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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信仰群體生命見證的力道
◆龐君華

立秋已過，暑氣依然逼人，九月份我們即
將舉行今年的「宣教牧養聯席會議」，記得去
年我們總結了過去事工發展的現象，我們雖有
傳揚福音，開拓教會的決心，但是即便與其他
發展快速的教會有同樣的策略，結果卻往往未
盡理想。當時的反省「就是我們達成我們目標
的『力道』不足」（參〈徹底門徒運動下的蛻
變〉，衛訊第106期）。
我們要進一步反省下列問題，什麼是我們信仰
群體成長的「力道」？如何產生這樣的「力道」？
其實，這「力道」應該是指我們這個信仰
群體的生命力，一種不斷成長的動能。就像一
株充滿生命力的植物，即便在泥淖中，或牆縫
間，依然能夠兀自生長的力量。
這種信仰群體的生命力，源自於我們與生
命源頭－我們的主－密切的關係，所產生出來
的一種活生生的力量。換言之，也就是我們群
體的成員與上主關係的品質，呈現在我們生活
動靜存留間的表現，呈現在我們對外在環境回
應的力量。我們是否能不但不被外在環境所影
響而隨波逐流，反而能夠逆流而上，成為改變
這個世界的力量？

然而這種生命的品質，不是建構在一連串熱
鬧的活動中，而是奠基於我們每日「跟隨主」的
實踐裏。所以跟隨基督不是一種概念或知識，而
是一種動態的生活，也就是我們的「日常」。在
天天跟隨的路上，我們體現一種不一樣的生命
情調，並且邀請人們與我們一同結伴跟隨。
這就是過去大半年來，我們透過在各區舉
辦的「門徒與佈道」講習的目標：「確認我們
門徒（跟隨者）的身份，找回我們信仰生活的
活力，回歸與上主深度且密切的關係，並以此
為基礎關懷我們周遭的世界。」
九月份我們更將推出新的會友證，這就是
一個門徒身份的提醒，我們不單是口頭宣稱我
們是基督的跟隨者，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群體生
活中要確實地提供我們門徒生活的共同操練的
機制，使我們每日對上主的恩典常有新的經歷，
並帶著使命對周遭人分享這種生命的經歷。因
此，我們是「內尋靈性深度，外展事奉服務」
的信仰社群。
在我們這樣的信仰實踐與關懷社會的行動
中，為我們所在的土地、社會、文化帶出新的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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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小百科

衛理公會宣教士 大學畢業宣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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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將要到尾聲，歡喜今年還是有青年們參與短宣去服事，讓筆者想起曾經在差會工作
時，有過帶著青年人去辦兒童活動、下田拔花生插秧苗的日子。這一期小百科特別來個
宣教專題，介紹幾位衛理公會的大學畢業生在宣教路上做了甚麼。

中國宣教的倡議者――衛斯理大學的大學生們

萬

基

為

順（在加州時期）

衛理公會在中國宣教的開始，歷史上都會追溯至1835年，由
幾位康乃狄克州的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的大學生
發起。該校在創校初年已設有關注宣教事工的學生組織──宣教士
講堂（Missionary Lyceum），從差會或宣教士收集不同地方宣
教資訊，舉辦演講、讀書會、祈禱會等各種關心宣教的活動。在
1835年一次講堂中討論到「當下哪一國是需要宣教士？」，有三
位學生Benjamin Tefft、Daniel Kidder與萬為（Erastus Wentworth）
不約而同的都提出「中國」，學生們都相繼附和提議，希望對中
國工場有更多的關注。消息很快傳到當時校長Willbur Fisk耳中，
由身兼差會委員的他提出議案，中國宣教計劃也很快被接納。
起初發起的三人畢業後都投身在牧職與基督教教育事業之中，
萬為是唯一一位前往中國，在1855年帶著他的學生基順（
Gibson Otis）進入中國服事。基順因著中國宣教經驗，1865年
回到美國後被派到加州開拓美國華人事工。

來華宣教的先驅者――柯林和懷德夫婦
雖然1835年在衛理公會已有中國宣教呼聲，但直到1847年才有首
批宣教士，柯林（Judson D. Collins）與懷德（Moses C. White）夫婦
三人前往福州。當時的柯林是一個剛從大學畢業兩年的年輕牧師，在畢
業時已經向年議會自薦要成為宣教士前往中國，甚至豪言壯語：「如會
督能使我在船桅之前有立足之地，我靠雙臂之力，自能曳引到達中國，
且自食其力無須他求。」會督沒有潑他冷水，讓他先牧會累積經驗。在
募集宣教經費的同時，又為柯林尋覓同行的伙伴，最後找來已按立副牧
並持有醫師資格的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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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小百科

