現這個崇拜非常豐富而且有意義，他在日記中寫道：「許多
人在上帝面前哀慟且被安慰」（1756年4月）；「像往常一樣，這是一個充
滿祝福的時刻」（1765年10月）；「這是一個充滿各樣屬靈經驗的時刻…

城中教會立約主日禮拜

我不知道是否會有比這更大的祝福。在這之後，許多人亟欲感恩，有些是
為了感到虧欠，有些是為了得著完全的救贖，有些是為了上帝新的恩典，
治好他們所有的黑暗。」（1775年1月1日）在倫敦，這些崇拜通常在元旦
舉行。當約翰衛斯理訪視全國各循道衛理的會社時，就會舉行立約的崇拜。
在衛斯理之後的時代，發展了數個版本的立約主日崇拜程序，衛斯理
的文獻在整個崇拜中變得越來越少。現在的崇拜遵循著我們基本的模式，
高雄衛理堂立約主日禮拜 讓會眾更可以完全參與，並更新了所用的語言。然而最重要的是，始禮文
是直接取自1780年衛斯理的崇拜。
崇拜的中心，重點在立約禱文，要求人們委身於上帝。這是個嚴肅的約，需要適當地預備，以及
對約要有持續的回應。崇拜的主禮必須要使會眾為這個崇拜做好準備，可藉由禱告或課程來教導。
領袖們也必須負起協助會眾忠於所立之約的責任，可藉由靈性紀律的聚會
來實踐。
立約主日通常在除夕或元旦舉行，因此又稱為守夜崇拜。傳統上，守
夜崇拜持續三小時或更長，包括讀經和唱詩。立約崇拜也可以在顯現節後
的一個主日舉行，或在大齋期、教會週年慶、奮興會或巡迴佈道中舉行。
理想上，這個崇拜一年只舉行一次，並且在每年的同一個主日舉行。儀式
的布置及牧師的穿戴宜用紅色。所立的約文要印給會眾，使他們可以簽名
雅各堂立約主日禮拜
並留作提醒。（來自The United Methodist Book of Worship pp.288-9，譯林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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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職進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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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牧職進修會中，初見美國聯合衛理公會
南卡羅蘭納州年議會的牧職公約，概覽時便讚嘆
其中羅列的項目之詳細。當中分為三大區塊：「
自我關懷」、「家庭照顧和支援關係」、「堂
會關懷」，如同同心圓模式，由最內層的自我，
向外逐步延伸至他人以及教會全體，而這一個
大圓正是一個基督徒整全生命的見證。詳閱之
後更體悟到每一細項都是在提醒我們，如何以「
與上帝有穩定的關係」為基礎及最優先考量，
用一個利己、利他的生活模式作為回應。
此公約書如此強調牧職本人與上帝的關係
以及絕對不可脫離上帝的幫助，便讓我反思到
牧職人員所擁有的身分與職分；我們既有上帝
兒女的身分，亦承擔領導及牧養的職分。我個
人認為，身分與職分若有先後，身分該在職分
以先；我們先是上帝的兒女，才是上帝的僕人。
如此區分並不表示這兩者有優劣之分、或是當
中真的存在什麼差異性；而是我認為既然與上
帝維持密切的關係，絕對是一位牧職人員最優
先的前提下，我們的「所是」一定決定著我們
的「所知」和「所行」，自然也會影響我們的「
所傳」。因此，在公約書第一項自我關懷中明
言：「知道我的限制」，便是道出這層道理。
如果我們不認為自己有限制，不認為自己需要
上帝，那麼我們就難以在上帝的幫助中去履行
一個上帝兒女、上帝僕人應該活出的生命樣式。

撰寫此文的同時，於剛過的主日崇拜信息
中提及一段經文與上面的感受相符。保羅在哥
林多後書一章12節說：「我們引以為榮的，就
是我們處世為人，是本著神的聖潔和真誠，不
是靠著人的聰明，而是靠著神的恩典，對你們
更是這樣，這是我們的良心可以作證的。(新
譯本)」作為一位牧職人員，即使有牧養的職
分，但我們與所有基督徒所領受的呼召並無差
異，便是蒙召作神無瑕疵的兒女，顯在這世代
中，好像明光照耀。只是我們各人是發光於不
同的領域、以及上帝不同的帶領中。以牧職人
員來說，牧養是我們的領域，所接觸到的人群
便是上帝對我們的帶領以及給予我們的託付。
如此，當我們回頭來看公約書，便知道無
論是在什麼樣的情況、環境中宣示立約，不管
在什麼場地、有多少觀禮者、典禮的場面有多
盛大、與會的嘉賓來歷有多高，這些都不是最
重要的。因為我們是站立在至高、至聖、至尊
、至榮的全能上帝面前，祂才是我們與之立約
的對象。我們所事奉的教會和群體則是履行此
約的過程中會經歷到的部分，我們唯有倚靠這
位與我們立約、又應許幫助我們的上帝，才能
在這過程中活出一個基督徒整全生命的見證。
作為牧職人員，我們的生命便是會友的榜樣，
為的是使更多人能夠繼續如此信、如此活、如
(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協理傳道)
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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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委身 與主再次立約
一張薄薄的紙...代表著我與上主的立約
一張記載的資料...代表著衛理公會的歷史
當再次端詳受洗證或會友證，是否想起當年受洗的畫面...
願意委身基督的畫面...歷歷在您的心坎裡…讓我們再次與上主立約…

