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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 話
各位同工、會友：平安！
COVID-19的疫情在全球都處在嚴峻的考驗當中。我們
一方面為疫情中受苦的世界向上主禱告，求主垂憐讓我們在這
次的危機中明白上主的旨意，祂要我們學習的功課，以及經歷
祂同在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們要為確診染疫的人祈禱，求主醫治。同時也
為在第一線防疫的醫護工作人士守望，求主加添力量。
其實最支持他們的方式之一，就是配合中央的防疫指示，不讓自己暴露在風
險之中，遵守必要的隔離措施，及自我衛生的管理，這樣就不會增加醫護人員們
的重擔。
教會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也當在不違信仰的原則與實踐下，盡力地與社會整
體合作共同抗疫。
我們日常的崇拜與聚會，是我們信仰實踐的重要環節，在現時的情勢下，也
是高風險的活動，所以我們要分外的謹慎行事，以免造成社會及會友的風險與困
擾。
最後，當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突然產生變化，或當患難生死突然感到臨近
時，才是最考驗我們信心的品質的時候。風浪來臨之際，請不要忘記基督也在船
上。讓我們帶著正面積極的態度彼此共勉，也堅立我們會友的信心，反省主此時
所託付給我們（信仰群體）的責任。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
望，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着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
裏。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着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
裏。」（羅馬書5:3-5），彼此共勉！
您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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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龐君華

前言
「來跟從我！」，這是我們的主耶穌當年
在加利利海邊對那批漁夫們的呼召，不但在祂
開始展開彌賽亞的任務初期（約1:43），甚至
在祂復活之後，也是在海邊所謂「最後的早餐」
結束時，也總結祂的吩咐「你跟從我吧！」（
約21:19）。
不但如此，兩千多年來教會擴展的軌跡中，
基督的呼喚仍在歷史中不斷地迴響，仍向著歷
代的聖徒或信仰的群體發出呼召，要求我們真
實地，不懈地跟隨祂的腳蹤。
其實，「門徒」的意思就是「跟隨者」，
有紀律的跟隨者。基督的門徒意即持續地跟隨
基督的「人」。因此作門徒的重點，不在於我
們要做什麼，要透過什麼教材，門徒的重點是
我們是怎樣的人，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如何持續
地、紀律地跟隨主，並且一路邀請人加入我們
跟隨的行列。這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核心課題，
也是我們作為「循道（衛理）運動」的本質，
因為兩百多年前在英倫所掀起的復興，基本上
就是一場要成為「真實門徒的運動」。如果說
循道衛理運動是一個門徒的運動，一個徹底的（
又或是真實的基督徒）運動。那麼面對多元、
效率、工具理性、功利的當代社會，我們應如
何成為真正的跟隨者？
要理解我們循道衛理門徒的特色，我初步
歸納了以下三個特色：

循道衛理門徒運動的特色
首先是動態的救恩觀，這項特色表明成為
門徒，不是一次性的決志而已，這只是一段嶄
新旅程的起點，依照衛斯理的說法，這不過是
穿過了房子的「門廊」與「門檻」之後，進到
屋內，還要繼續地過新的日子。所以「動態的
救恩觀」是要求與上主修復了關係的我們，必
須持續地在生活上對上主的呼召作出回應，以
2020.02-04衛訊108期