三人在前往福州的路途上，先後到達廣州、
香港和廈門，拜會不同差會的宣教士；在福州
與美國公理會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三人初期每
天花六個小時學習中文，在半年後開始以醫館
和學塾接觸當地居民，當時成果並不算理想。
在事工的第九個月，懷德夫人因水土不服而病

懷德夫婦

逝。柯林與懷德後來也分別在1851年和1852年相繼因病回國，最終沒有機會看到衛理公會在華第
一個福音所結的果子。其他的宣教士接續福州工作一直到了第十年（1857），始有陳安與家人
歸主，並受洗加入教會。翌年柯林的中文老師黃泰雄在聽福音多年後，終於接受福音並領洗加
入教會。

事工眾籌的踐行者――胡醫師和沙醫師

胡醫師、沙醫師

重慶今天有一所醫院稱為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
院，早年名叫寬仁醫院，由衛理公會宣教士建立，背後
有由衛理公會創立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
的學生組織「雪城在中國」（Syracuse-in-China）支
持籌建。
「雪城在中國」是大學裡的基督徒學生組織之一，
由兩個醫科畢業生胡醫師（Gordon D. Hoople）與沙

醫師（Leon E. Sutton）於1921年發起。兩人在1915年秋季參加青年會的營會，有天聽到雅
禮協會（Yale-in-China）的胡美醫師（Edward H. Hume）分享在長沙的服事，激發了兩人要
在雪城大學成立學生宣教組織。雖然回校後很快就淹沒在醫科學習與實習中，但沒有使他們忘
記籌組學生宣教組織的事情。在快要畢業時，胡醫師與沙醫師積極與人分享想法，尋求更多學
生參與，並籌得33,000美元作為「雪城在中國」的開始。衛理公會的差會因著他們熱心的舉
措，決定與「雪城在中國」合作，由差會支付宣教士薪酬，「雪城在中國」則負責為工場的事
工進行籌募經費。兩人在發起「雪城在中國」的同一年成為宣教士，被差派到重慶，為華西地
區醫療與教育走出不可或缺的一步。

小百科悄悄話
聽說東吳大學校史館將會於下學年開幕。該校早在蘇州時期是由衛
理公會宣教士建立，也有很多本會牧師與信徒領袖參與教學和治校
工作。將來開幕後，讀者們可抽空去參觀，認識衛理公會早年在高
等教育的參與。