傳 承

◆莊孝仁弟兄
(高雄衛理堂)

一張
小小的卡片，幾
行記載，它竟紀錄了
衛理公會數十年的傳承。
遙想當年，我們一家正式在台南市
轉入衛理公會時，每人拿到這張教友證書，
是多麼的歡樂，至今已六十幾年了。我們因
為就業關係而移居高雄市，大兒子友銘出生
後，我們更謹記得，要讓他回到衛理公會，從
黃寬裕牧師(左_父親)、
◆黃怡萱姊妹
幼稚園一直到現在，學習，長大，在衛理堂
黃武雄弟兄(中_爺爺)、
(安素堂)
中協助教會服事。
黃怡萱姊妹(右_作者)
出於牧家的我，
在教友證書的另行裡，它也見證了衛
爸爸到哪裡服事，直接決定了我生
理公會的成長變遷，聶樹德牧師早年曾
活的環境與型態。爸爸第一次調派就前往
在福州市從事牧職，後隨信徒轉移到
最偏遠的馬祖教會，當時我年紀很小，在那裡
台灣，開拓教會，廣傳福音，很
讀了一年的幼稚園。雖然印象朦朧，但我知道馬
受到我們的尊重與懷念。
祖教會的每個會友都是真心待我們一家人，很照顧
我們，讓我有一段美好的海島記憶。四年後離開了馬
祖，從國小到高中，爸爸都在板橋榮恩堂服事，所以我
的學生時期大多是在板橋。榮恩堂的會友們就像一家人，
彼此緊密連結，教會雖小，卻沒有不足。至今我最好的
一群朋友們都是在榮恩堂一起長大、一起建構回憶的。
如今我們一家離開板橋榮恩堂第五年了，現在在東吳
◆牟李紅庚姊妹
安素堂服事，我也同時是東吳的學生，活躍於東吳團
(台北衛理堂)
契。這個地方是爸媽的母校，也是我的母校，爸
我今年85歲，民國
爸是在這裡認識神，而我在這裡更加體會到神
36年在四川衛理公會受洗，感
對我的帶領。教會生活已注定是我人生的
謝神信靠祂是一生最美的祝福，現
一大部分，很感謝三個教會在我人
在行動不方便，但我每週二參加小
生不同階段留下了神的愛。
組，週五參加禁食禱告會與作志工摺
週報，每主日一定到教會敬拜神，
每天讀經為國家，教會禱告，並十一
奉獻。感謝神豐富的帶領，甚
願一生在神的殿中瞻仰祂的
榮美，求問祂直到見
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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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蕢建華前會督
(城中教會)

我是在
天恩堂參加青年團青
年團契（MYF)由方大林
牧師施洗，在受洗之後即刻就
舉行入會禮；要再一次的宣誓，重新應
許在領洗時所立的願與所起的誓，並立志
忠心遵守。委身在所屬的教會中，成為熱心
服事的會友。
當時在領洗後，還要行加入或轉 入禮，
再次的提醒、委身、立志，那種感動，至今
雖已過了一甲子的年日，但回想起來，仍
深深觸動且驅動著我！
我要服事主！還要繼續奮力
服事主！這是我一生對上帝
呼召的回應。

◆鐘玉蘭姊妹
(安素堂)

我在安素堂認識耶
穌受洗，至今沒有離開過，
原因之一是沒有搬家，但最主要
的是在這裡可以打好根基，衛理公
會重視聖經的教導，牧者帶領查經解
經都不偏離神話語的教導，讓我能從神
◆莊孝仁
(高雄衛理堂)
的話語中得幫助。衛理公會也很重視禱
告，從禱告中得安慰與力量，禱告中
與神有美好的交通與回應，
那是我無比美好的事，
感謝讚美主能在衛理
公會得造就。
會友證放入