2

聖潔的生活回應主，讓主成為我們的生活上唯
一的依靠與價值的考量。另一種說法是，我們
在聖靈中保持住「呼吸」的順暢，因為聖靈作
為上帝的氣（ruah 或 pneuma），恢復上主形
象的我們，就藉著恢復了「呼吸」，也就是接
受聖靈的能力，時時與上主保持密切的關係。當
「呼吸」疲弱時，靈性也就自然會軟弱。
第二個特點是門徒是在群體中提升生命的
品質。也就是說為了要持續地跟隨主，我們需
在信仰的群體中，互相約定，允許群體中的伙
伴可以直接的提醒我靈性上可能的疏忽；我對
成員也有承認自己軟弱的信任，同時我也願意
提醒與協助專注於跟隨主的生活；甚至我們也
一起行動，向周遭的人分享信仰，或一起關懷
身邊的弱勢者。也就是相約一起走在跟隨基督
的路上，一起過門徒聖潔的生活。這種社群就
是衛斯理所持的一個概念「大教會中的小教會」
（ecclesiola in ecclesia），因為成聖的路上孤
軍奮戰的個人主義效果有限。相反的，上述立
志相約所組成跟隨者的群體，將成為教會在現
代世界中改變世界的基本力量，也是近年來總會
所揭櫫的行動「堂會有班會」的具體意涵。
本宗門徒運動的第三個特色是在跟隨的路
上，不是只有口號，實際地依循某些信仰實踐
是有助於達到我們跟隨主的目標—更像基督，
更進一步發展與基督復和的關係。這些實踐包
括了：勤讀聖經、祈禱、禁食的操練、崇拜（
領聖餐）、基督徒群體的團契以及持續的關懷
憐憫我們周遭鄰舍的行動等等。這些實踐也稱
作「蒙恩的途徑」（means of grace），教會
應該要提供這樣的平台或機制，使成員可以透
過這些的實踐，成為真正的跟隨者，也就是門
徒。我們的運動又被稱為「循道運動 」 （
Methodist movement），就是因為我們是認
真務實地依循著這些實踐的方法（methods），
為求更能成為徹底的門徒。

會督的話

教會成為實踐徹底門徒的群體
基於以上三個特性（動態的、群體的、循
道的），要落實在教會的生活，我們特別要強
調以下幾項實踐的重點。
首先，我們信仰群體的成員，要明白參與
教會的意義，就是要學習成為門徒。透過教會
生活，使我們更堅定地跟隨基督，更肯定我們
一生作為門徒身份。所以我們建議強化「會友」
的身份與角色，正式成為會友，也就是立志學
習成為「徹底的門徒」。有意識的會友的身份，
如同自覺自己已註冊成為門徒學校的學生。在具
體的進程中，在信仰的群體裏，門徒的生命得
以循序漸進地成長以致能為主所用，得以與主
改變我們周遭的世界。
所以，成為會友意謂著我們樂意持續地，
與信仰的群體一同回應基督的呼召，以跟隨基
督作為人生使命，也就是一起經歷在基督裏的
成長，回應我們從上頭來的呼召。我們的概念
大致如下圖：
循道(衛理)運動與堂會牧養

心，提供了美國聯合衛理公會的〈門徒課程〉（
分為紅、綠、紫、金四色的教材）以及Upper
Room機構的以馬忤斯活動。這些門徒教材的
特色，不僅是提供信仰的知識或資訊，更重要
是在小組內經過一段時間，培養門徒生活的紀
律（或習慣），使門徒的生活內化為我們屬靈
生命自然的表現。
參加了門徒課程的操練後，會友基本上已
有了群體操練的基本經歷。此時，就開始不再
依賴教材及其進度，而是在一個特定的團體中，
學習彼此立約，共同在崇拜、靈修、關懷與社
會公義的範疇內，制訂門徒生活實踐的內涵與
進度。這項實踐其特色是兼顧了敬虔之工與憐
憫之工，顧到「內尋靈性的深度」，也流露在
「外展事奉服務」，不但是讓福音改變我們的
生命，也在實踐中與上主一起改變我們周遭的
世界。至此，若我們一生如此實踐，我們就是
持續地（動態地）回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呼召。
然而我們也求主憐憫，使我們進一步成為
可以助人成為門徒的領袖。總會的牧職部門、
堂會牧長、已經實踐門徒生活的會友，進一步
受裝備加入傳道牧養事奉的行列。

結語
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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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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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小團
Select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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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Leader

