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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訊

                

這一年，在疫情環伺的陰影下，我們續步前行。
這一年，挑戰是新的，艱難依舊。
這一年，步履雖艱辛，但卻是非得往前行的關鍵時刻。
這一年，背負雖沈重，我們仍循著循道先賢的腳蹤，找尋我們的身份。
這一年，我們也探索著…歷史的主讓我們在此地設教的使命與託付。
這一年，我們重申我們這個群體的初心，成為徹底門徒的意義。
這一年，我們統一我們的步伐，「門徒與佈道，衛理向前行」，因為成熟的門徒，必然樂於佈道。 
                善於佈道者必是真實的門徒。
這一年，我們的牧職團隊，整裝待發：副牧傳道重溫我們的基本牧養，各區義務傳道，確定事奉
                定位，連結配搭各區宣教牧養。我們全體牧者，再次確認我們的呼召，重尋靈性生命的
                品質，堅定有所為與有所不為的牧職倫理。
這一年，我們藉著新的會友證，讓我們一起回到最初的紀律，最基本的操練，為要同心走更遠的路。
這一年，我們仍然修築新的教堂與建築，北衛、馬祖、竹山，讓人看到我們在紮根這塊土地上的
                決心，以及近七十年頭，上主的恩典與引領。
這一年，總會與堂會，肝膽相照，相互支援，互為後盾，為要同心興旺福音。
這一年，我們更敏感，我們的土地莊稼已發白，我們的社會還有許多陽光照不到的角落…
這一年，…疫情環伺，我們續步向前。

◆龐君華

下一年，我們仍在這一年的節奏中，一點一滴的重建我們的團體，
                教區有議會、堂會有班會、總會成為宣教的後盾。
下一年，啟航後我們仍要建構我們的關懷與傳承。
下一年，挑戰是新的，恩典是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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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
上主的恩典是夠用的

會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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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吳復校建校奔走的會督――黃安素會督

話說外雙溪

        上一期提到一位曾經服務於蘇州與台北東吳大學的宣教士戴蓀（Joseph Dyson），
有讀者反映對東吳大學和衛理女中的相關發展感興趣。這一期回顧衛理公會在外雙溪事
工的源起。

(本文作者為衛理神學研究院
 宣教牧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陳繼賢

        說到東吳大學，校內設立安素堂，是為紀念本會在台事工創
始和推動東吳在台復校的黃安素會督（Bishop Ralph A. Ward）
而建。1950年黃會督原訂離開中國大陸後退休，但聽聞本會教友
流落於香港和台灣。1951年美國衛理公會委派他再度到訪亞洲，
其訪問報告提倡盡力在教會植堂、開辦醫療和教育工作提供協助。
1952年美國總議會接納意見後，認為黃會督是當時最瞭解情況的
人選，因此請他前往開展事工。

在中國大陸宣教初期的
黃安素牧師（約1910年代）

        與此同時，黃安素會督在台得悉東吳校友積極籌備復校工作，加上昔日負責中國大陸
華東教務，與東吳大學關係匪淺。會督對復校尤為關注，在台港教務之餘也為復校工作奔
走。在美國衛理公會已答應籌建東海大學的工作，無額外的資源投入東吳復校下，復校工
作極為艱巨，但經過黃會督和校友們對復校的投入，以及為教會培育人才的想望，美國衛
理公會最終還是支持東吳部分事工，至後來1955年起更將東吳大學重新納入衛理公會事工
之中。
        東吳在台復校的歷程中，校友們於1951年在漢口街設立東吳補習學校，並開始物色永
久校址。在1954年法學院獲教育部准予立案後，進一步推動建校計劃的需要，終在1956年
覓得士林土地建校。在購地與建設的募款上，黃安素會督主動向美國衛理公會尋求支持，
同時透過個人人脈進行籌款。在黃會督的傳記Bishop Ralph A. Ward and Soochow University
中，記述當時奉獻予東吳大學籌建總額為237,093美元，近八成是美國匯入的捐獻，其中
74,171美元是應會督呼籲募款，可見會督為復校投入的心力。可惜黃會督於1958年突然離
世，未能見證同年秋季啟用的新校址。