聖經中

▲

◆楊段翠玉姊妹
(台中衛理堂_滿60年會友)
轉入證

台中衛理
堂楊段翠玉姊妹48年12月
27日受洗，成為會友。由第ㄧ
任穆藹仁牧師施洗禮。
我和母親帶著妹妹，從大陸輾轉來
▲受洗證
台，隨著父親部隊，定居台中。當時藉由東海大
學周恩慈老師，引領我和家人歸主，成為台中衛理
堂的會友。當時我們生活比較艱難，家庭裡每樣大小
事，都受到教會牧師、傳道、同工極大的幫助。這些
點點滴滴深刻在我心。
因著母親段鄭秀英，帶領家人大大小小有二十多
人信主，成為敬虔的家庭，樂意來服事神，來回應神
的愛。感謝讚美上帝，在我的家中彰顯神的榮耀，
讓我樂意成為台中衛理堂會友。我雖然於民國48
年受洗至今，仍然相信上帝施恩的手，要祝
福我們的教會，成為更多人的幫助。

◆卓景鋈前會友會長
(安素堂)

記憶中
我是1964年夏在台
北衛理堂受洗歸主。當
時台北衛理堂主任牧師是從
美國總會派來的美籍牧師聶樹
德，我的原始受洗證是妥為保存
的，茲因目前整修老屋，一時無
法提出。我在衛理公會作為會
友的已超過半世紀。曾擔任
衛理公會多項職務，人人
均稱我「卓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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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小百科

常常問「會友」

(本文作者為衛理神學研究院
◆陳繼賢 宣教牧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曾幾何時在教會生活都有過很多疑問，也是不少人在共同經驗裡的疑問。「衛理小
百科」專欄接到友好來函請求解答有關「會友」的疑問，本期回覆幾個有關衛理公會
的會友制度常被問到的問題。

Q
A

我不是會友，而且還沒受洗，可以參與聖餐嗎？
衛理公會教會舉行的聖餐是公開，歡迎所有跟隨基督的信徒們參與，不管是在哪個
教會領洗都被歡迎。
至於還未受洗的弟兄姊妹雖然不能領聖餐，但教會並不拒絕他們參與記念基督
為我們的罪代贖、克勝死亡並且復活，以及等待基督再來作王。衛理公會鼓勵
牧者在聖餐禮中，歡迎未受洗的信徒一同來到聖餐桌前，讓牧者為他們禱告，
接納他們為跟隨基督的一份子。(目前僅部分堂會實施此方式)

Q

那我要如何才能受洗？

A

Q
A

一般情況是恆常參與聚會者，在教會聚會滿一年，教會都會接納申請。申請後會
有信仰班∕洗禮課程，對信仰有更確切的認知，也簡單的認識本會歷史與傳統。另
外，牧者會安排個別面談，瞭解信仰狀況，也為個人信仰解惑。洗禮舉行前也會
安排牧者、執事與領洗者一同見面，好讓領洗者由教會代表接納他們，同時扶助
他們信仰成長。洗禮一般會在聖誕節與復活節時期舉行，可以提前向牧者表達個
人的意願，讓牧者好作安排。(目前僅部分堂會實施此方式)

加入教會後，我有甚麼要做的？必須要十一奉獻嗎？
其實跟受洗前差別不大，繼續恆常參與聚會，如主日崇拜，與教會會眾一同參與禮拜；
加入一個團契，在信仰群體中一同成長；靠著讀經、靈修等，在靈命上越發成長，在生
活上實踐信仰。
十一奉獻，這是一個信徒的信心操練。在衛理公會傳統來看，信徒所擁有的錢財、才能
等都是上主託付予我們，作為代管者的我們有責任去加以善用上主賦予的各種恩惠，並
以此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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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的朋友在別的教會已經領洗，也到衛理的堂會聚會一段時間，
但不是衛理公會會友，他必須要轉入教會嗎？

A 教會的大門永遠是開放給所有願意尋求基督信仰的人。衛理公會不排斥其他教會會友來
聚會(崇拜)，也不會要求必須轉會加入我們的。
衛理公會著重我們自身循道衛理運動的價值和信念，向內在信仰上長進，向外實踐信仰
與服務上主託付予我們的鄰舍。追求過聖潔的生活，並渴慕社會聖潔，讓生命在人前作
見證，向成聖的生命越走越近。若是轉入衛理公會，並不僅只是一個教會會友的會籍，
更是認同循道衛理運動的意義，共同實踐上主召命的一個盟約。
在其他教會已經受洗並有意願加入衛理公會的弟兄姊妹，在堂會聚會了一段日子，認同
教會的方向，經過牧者面談後，會在主日崇拜中安排轉入禮，接納他們加入教會。
如果我工作或念書要到其他縣市，因此到了其他堂會聚會，

Q 我原來堂會的會友身份還有效嗎？

A 會友因為工作或念書在外，無礙於會友身份，也不會因此
被取消。會友在其他縣市尋求聚會教會上遇到困難，可以
徵求牧者意見，牧者會樂意提供意見與協助，讓信仰與生
命繼續被建造。當然，原來的堂會仍歡迎大家回來聚會。