成為「會友」的起步就是先操練最基本的
團體生活，透過五項原則(衛訊第四頁詳細介紹)，
真實地成為群體中的一員。
在進入基本操練之後，教會就應安排會友
認識我們的信仰實踐的方式，與進一步認識聖
經真理，所以在「會友進階教育」的內涵就是
「蒙恩途徑」的教導。如對聖經的知識，到建
立終生的讀經計畫。認識祈禱的意義到展開有
紀律的祈禱生活等等。
在上述兩個階段持之以恆的實踐一段時間
後，堂會的牧者或小組長應該引領該會友預備
接受門徒課程的操練。目前本會的門徒培育中

過去我們嘗試參考了許多教會增長的策略、
教材、模式等等，企圖在短時間內達到教會成長
的效果。但是近年來我們的經歷卻不是如此，事
實讓人不免氣餒，許多用在其他信仰團體中的策
略或教材，往往用在我們身上卻未能顯出果效。
這顯示了我們的迷思，忽略了教會的本質
是門徒所組成的信仰團體，她的成長是門徒運動
的成長，是許多願意回應主的呼召的門徒們，
以門徒生活的見證 （「你們來看！」約1:39），
邀請世人也回應上主的呼召，加入門徒的行列。
所以教會真實成長的實力，是在教會中一個
個真實實踐門徒生活的群體所作的見證。從願意
成為會友開始，所開展出來的門徒成長之旅，隨
著成員內在生命的力量，所流露的見證，使教會
面對所處時代的挑戰中，成為逆勢成長的「力
道」。甚願接下來我們在建構「教區有議會」的
同時，也同樣建構出「堂會有班會」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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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專欄

強化衛理宗會籍制度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升溫，人們重新體認自身免疫力的重要
性，提升免疫力就是增強人面對病毒威脅的作戰能力。靈性也
需要提升”免疫力”，才能面對動盪的環境以及各種試探誘惑，得以站立得穩。增強身體
和靈性的免疫力都必須持續操練，非一蹴可幾。今年總會將強化會籍制度，並提供新版的
會友證，其中的五項基本操練特別引導我們，持續地在信仰生活中進行這五件事。當這些
美好的習慣養成，靈性自然提升。

會友的五項基本操練：

1

每週參加主日崇拜，如不克出席，請向堂會或小組長請假。
（因為家人會彼此關心）

固定將一段時間分別出來，暫時抽離繁忙的工作，專心敬拜上帝。是休息，也是提醒，
重新安頓身心，預備一周的開始。若不克出席，事先請假以讓肢體之間放心和關心。

2

每月守十一奉獻(多寡不拘朝向十一，表明主權在上主)

十一奉獻，是以感恩之心回應上帝豐盛賜予的具體行動；同時，再次表明我們所有的一
切皆來自於上帝，主權在於上帝，並學習有智慧地管理金錢。

3

至少加入一個堂會中的小組或團契（表明出我們有真實的關係）

在教會的小組或團契中學習順服、謙卑、彼此相愛、更像耶穌，生命更成熟。若有肢體
生活，發展在主裡的真實關係，互相扶持，較可避免因落單而落入試探攻擊的危險。

4

至少參加一項服事或服務（學習付出）

我們同屬基督一個身體，也各自作肢體，各盡其職，共同建立教會。教會之外，也鼓勵
以愛的行動，服務人群。

5

一年中至少參加一項造就或裝備課程
（不斷充實與成長以致更有效助人）

學習，使我們超越狹窄的認知，以基督為中心的視野更認識真理，生命更新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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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培育中心

門徒與佈道：關係導向的佈道
關係導向的佈道不是獨立於在門徒生活的架構下的佈道，不是只重談道方法或佈道技巧。關
係導向的佈道是成熟的門徒生活的必然表現，從人與上帝（靈性）、發展出人與人（鄰舍）的關
係，進而邀請人加入門徒的群體的過程。
所以這是上帝從個人內心的更新、外顯於基督徒生活的品質、以此見證復活的基督、到邀請人加
入門徒的群體，承擔基督所託付見證福音與改變世界的責任。
2020預計開課時間：
為突破固有的思維，提供以下的步驟去實踐徹底門徒的生活：
南教區：3月份
╳ 這不是一種佈道方法或技巧（如：三福、四律、關懷佈道法…） 台南地區：4月份
中教區：5月份
╳ 這不是一個年度的計畫的口號（如：佈道年、倍增…）
北教區：7月20日
O 這是信仰成熟的基督徒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詳細資訊，
O 這是徹底的門徒生命的流露
請洽本會門徒中心