        在黃安素會督離世前一年，適逢政府鼓勵辦學，加上本會教友參與教育事工的經驗，
遂向差會建議籌辦女子學校的計劃，也就是今天的衛理女中。經過籌備委員會一年時間的
研究，年議會提請差會支持硬體建築，並派遣兩名教員支援英文和音樂教育。在黃安素會
督離世後，黃貝介德夫人（Mrs. Katherine B. Boeye Ward）原計劃1959年回美退休，但

衛理女中的早期顧問――黃貝介德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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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女中破土儀式（1960年）
左起：省教育廳劉真廳長、黃貝介德夫人、
施梅士會督（Bishop W. Angie Smith）、
董事長陳紀彝女士（後來的首任校長）

漢口街東吳補習學校；台北衛理堂成
立初期借用的主日聚會地點（1953年）
左起：黃仁霖將軍、穆藹仁牧師、
施季言先生、聶樹德牧師

因其宣教工場的教育事業經驗與識見緣故，美國衛理公
會婦女宣教部邀請她再次前往台灣，執行一項女子中學
的籌設與指導工作。黃夫人因此出任婦女宣教部於衛理
女中的在校代表，與在台的婦女服務會籌劃設校工作。
        黃夫人早年服務於衛理公會在南京的匯文女中，並
曾任該校校長，成績斐然。1941年獲其母校內布拉斯加
衛斯理大學（Nebraska Wesleyan University）頒授教
育學榮譽博士。仗著過去服務的淵源，與十七個衛理公
會在華女子學校旅外校友會取得聯繫，並且願意募款支
持衛理女中籌建。在募款工作的順利之下，董事會也密
鑼緊鼓的覓地建校，最後選擇了與東吳大學鄰近的現址。
1960年下旬，在婦女宣教部審議核准建築設計與建設計
劃，1961年初開始建設。衛理女中順利在同年9月下旬開
辦，第一年共招收183名女學生入學。
        黃貝介德夫人自創校開始擔任衛理女中顧問，同時又任本會婦女服務會幹事和顧問工作，至
1964年衛理女中顧問任期返美休假，後再轉到香港服務至1967年退休返美。

        外雙溪能有今天東吳大學與衛理女中，幸賴很多人的協助而
成，沒有美國衛理公會的援助，宣教士的協調參與，以及落戶台
灣的原中國大陸衛理公會教友，都不能成事。其中外雙溪覓地事
務，更是一位曾經先後是東吳大學的學生、教員、總務長、舍監、
附中校長、漢口街補習學校代理校長、外雙溪籌建主任的人物──
施季言先生的巨大貢獻。
        施季言先生，江蘇海門人，1889年出生。1917年於蘇州東
吳大學學士畢業，留校繼續在祁天錫（Nathaniel Gist Gee）指
導下攻讀生物學，1919年與胡經甫成為該校第一屆生物學碩士
畢業生。施先生繼而留校工作，後來曾教授於三民主義青年團
中央幹部學校和寧波武嶺學校。
        施季言先生於1949年來台，曾被政府任命為陽明山管理局
局長。先生因見流離台灣的失學青年們的需要，1951年與校友
發起東吳復校計劃，在補習學校時期擔任第二任校長（1952-1954），
並受董事會委託展開尋覓永久校址的工作。在東吳外雙溪建校中，
因著陽明山管理局任職的經驗，1956年與士林鎮公所協商計劃，
並獲得鎮長與地方士紳正面回應，購入七甲土地，以及士林鎮公