2020.08衛訊110期

3

宣教事工

宣教士的生涯三步曲
◆晨光宣教士

最近幾年，新心夫婦、小菊和我陸續從海
外的宣教工場返台，投身在台灣不同的宣教領
域，即使返台多年了，我們仍不時被問道：｢什
麼時候回去宣教工場？｣，大家似乎認為宣教
士的禾場就是在海外，回到母國，還有｢用武｣
之地嗎？
在此，我想跟大家淺談一下｢宣教士的生
涯三步曲｣，釐清宣教士在不同階段的角色：
(一)Pre-field進入宣教工場前
在成為｢準宣教士｣接受差派之前，其實要
經歷一段漫長的養成過程。通常，一個人剛領
受宣教的呼召時，當下的感受是｢歡喜快樂｣者
少，相反的，｢疑惑、抗拒、逃避｣者眾，因為
知道宣教不是一條易路啊！但是，上帝非常有
耐心，祂會不斷地把宣教的sign (記號) 放在你
面前，叫你無可推諉，最終接受並確認呼召！
這是非常關鍵的起步，因為宣教的神親自揀選
祂的使者，如同當初揀選保羅成為外邦人的使
徒一樣。在確認呼召之後，選擇差會，接受聖
經與跨文化宣教裝備，決定宣教禾場，尋求教
會的支持與差派，最終，踏上宣教之路。
(二)On-field 在宣教工場上
初入宣教工場，帶著忐忑而又興奮的心情，
以及｢得人如得魚｣的雄心壯志…。然而，｢蜜月
期｣很快就結束了！艱難的｢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排山倒海而來，開始學習當地語言，
跟背不完的單字文法奮鬥！適應陌生的生活環
境和宗教氛圍，在筆者的宣教地，清晨四點多
就聽到清真寺傳來嘹亮的喚禱聲….，團隊中的
宣教士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教派，帶著不同的
神學與文化背景，在異文化的處境下與｢跨文化
2020.08衛訊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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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一起事奉，有許多碰撞與挑戰，有時還會
出現｢雞同鴨講｣的冏境，但令人驚奇的是，看
見上帝的手在我們當中拆除巴別塔的咒詛，主
使用一群不配的工人，在看似不協調的團隊組
合中，學習同心事奉，只因我們都是為著相同
的呼召，而來到這片｢離家千萬里｣的土地。
(三)Off-Field 離開宣教工場後
宣教士會因為不同的原因而離開工場，返
回母國，例如：重大疾病、年老退休、子女教
育、完成階段性任務、無法取得居留簽證、差
會另有任務指派、宣教地發生戰亂….等等。有
些宣教士在合適的時機重返宣教工場，有些則
留在母國，從事宣教教育、在差會辦公室做後勤
工作、動員宣教、招募與培訓新的宣教士…，這
些有著豐富宣教經驗的資深宣教士，成為新的
宣教浪潮幕後的推手。我們幾位返台的宣教士
也在台灣不同的宣教崗位上各司其職，例如：新
心宣教士成為｢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台灣區辦
公室主任，小菊宣教士在台中｢Radius Asia宣
教訓練中心｣教導語言學，裝備對宣教有負擔
的人，筆者則在差會負責｢宣教士關顧｣，並參
與｢Perspectives宣教心視野｣和｢EWI走進穆斯
林世界｣等國際宣教課程的教導，並和其它差
會一起動員宣教。
結語
面對風雲變換的宣教路，每一位宣教士都
在學習如何｢跟隨神的雲柱火柱｣而調整步伐，
或紮營，或起行，都有神的時間和計畫，宣教
生涯的每一步曲，都讓神掌權，讓神去譜寫祂
所喜悅的樂章，我們所要做的，只是｢順服｣與
(本文作者為宣教差傳委員會委員)
｢忠心｣。

宣教事工

推動宣教主日－使命必達
◆侯協明

衛理公會在中國
一八四七年，美國衛理公會差派柯林（
Judson Dwight Collins）和結婚才兩天的懷
德（Moses Clark White）夫婦，從波士頓（
Boston）出發，經過四個月二十天，走了一萬
九千三百多公里的航程，於九月六日抵達中國
福建省閩江口岸，船沿江直上，三天後抵達福
州。懷德的妻子不久就生病，九個月後去世。
柯林工作兩年半後也患上重病，不得不回美國，
不久也去世。美國衛理公會首四年派了十二位
宣教士到福州，但到了第七年，即一八五四年，
十二位宣教士有三位已死，七位生病回國，只
留下兩位在福州。起初十年共有十六位宣教士
到福州服侍，因病回國和返回天家的超過一半，
可謂傷亡率高、效果很小。差兩個月就到十年
時，才有一人——陳安在福州天安堂受洗。
一八四九年九月先後派查理士泰勒夫婦及
秦石牧師和戴醫生在上海一帶工作。另外也在
華北張家口一帶發展，至一九三九年美國衛理
公會合併後，在中國所發展的教會也合併稱為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不可思議的是，一百年後的一九四七年，
天安堂慶祝衛理公會來華宣教一百周年時，全
國已成立了九個正式年議會；計福州、興化、
延平、江西、山東、華東、華中、華北及華西
年議會。另外，在張家口還成立了臨時年議會。
教會增長快速，會友已超過十萬，牧師五百餘

位，二百位助理牧師及二百五十位女傳道。在
教育、醫療及其他的社會服務上，皆有驚人的
成就，計有五百餘所小學、四十五所高級中學、
七所大學（如燕京、華西、協和、東吳、華南
女子大學等），四所神學院，六所聖經學院、
廿八間醫院及多所孤兒院等慈善公益事業等。
並在福州設有中央議會，由肯斯理（Kingsley）
擔任首任會督，中國籍的會督有王濟平、江長
川暨陳文淵三位。正如《聖經》所說：「一粒
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宣教士的付出孕育
了中國大陸的衛理公會。
大部份宣教士默默付出，有些無人認識，
也從來沒有被紀念。許多西方宣教士付出了代
價，才能建立教會。