所謂關係導向的佈道：三層關係建構下的生活見證
第三階段：我們與你(引介受關懷者參與堂會的團體)
●慕道小組→參加為信仰而設的課程→參加主日學（造就）。
如： 一對一、初信造就、讀書會、新舊約綜覽、福音查經。
●帶領參加團契，如：小組、姐妹會、弟兄會、青年團契、長青團契等。
●邀請參加主日崇拜（全方位的認識信仰與屬靈的友誼）。
●邀請決志，如：慕道班、佈道會、福音聚會、受洗課程。
●進入教會的生活，朝向徹底的門徒，如：門徒課程(紅/綠/紫/金本)、立約門徒。
第一階段：我與祢
（個人與主的關係）
●救恩的起點，確認與上主的
關係(如：受洗課程)。
●在每日的靈修中與主相遇的
經歷(如：靈修筆記、禱告與
靈修生活、基督裡的良伴、
以馬忤斯第四天的操練)。

3

1
2
第二階段：我與你（我們與周遭的鄰舍）
●與上主關係調整後的我們，積極禱告尋求在職場、家庭、
鄰舍中展開關懷的行動，建立與他者關懷與信仰分享中的
關係(如：綠本、立約門徒)。
●透過聆聽與分享（不是吃喝玩樂，建立彼此分享生命經歷
的關係）(如：信仰分享、關懷佈道法)。
●以默觀的態度，聆聽生命的故事(如：靈修營、獨處默想)。
接觸
活動
認領

建立關係
聆聽
分享

邀請
決志
加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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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工

2020年「回衛」青年營會工作坊分享

服事

◆呂立威

.......

講到工作，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厭世、
疲憊或是必要之惡，甚至是實踐理想及賺
取財富的方式，但是身為基督門徒的我們，
需要了解上帝對工作的設計並非如此。工
作是進入上帝正在做的事，留意上帝在做
什麼並且參與其中，一切從神主動發起，
我們需要問的是：「神要我在哪裡參與神
國的工作？」面對世界的試探排山倒海而
來，身為基督門徒，我們需要培養超越的
眼光，看到另一個現實：「這是天父世界，
祂仍掌權！」因此，我們在職場中，要「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先問問自己哪裡
是神對我的呼召之處，將自己投身在神的
國和神的義的實現當中。當我們不再為自
己而工作時，我們將會看到上帝對工作更
豐富深層的意義。期盼每一個基督門徒的
我們，帶著使命，充滿活力，擁抱工作！

(本文作者為榮恩堂弟兄)
.......................................
...................................................

..................

◆吳佳玲

............................................

.......................................

................................................

...........
成長於台灣的學生，求學的歷程是一個有
選擇的自由，卻又無法不選擇的路。因此，學
生們面對學業初始的疑問大多是「為何要求學」
及「求學的意義是什麼」。在當前的體制下，
學生們看似是為了搏得更好的成績、更高的學
歷而讀書。當然，隨著教育理念的改變，學生
們更多開始為了找尋自我的價值而讀書。但無
論前者或是後者，求學的目的都是為了可以享
更好的未來，又或者可以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而讀。然而，身為一位信靠基督的門徒，我們
當尋求神對學業的心意。確實，求學是為了使
自己成為更有價值的人；不過，這個價值在於「
活出神所造的樣式」及「服事這個世界」。因
此，一位基督徒學生當按著「神如何造我」及「
神呼召我去服事誰」，這兩件事情去走學業這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本地傳道)
條路。
..........................................

..........

工作

◆彭德全

.....................................................