外雙溪事業幕後人物――施季言在宣教士以外

所贈予的八甲土地，共十五甲土地；施季言先生隨即被大學董事會委派作籌建主任。在籌建進
行期間，衛理公會又獲美國方面支持開辦女子學校工作，得施先生為地權洽商處理提供協助，
順利購入鄰近東吳大學的現址建校。
        施季言先生除了東吳大學與衛理女中建校上貢獻，正當衛理公會在台開展事工之時，先生
亦參與其中，歷任董事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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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台灣近二、三十年教會的發展，在都
市當中的基督徒人口明顯持續成長，若仔細檢
視教會的發展和變革，從內部架構、神學觀念
和牧養理念等到教會崇拜、聚會形式的演變，
會發現常有諸如韓國、新加坡，甚至歐美教會
的影子。最讓人感到意外的，雖然許多教會持
續在人數上突破，但是在台灣，將自己的信仰
和神學實踐於牧會現場的牧者卻相當少見，大
多數傳道人的牧養理念和特色都可歸類於實用
主義，美其言或許可以說是實踐神學在牧會現
場的應用……實際上恐怕是對於自身教會的根
本一知半解、不知所以。
        今年九月初的宣教牧養聯席會中，龐會督
簡要地重述衛理公會在中國和台灣的歷史，一
針見血地點明本宗今日的處境和問題；並清楚
地解釋現今總會的方針：「教區有議會、堂會
有班會」，是來自循道運動核心價值和立約門
徒小組精神的實踐；提醒與會者思考到底衛理
公會的根本是什麼、將來要何去何從？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這個方向和策略是開
始於2018年「蛻變與希望」的願景書，不只

是對於過去提出檢討和改進，更提醒牧者和同
工在如今的光景中更要回到教會最根本也最重
要的任務──培育門徒，使人成為徹底門徒的
信仰群體。另一方面龐會督也就本會產業結構
的進化、人才的培育，及教區、宣教牧養部門
事工的重點與任務提出全盤的規劃與展望，指
出一條可行的長久之道；這在過去台灣衛理公
會當中是幾乎從沒發生過的，因為過去本會的
領袖比較多是見招拆招、著眼於當下，缺少建
立及深化我們本宗的核心價值，及培養我們在
本地宣教的力道。
        與會中，龐會督總結說：「我們要集合各
部門的力量，在各教區、堂會落實現代的班會
『立約門徒小組』的實踐，以厚植我們整體宣
教的力道，開展我們各教區下一階段的本地宣
教行動，以此回應上帝在歷史的變遷下，所託
付我們在台灣設教的使命。」是的，願神向我
們仰臉、光照我們，帶領台灣衛理公會行在上
帝的心意中、堅持到底，讓循道運動復興的火
在台灣能繼續燃燒。

宣教牧養聯席會有感宣教牧養聯席會有感

~2020.09.05宣教牧養聯席會~~2020.09.05宣教牧養聯席會~

◆曾長森

(本文作者為竹山衛理堂主任牧師)



       第五十八屆第一次牧職進修會的主題為「
牧者的生命、生活與事奉」，在龐會督、牧職
會長和眾牧長的勉勵、分享與討論回應中，著
實有豐盛滿滿的領受和不斷迴響的省思。
        耶穌呼召門徒，「來跟從我」，呼召人進
入上帝的救恩；牧者蒙召，「來餵養我的羊」，
忠心愛主、照管主所託付的羊。如果我們檢視
自己服事的動機，是什麼呢？耶穌曾比喻自己
是為羊捨命的好牧人，好牧人認識祂的羊，好牧
人領外面的羊到羊圈來，好牧人遵行父的旨意。
        約翰衛斯理強調透過崇拜、團契、讀經、
祈禱、靈修操練等蒙恩的途徑，培養門徒的敬
虔，也就是內在的心靈品質。牧養是孕育人與