以馬忤斯見證分享

邁出一步，上帝開路
◆杜彥萱

之前，面對姊妹邀約參加以馬忤斯之旅，
我因不同理由而婉謝。今年，熱心的姊妹再度
詢問，我則因轉換工作擔心未來的不確定性而
再次拒絕。但，這位姊妹不輕言放棄，在報名
即將截止前，又傳訊息給我：「我真的不死心，
想再問妳能不能去….。」我猶豫了，決定試試看。
原本準備三月初到職，思考後，鼓起勇氣
跟老闆爭取延後至3月11日(一)才報到，也就是
以馬忤斯營會結束後的隔天。意外地，老闆竟
爽快地同意！我似乎沒有其他落跑的正當藉口，
遂即刻報名參加這趟”意外的旅程”。
面對從台北南漂至高雄的新生活和新工作，

我比想像中還要焦慮和害怕，儘管試圖用正面
的態度去調適，其實，在不知不覺中，默默地
把很多情緒掩蓋起來。直到在旅程中，我的情
緒和壓力得著釋放，我哭得像個孩子一樣，才
明白自己有多麼需要神的愛。上帝透過愛我的
弟兄姊妹們，讓我願意敞開自己，也願意相信
神的愛超過我能想像的寬廣，以至於能夠面對
內心深處的不安。
以馬忤斯之旅對我來說，是一趟信心之旅。
從裹足不前，到有勇氣邁出第一步，驚訝發現
上帝必開路，且有豐盛預備。神的恩典真超過
我對祂的想像！
(本文作者為雅各堂會友)

以馬忤斯推薦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20/01/23日止。
T27弟兄旅旅程日期：2020/2/27-3/1，T28姊妹旅旅程日期：2020/3/05-3/08，
每旅36位客旅，額滿為止。(如報名人數未達20位，該旅程將取消，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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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特刊

最美的 禮物

NOEL

◆周麗修

十月校慶活動甫落幕，衛理上下又開始為
十二月慶典活動忙碌了起來，我們統稱它為愛
心月活動，每年都有個清楚的主題就是「把愛
傳出去」。校園裡的基督徒同工們不僅很有使
命的想要將救世主降生人世的信息傳揚出去；
也想藉一系列的慶典活動去體現主耶穌的教導：「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
是對我做的。」的福音精神；更想在五彩繽紛
的聖誕燈飾裝置中，邀請大家靜下來思考聖誕
禮物的真正意義，也就是降生馬槽裡的小耶穌
是主之愛所賞賜的表徵，那我們所有受造的生
命可不可以也成為是主所祝福的一份禮物，為
周遭帶來平安與喜樂！所以在十二月的衛理校
園裡，我們以詩歌傳唱、以戲劇表達、以行動
服務。讓十二月的衛理充滿動人的讚頌!
學校教師同工們配合愛心月主題展開系列
課程的導入及參訪活動:如在生命智慧課程裡閱
讀與主相遇翻轉生命的故事；校牧安排講座邀
請「傳愛」人物現身說法見證主愛。低年級安
排參訪慈善機構，藉此學習社福機構愛人助人
的精神及同理弱勢者的生命困境；中高年級則
是前往育幼院、醫院、養護中心等，以活潑的
帶動唱活動，近距離關懷弱小的弟兄姊妹及問
候孤苦的長者；並進行採訪報導校內外愛心人
物，以效法他們的善行。至於高國一班際詩歌
比賽優勝班級則成為到校外教堂問候並獻上祝
福的天使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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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課程介紹外，以基督之名立校的衛理
女中，也希望藉由各類聖誕活動讓全校師生能
以行動傳揚主愛，因此，十二月初至善樓中庭
即點燃象徵生命真光的點燈活動、師生團契同
工們為終日辛勞的工友伯伯阿姨舉辦福音茶會
獻上感恩、總務處為全校教職員及眷屬準備的
聖誕愛宴、至於在平安夜裡至善路上可愛的衛
理女孩以甜美的歌聲為人傳報佳音。而結合衛
理校友及家長會熱心挹注的愛心月募款或校慶
園遊會義賣所得，全數奉獻給當年捐助的團體
機構，希望在寒冬時節能竭盡心力將溫暖送到
需要的地方。
在籌備聖誕節愛心月活動中，特別感謝衛
理校園總是有一群愛主的弟兄姊妹們，他們深
知已經得著了上主送給他們最美的禮物，同時
還盼望分享出去讓更多人也得著
這份最美最棒的禮物，所以在繁
重的工作負擔中仍喜樂的傳揚主
愛，常在一起禱告熱情讚頌上主，
這是衛理校園最美麗的風情，也
是主所賜的珍貴祝福。
(本文作者為衛理女中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