學業

服事並不只是指那些在教會裡面做的「事情」，諸如：講道、帶領敬拜、招待……，而是
指一個「生活方式」。因著我相信上帝的掌權及帶領，因此我帶著一個「為祂而做的心」過
每一天，試著「按祂的心意」做每一件事情，這一整個生活便是我們的服事。
在這過程中，難免遇到挑戰以及環境中不可預期的改變，一個「有進有出」、流動的生
命力能幫助我們面對這一切。「進」是從上帝支取力量，「出」是對人的給予和付出，這個
(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協理傳道)
不斷流動的過程將確保我們的生命是活潑且有動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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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工

...............................

從亞當離開伊甸園後，上帝就不斷呼喚著人回轉到祂懷抱中。於是，上帝差派愛子耶穌，
讓人可以藉著祂回到上帝的懷抱中。這是上帝對每個人的呼召，亦即普遍的呼召。另外，還有
特殊的呼召。在中世紀前，人們普遍認為只有修道人員、聖職人員需要上帝特殊的呼召。不過，在
宗教改革後，新教的神學家們開始意識到原本被認為是世俗的工作，本身也具有神聖性（文化
使命），因而每個人都有被上帝呼喚進入其工作的召命。
上帝在人類歷史和你我的短暫生命中運行，不像操縱木偶的人，設定場景，舞動絲線，卻
像偉大的導演，無論我們被命運指定了怎樣的角色，都能在旁邊提醒，告訴我們，我們只要打
開耳目和心扉，甚或即使有時沒有那樣做，但我們可以如何演繹這些角色，以至使整個大型的
人類話劇更加豐富、崇高、神聖。而我們的呼召在哪呢？借布赫納（Frederick Buechner）的話說：
「召命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悅與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會之處；這交會處有一個個精彩的故事。」
.................................................................................

愛情
基督徒談情說愛

....................................................................

◆黃建彰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本地傳道)
..................................................

◆賴玲

(本文作者為平安堂主任牧師)

.....................................................
.............................................................................

......................

呼召

此次青年培靈會，感謝神使我們有機會了解青年們的感情世界，並與他們聊聊基督徒如何尋
求另一半的過程，並且他們並不孤單。
上帝賜給我們欣賞的能力，欣賞也是上帝所賜的禮物！有句話說喜歡一個人就像欣賞一首歌
的曲，愛上一個人是更懂得他的詞，上帝造我們使我們獨一無二，且賜給我們愛的能力，正如雅
各書8：7提到：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將和也不能淹沒。現代的父母與教會牧者輔導同工，無法

迴避，更應當以真誠接納的心陪伴青年度過這個人生重要的階段。
愛的渴望，每個人都有，但基督徒的愛出於天父，並是全然的委身，用年輕人的話來說，喜
歡是看感覺，愛是用心；喜歡是出於欣賞，愛是勇敢付出。基督徒最徬徨的莫不過是如何選擇愛
的對象？到底什麼樣的人適合神心意的？我們會不會愛上不該愛的人？有些因素的確會有極大的
影響，也希望這機會與青年們分享：
一、愛的對象與我們的同質性。名著小王子的作者聖修伯里曾說：真正的愛不是互相凝望，而是
往同一個方向看去。家庭、教育、國家、文化、信仰，都是塑造我們價值觀的重要基礎，若彼此
價值觀差距甚大，會造成許多溝通的困難與問題。
二、愛不是要成為別人心目中的自己。若對方對我們有許多要求條件是超過能力以外的，這樣的
愛情很難快樂，更難活出神所造我們的恩賜與特質。
三、愛的對象，心是封閉的。現代家庭社會有許多的問題與壓力，造成許多人罹患憂鬱症或其他
心理的問題，有時因為愛所以我們會有拯救者的心態，但唯有神能醫治人受傷的心靈，我們需要
更多求神的幫助，若我們自己在原生家庭中曾經受傷，我們需要先尋求神的醫治，在尋找愛才是
對自己對對方都好的。
四、愛的對象，有觸犯法律的行為。現在社會有許多試探與引誘，若對方有不良的嗜好與習慣，
不能期待結婚後就會改變。相信上帝恩典幫助能經歷真實的悔改且不再犯，但往往另外一半需要
陪伴一段艱辛的路程。
以上並未將不信主放在當中，也鼓勵青年們若你看重神看重服事，你的另外一半也會看重，
反之亦然，若在戀愛中仍將神放於生命首位，相信神也將透過你帶領愛的對象認識這位偉大奇妙神，
愛的功課也是我們屬靈成長的養分，雖然過程雖有挫折，但若我們一心尋求神，神必引導帶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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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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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解答了會友問題，會督跟筆者提到有本會會友問起與會名相關的問題，本期
小百科繼續解答會友們的疑問。