上帝有真實的關係，展現在靈性的培育、聖經
的理解、思想的深度、健康的身體、簡樸的生
活、觀察的敏銳、氣質的優雅等向度。
        為循道衛理運動添上了羽翼的查理斯衛斯
理，所著的詩歌中蘊藏豐富的神學寶藏。對他
而言，聖潔完全的生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更
重要的是在屬靈旅程中不斷的效法基督，並在
其中分享上帝的愛與生命。
        聖潔生活和信心是信仰中重要的基石，這
是一生的旅程。祈願我們一生竭力追求認識主，
活出聖潔、敬虔的信仰體驗，回應上帝神聖的
召命，凡事與蒙召的恩相稱，成為我們心中永
恆的喜樂和盼望。

       經過了牧職進修會的課程後，更明確地被
會督與牧職會長提醒；我們衛理公會牧職必須
成為教會弟兄姊妹的榜樣，與現在的世界分別
出來，並在所住的社會與文化宣揚福音，神必
要透過他的兒女來達成宣教的使命。今天許多
教會軟弱無力的原因，就在於教會有錯誤世俗
化的自我形象，沒有掌握自己的身分，也沒有
了解自己的使命，而教會牧職責無旁貸必須承
擔最大的責任。但是，在一個講求績效，看重
結果，追求成功的當代文化價值觀中，即便認
知教會是神聖與世界分別的，同時又是入世且
滲透社會文化的群體，但是教會牧職的生命要
保持專注於主不容易；不僅如此，一旦掉進此

文化漩渦，很容易被權力、金錢、性等問題綑
綁，甚至耗盡心思和精力。所以教會牧職需要
時常回到禱告裡，唯有靈裡的力量才能使人專
注上帝的應許與基督的使命。
        教會牧職應與神建立親密又美好的關係，
才是避免一切試探的正確方法與態度；如此一
來，才能像耶穌一樣最終以神的話—聖靈的寶
劍來抵擋一切仇敵的試探，並戰勝自己的軟弱。
也因此，與其教會牧職像馬大一樣忙碌於各種
各樣世界的事，更應該像馬利亞一樣選擇上好
的福份，就是常常靜默親近主；並且要常常在
上帝的裡面，禱告尋求神的應許、神的啟示，
成為榜樣讓上帝的國彰顯在教會當中。

◆林怡君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理堂協理牧師)

◆邱惲傑

(本文作者為太平幸福佈道所協理傳道)

與主同行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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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八屆牧職進修會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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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桂

(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會友)

       從香港以馬忤斯旅程後期盼十幾年的靈修
營，終於在10月31日如願以償。
       感謝神！在時間和交通都預備妥當，更大
的恩典是夫妻一同參加靈修營，以期待的心情，
踏上陌生的旅途，「聖愛山莊」是個讓人有像
家般自在的營地。
　　以馬忤斯的旅程結束後的第四天才是信仰
實踐信徒行動的開始。會督與我們初見面時，
一語道破『第四天』的概念，也難怪十幾年前
在香港旅程結束時，屬靈導師一再叮嚀：回到
台灣才是『第四天』的開始！靈修營中教導每
日早、午、晚三禱的紀律，發現過去將「禱告」
看得太困難了；羨慕別人禱告時華麗的禱詞、
濤濤不絕的經文禱告，也有一些隔靴搔癢的禱
告。
       「默觀」的教導讓我憶起20幾年前還未接
觸教會時，無意中接觸的一本書，雖然已忘記
書名，但頗有領受，書裡面的教導一直在我心
裡：靜默、安靜～
       因著會督不斷的教導提醒，每天透過安靜、
短禱、反覆思想、被觸動時、等候神的啟示，
代禱、思想神的愛、回想一天的經歷、求主光
照要修正的、要先做的事，簡單清楚的教導，
讓我這個常常以靜默回應神的人，大大被鼓勵。
這個營會有很多獨處安靜的時間，氛圍是輕鬆