衛理公會在臺灣
一九四九年當大陸變色時，大陸有十六個
省的本會會友，跟隨政府播遷來台，並分別在
各地開始聚會及陸續建立教會。
今年宣教委員會推動宣教主日，訂於每年
9月第二主日，紀念當年第一批的宣教士柯林
和懷德夫婦他們於1847年9月抵達福州後開始
宣教，盼望藉著推動宣教主日激發弟兄姐妹傳
福音和宣教熱情，願感動衛斯理約翰的靈加倍
感動我們。
(本文作者為宣教委員會主席)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28:19)
2020年9月13日訂為宣教主日，欲想要與本會支持的宣教士面對面的接觸，
讓您親身經歷他們奮勇傳福音與主同行的精采經歷，
敬請有意願的堂會洽宣教差傳委員會幹事-消姊妹。
敬請有意願的堂會洽宣教差傳委員會幹事-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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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憫

▲鄭憲章牧師全家福
當有人問我說：「妳好勇敢喔，為什麼敢
去柬埔寨！」我都會回答：「我不勇敢，我只
是因為我爸要去！」真的是因為我爸。
那時候年紀還小，第一次去柬埔寨旅行，
很天真以為爸媽只是要帶我們出國玩，結果根
本就是去場勘。市區導覽後，和爸媽回到飯店
一起禱告，僅僅因為覺得柬埔寨的小孩們很可
憐，所以才哭了；沒想到爸媽順勢詢問我們去
柬埔寨的意願，當時我和妹妹堅決搖頭說不，
雖然這樣的反差嚇到他們，但卻沒嚇到他們心
中那份想去柬埔寨宣教的心。
第一次去的時候只去一年，時逢我升小五，
要和同學朋友分開其實很不捨，但是還是得這
麼做，因為更不想和爸媽分開。
其實那時候的我心裡十分不樂意，想到還
要自己帶台灣的課本教材去自修，根本沒老師
教我，我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常常有個念
頭就是，全台灣這麼多牧師，為什麼就是我爸
爸要去？但在心裡安慰自己就這麼一年，忍忍
就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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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得知要去的時候根本氣炸，因為當
時柬埔寨的張燕宣教士準備要回國休假進修，
所以爸爸是被當時的聯合宣教委員會邀請回去
接替主任的位置，因為他們認為爸爸相較其他
人有經驗。那時我們才剛回台灣半年，原本好
不容易捱了一年回到台灣，又再得知要去兩年，
還是重要的國中時期，我和妹妹根本就在家裡
一哭二鬧引起小家庭革命，但我們還是不敢離
家出走。
第二次去時，我們是正式被差派去的，要
離開的時候，感謝很多會友叔叔阿姨們來送我
們，但不捨感性地說再見後，還是得踏上孤獨
的路程。
在柬埔寨的日子，我想是很多人無法體會
的辛苦，但其實也有很多有趣的回憶，不過當
下並不這麼覺得，只是覺得很厭煩。炎熱的天
氣，落後的環境，不同的文化，在在都讓我有
很多的衝擊。
回到台灣以後，又過了好幾年，我升上大
學，某年去參加一個營會。其中有一天午餐時
間，和一個不同隊的輔導坐在一起吃飯，閒聊
之中知道他們夫妻希望要去別的國家宣教，但
是不知道孩子的想法，也擔心害怕之後未知的
事。像是觸動到我內心深處的想法一樣，我與
那位輔導侃侃而談。我分享當時候去柬埔寨的
心情，以及內心的轉變，和對爸媽從不解，憤
怒，到轉為比較正向的面對這個同儕並不會有

宣教事工
這種特別人生經歷。我鼓勵那位輔導順從聖靈
的感動，但也告訴她必須好好和孩子們溝通，
並且讓孩子們說出他們的看法，詢問他們是否
支持等等。當輔導真誠的看著我，衷心的感謝
我給她的建議，並且像是釋懷一樣地說心裡感
覺輕鬆很多，負擔也沒這麼重了，因為得到寶
貴的心得，從宣教士孩子的心情中，獲得了第
一手的分享。
我突然領悟了一件事，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所發生的事情，對於未來將會如何。當時，
人在柬埔寨的我，並不認同整個經歷，甚至是
討厭那段時光的。但當那位輔導回饋我的時候，
我才明白，上帝常常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是我
們所不能想像。就如同祂知道這位輔導的心情，
派人(我)安慰她；和祂知道當我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了解當時的這段經歷，是為了造就我，
讓我能夠在別人有需要的時候，成為很好的安
慰和鼓勵。
這並不僅是只有我之於那位輔導，是個很