Q
A

衛理公會為何命名「衛理」？
衛理公會是1939年由三個衛理宗分支組成：美以美會中文名取自差會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的縮寫 M.E.M. 而來，監理會取自會名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的 Episcopal 監督的意思，而美普會也來自會名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 縮寫 M.P.。
在1939年合併之初，只有英文會名 Methodist Church。中文會名的落實要到
1941年在上海舉行合併後第一次中國教區的中央議會（Central Conference），
在與會代表達成三分之二贊成票通過「衛理」作為新的會名，華人教會則一直採用
至今。

Q
A
Q
A

衛理公會為甚麼是「公會」？
「公會」在字典上有兩個義涵，一是同業的聯繫組織，二是眾人集會（
Assembly）。在意義上表明衛理公會是信仰聯繫組成的群體，同時也承載著衛
理公會在1939年合併歷史，並繼承著共同認信的傳統、理念與實踐的關係。

在台灣有「衛理」，也有「循理」，有何分別？
在字面上，衛理公會英文是Methodist Church，而循理會則是Free Methodist
Church。在歷史上追本溯源，都可以追溯到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的關係。
循理會是在1860年以自由教會（Free Church）形式從美以美會獨立出來，脫離議
會體制的教會管理，當時自由的另一義涵是宣示支持解放奴隸。
在台灣除了衛理公會和循理會擁有相同的歷史源流，另外從日本傳入台灣的聖教會
、從美國來的拿撒勒人會，以及源自英國的救世軍的幾個友會也能在歷史中追溯到
與衛斯理約翰相關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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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小百科

Q
A

Q
A

台灣、馬來西亞都有「衛理公會」，為何香港是「循道衛理」？
衛理公會在幾個地區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東南亞宣教工作早在十九世紀已
經開始，台灣和香港都是因著服侍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而開始。
香港今日的循道衛理是合併自英、美兩國的衛理宗教會。來自英國的循道會
早在1851年來到英屬殖民地的香港開展宣教。衛理公會則在1949年中國大陸政
權易手後，部分傳教士被派駐香港。循道公會與衛理公會在香港各自發展，但曾
經成立循道衛理宗牧師聯合組織（Joint Methodist Ministries Group）建立合作
關係，後來更在1970年初通過兩會聯合草案。1971年香港衛理公會實現自治與
自養，成立香港基督教衛理公會。至1975年兩會正式聯合，成立香港基督教循道
衛理聯合教會。

台灣的衛理公會與世界上衛理宗教會有著甚麼聯繫？
台灣的衛理公會在1973年已經自立自養，但與最初建立宣教工作的美國聯合
衛理公會仍有聯繫，台灣亦派代表出席四年一度的美國總議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聯合衛理公會成員有所交流。
此外，循道衛理宗的華人教會也組成「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聯會
是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包括西馬、砂勞越、沙巴）、澳洲、台灣的衛理公會，以
及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華人議會組成，每隔數年舉辦一次宣教大會和青年領袖
大會，促進華人循道衛理宗成員互相交流。下一屆宣教大會將於2022年在新加坡
舉行。
英國：英國華人循道會

美國：
華人聯合衛理公會
緬甸：緬甸華人衛理公會

香港：
香港基督教循道
衛理聯合教會

台灣：
澳洲：
中華基督教
澳洲基督教
衛理公會
華人衛理公會

印尼：
印尼基督教
衛理公會

紐西蘭：
紐西蘭基督教
華人衛理公會
臨時年議會

新加坡：
新加坡衛理公會華人年議會

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成員的衛理公會

砂拉越：馬來西亞基督教衛理公會砂拉越華人年議會
西馬：馬來西亞基督教衛理公會華人年議會
沙巴：馬來西亞基督教衛理公會沙巴年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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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宣教

◆王昱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轉眼間參加美國聯合衛理公會的Global Mission Fellows 計畫已經半年多，
也在這段期間經歷到與神同行的美好以及破碎的痛，但回頭一看，卻看到祂的
祝福處處在日本留下痕跡。
一年半前開始申請Global Mission Fellows宣教計畫，2019年七月計畫開始，前
往柬埔寨受訓，八月底出發前往日本栃木県開始我為期一年半的宣教旅程，平日在名叫ARI(Asian
Rural Institute)的招待處接待日本訪客，ARI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一間以基督信仰為中心的農業技
術學校，過著94％自給自足的生活，每天照顧家畜與農作物，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朝夕相處，
在這當中分享福音，如同使徒行傳裡門徒打造的共同生活圈，與大自然共生，也與當地居民合作，
致力於研究2011年福島核災所污染的環境，盡量將生活環境的輻射減至最低。另外，每年三月底
到十二月有來自非洲,亞洲與中南美洲偏遠地區國家的學生來此學習有機農業與領導技術，學習
結束後把所學帶回家鄉，推動當地有機農業技術的發展; 假日則是參與當地教會的服事，與弟兄
姊妹建立關係，參加以及帶領禱告會、查經小組與青年團契，儘管生活忙碌但也相當充實。
這半年多，看到許多日本人的家庭問題與痛苦，日本傳統文化也造成福音傳播的速度緩慢，
但神正透過多人的陪伴，漸漸地打開日本人的心。我也在這段時間中，從基礎開始學日文，經歷
到來自多方面的文化衝擊，但也體會到人的有限與神的無限，學習將一切交託給神。
想邀請您與我一起禱告，相信有一天，祂不只會翻轉日本，且會使用這個國家成
(本文作者為GBGM台灣青年宣教士)
為祂手中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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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蓉宣教
代禱信訂閱

青年宣教
◆范晨悦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目前參與美國衛理公會海外青年宣教計畫的夥伴范晨悦。
在巴拉圭的日子已經要進入六個月了，感謝這裡的本地牧師家庭
還有亞松森長老教會的徐牧師家庭，他們待我如家人讓我在這裡
的適應更加快速。說實話其實在這裡的生活不容易，尤其當地人
只說西班牙語或是瓜拉尼語，英語幾乎是完全不通的，所以我目
前一週上三個小時的西語課以補足這方面的需求。但是學習新的語言真的是一大工程，是需要靠
慢慢累積的，尤其在來這裡之前我是完全沒接觸過西語的，所以蠻吃力。至於生活上因為社區有
吸毒的居民，本地牧師也擔心我一個人出門又是女孩子還有一張亞洲臉會很危險，所以出門幾乎
都要結伴同行，這對我來說也是要適應之處，因為我在台灣太習慣一個人到處趴趴走。
一月中的時候有來自巴西的短宣隊來訪，提供義剪還有指甲修剪的服務，也為教會的小朋
友舉辦夏令營。其中我體會最深刻的是他們的禱告會，他們圍成一個圓圈然後把燈關掉邊行走邊
禱告。雖然語言不通，但是我覺得透過關燈能夠更讓我
更專注在禱告上，帶給我很多力量。
看似困難重重的宣教旅程，其實上帝派很多小天使
來幫助我，雖然隻身在異鄉蠻孤單，但是我相信耶穌與
我同行就是最好的陪伴！請繼續為我代禱及奉獻！