好的鼓勵，讓她更有勇氣；而輔導之於我的回
饋，更讓我領悟到一些事；而是這一切的所有，
都在上帝的掌握與保守當中。這不就是萬事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嗎？
當然這不是全部，當上帝用這段經歷磨練
我，造就我的時候，上帝還有其他交付給我的
任務，只是當我知道是什麼的時候，或許又是
一段時間以後了。而那個就是我們所無法測度
的，上帝的時間軸。
許多時候我們總是抱怨，總是埋怨上帝，
為什麼給我這個，為什麼給我那個，我不希望
或不喜歡的，但我們是否在過了一段時間後，
去慢慢回想反思，思索上帝的恩典與任務。當
初上帝所給予我們的那些看似苦難的辛苦挑戰，
其實是鍛鍊與造就我們，讓我們有那樣的經歷，
能夠苦人所苦，與他人共感，與其他上帝所愛
的兒女，有生命的交集，分享上帝在我們身上
所做的美妙之工。
(本文作者為北竿佈道所鄭憲章牧師的女兒)

息
本會消

會友證
更新計劃
本會將於2020年9月推出
會友證更新，為配合本會
「會友證更新計劃」，本
會將於9月起在各堂會建
立會友資料，供會友登記
領取本會新會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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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隊

出隊是偶然，
耶和華以勒卻是
必然

—羅東短宣隊有感
◆伕名

你問：這次短宣想必是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吧？
欸，不算是，根本不到一個月的籌備。
你又問：那想必是經驗老道的成員囉？
嗯，也不是，大多是第一次參與的新人。
你實在好奇：請問這支短宣隊伍究竟有什麼特別？
除了新手為主軸，難得的是弟兄和姐妹的比例是3:1。

沒錯，既是新手，又以弟兄為主的羅東短
宣隊，主要由四批人馬戮力同行：東吳大學校
牧室團契學生、三組衛理公會青年（台北衛理
堂、安素堂及本地羅東衛理堂）。這次的短宣
隊不僅是匆促成行、菜鳥成林，和短宣教會—
—羅東衛理堂也是第一次配搭，實在讓人不得
不上緊發條，嚴陣以待。出隊之先，考量到決
定時間太遲，當地的兒童營招生不及，正愁國
小學童不足（短宣前只有一位學童報名），不
知兒童營辦得成抑或辦不成？人多或是人少？
反而就是這種未知不確定的狀況，激發出一些
野戰訓練計畫，並且就各種可能場景，沙盤推
演出好幾個備案來因應。
首先我們必須發傳單宣傳兒童營、此外也
連續踩街、行走禱告，走遍羅東衛理堂四周的
社區、學校、商店、醫院和市場。多數成員是
第一次短宣，反倒成為優勢，因為可以擬定清
晰步驟的訓練（發傳單、行走禱告），規定每
個人都要上場，開口問候才能發出手中珍貴的
傳單；另外透過預演模擬及闖關活動，讓每組
隊員可以精準又親切的問候附近商家，最後甚
至商家能夠接受我們為他們禱告；當然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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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童營仍持續進行（儘管小朋友只有四人，
短宣隊成員人數遠超於此），看到東吳學生和
衛理青年「怡然」幫助孩童暑假作業課輔，「
安然」陪伴玩桌遊，「欣然」和孩童唱詩歌玩
遊戲，活出基督徒「君然」的生活樣式。
雖然籌備時間不夠充足，行前訓練實在不
夠紮實，但卻在這份戰戰兢兢中看到聖靈與我
們同在，體驗到背後多人代禱的同工，神恩典
的軌跡處處可見！透過短宣隊的掃街，讓羅東
衛理堂在當地被聽見被看見，也讓三個衛理公
會堂會青年從心合一同心合意。同時經歷到有
願做的心，上帝就多加添勇氣和心力，這群菜
鳥年輕人從畏畏縮縮到加油打氣，最後歡歡喜
喜撒種歸來，體驗聖靈同在、基督肢體同心的
舒暢。最令我感動的是，從沒看過一群弟兄彼
此吆喝賣力鼓勵的「傻勁」和「拼勁」，「看
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詩篇133:1）
最後要謝謝羅東衛理堂周明乾傳道願意接
待我們，承蒙傳道師母一家竭力的款待與全程
參與。感謝神，因著祂我們得以同工也被造就，
服事祂的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