GBGM
青年宣教

台灣衛理公會持續與世界各國
衛理公會建立良好的連結與互動，
其中亦包括美國聯合衛理公會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MC)。
美國聯合衛理公會支持聯合衛理公會的教會和全球事工，其
中更包含專為年輕人設立的計劃。聯合衛理公會(UMC)環球事
工宣教部(GBGM)，為推廣青年參與機會，在亞洲設立機構
Generation Transformation，此屬全球性事工，計畫主要目
的為使這世代青年有更多參與宣教服事的機會。
台灣衛理公會亦鼓勵20-30歲青年進行海外宣教深造也將積
極協助各堂會年青學子們。如有興趣，請洽總會青年事工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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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見證

踏上福音船，為主傳100%的恩典
◆楊蘭欣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16:9）
當我看見上帝親手將瀝青混合碎石，為我
鋪上前往福音船服事的道路時，我便知道，這
一生無論我往哪裡去，無論做什麼，上帝總會
與我同行。
我從小在衛理公會成長，作為第三代基督
徒，很自然地接受耶穌，也透過門徒訓練、聖
經造就以及教會服事奠定信仰根基。對於未來
或自己的人生，沒有什麼偉大的夢想，因此總
是羨慕那些志向堅定，一生做好一件事持續不
懈的人們。成為宣教士，其實從未出現在我的
人生計劃，我只是簡單想著，在有能力做到最
好的年歲時，能跨出去為主傳福音，僅此而已。
第一次聽聞福音船，是在我大學時期。與
團契的弟兄姊妹第一次踏上停泊在基隆港口的
忠僕號開始，這艘海上書船讓我看見透過傳遞
知識，將福音帶進人群中的美好盼望。認識福
音船後，我便把這份微小念想放在心中，那時
有太多實際的限制和擔憂諸如語言、費用等等，
使我遲遲不敢踏出去，卻仍在心中留存上船的
期待。強化這個期待並轉為行動的關鍵點，是
從澳洲開始。
「我想看看上帝所造的世界中那些不同文
化的人們，與他們一起生活，一起經歷神的恩
典。」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我和妹妹前往澳洲
打工度假，短短二年的生活，我們與許多不同
文化的人們相遇，但最重要的是與巴拉瑞特華
人團契的邂逅。
參與在團契之中，我真實看見這世界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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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們渴慕福音。短短10個月內，見證了七
位慕道友決志並受洗，生命從此改變。我們在
當中陪伴，與他們一起學習成長，也見證了主
耶穌奇妙的恩典。
回到台灣後，我一直在思考與尋求，深埋
心中的宣教異象隨時間更加強烈。於是在2018
年底，開始提出詢問，預備申請福音船，期待
能與宣教團隊同工，將耶穌所賜的愛與盼望分
享給世上仍未聽聞過福音的人們。
2019年8月，現役的福音船─望道號接受
了我二年期的申請，由於上船前需自行籌募宣
教經費，我又再次從中經歷上帝的恩典。雖然
我參加的並非衛理公會推行的宣教計畫，但從
我開始遞交申請時，台南衛理堂就願意做為母
會以奉獻和禱告支持，後續得到木柵衛理堂及
各堂會牧長和教會兄姊的支持及奉獻，會督也
於12月親自為我舉行差派禮。無論是募款奉獻
或簽證申請，種種事上使我體驗禱告帶來的力
量，即便募款金額龐大仍未募足，簽證申請困
難重重，仍然能看見上帝逐步開路，彰顯祂
100%的恩典。而如此超凡的恩典，都有許多
弟兄姊妹參與在其中。
非常感謝上帝，讓我能擁有許多神隊友，
願意用禱告、奉獻、訂閱代禱信、關心問候等
各種方式與我一起踏上這趟宣教旅程，對於即
將經歷的未知旅程，我願與主一同乘風破浪，
願福音興旺。
(本文作者為台南衛理堂會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