沒有壓力的。所以，有時一人發呆，拍拍天空、
樹木及大自然景象，「腳步放慢、享受片刻安
靜」，對於每天忙碌快速服事節奏的我，這是
極珍貴又奢侈的享受。
　　憑感動拿起一把不起眼的鑰匙，打開心門
剎那間，一道溫暖柔和的陽光透過紗簾灑落在
簡潔的屋內；一眼望見角落處有我渴望許久的
禱告墊．哦！主啊！祢知道我內心渴慕與祢獨
處。安靜中聆聽神的話、回應神，努力作忠心
管家、過合神心意的「門徒」生活，在營會中
不斷被提醒並深刻的領受。
　　感謝天父安排二天的靈修營，透過輕鬆無
負擔的課程，使我更清楚如何過「門徒」生活。
門徒三部曲：1. 呼召/決心作門徒，2. 立約/回
應基督，3. 受託/管家。
　　我要如何回應天父的託付？是否是個好管
家？如何成為好管家？
操練：
一、蒙恩途徑的基礎：每日有紀律的三禱、有
        紀律的讀經活在道中。
二、深化祈禱的生活：祈禱的操練。
三、徹底門徒的實踐：管家的人生觀/默想與
        立約。

　  基督徒生活核心價值：基督託付予你！
對於喜歡獨處的我，這個營會讓我好享受！

滿足的第四天

~2020.10.30-31以馬忤斯社體靈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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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消息

一、初次的認識
        身為衛理宗的基督徒，我們何等蒙恩，得
以領受並體驗會祖衛斯理約翰當年所倡導推行
的循規蹈矩運動。會祖爲當時的志同道合者，
所組織的會社、小團、班會、屬靈同伴、導師
與學生關係的靈命形塑架構，也成為每一位衛
理信徒在成聖的道路上，所依循的模範。我也
有幸在龐君華會督數次有關衛理宗的信仰核心
課程中，有初步的認識，並在當年高衛主任牧
師劉天惠的教導與帶領之下，參與立約門徒小
組。兩位對於衛理宗的信仰傳統，有深刻豐富
知識的牧者，在我們走立約門徒小組的旅程，
提供莫大的引導及幫助。

二、親身的體驗
        在民國102年，我們一起讀完「從上頭來
的呼召」這本書之後，開始高衛第一屆「立約
門徒小組」，有別於以往種種追求靈命成長的
研習聚會，這次的操練應該是趨近會祖當年的
立意。在敬虔與憐憫、群體與個人，所構成的
四個向度下〈依循會祖當年的藍圖〉，我們訂
下相關的約定，相互鼓勵、彼此督責，每週定
期聚會檢討。我與另外四位弟兄成為一小組，
我們訂下包括個人靈修、團體崇拜、關懷他人、
以及社會環境的關注等等。特別印象深刻的是，

小組預備一隻小豬撲滿每人每週投入50元銅板，
為省下零用錢，積存一定數額後做為有需要人
的幫助。我們也適時合宜地關注當前的社會議
題，一起關心討論，但不陷入爭論。這些有其
隱而未顯的意義，是我們處世而不屬世，努力
自我節制，愛神愛人。翌年，為了更多弟兄姊
妹的參與，我們開始第二屆「立約門徒小組」，
這次是我和四位姊妹〈包含內人〉同為一組，
我就被選為小組長。仍然如昔，我們立下共同
遵守的約定。其中個人靈修方面訂下每週背誦
的經文，其中有一些規條約定，也因著我們的
老我和習性，無法達成。我們也彼此督責勉勵、
相互扶持代禱。

三、回顧與檢討
        在經歷兩次的「立約門徒小組」操練之後，
個人對於獨屬於我們衛理宗的一貫歷史傳統，
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成聖的旅途，需要結伴同
行，因為我們深知自己的軟弱；立約的規條，
使我們免於陷入「打高空、唱高調」的窘境，
讓我們的信仰與信仰實踐緊密連結。我們「與  
神與人立約」的一群人，回應上帝的呼召，願
意在這世上同奔天路，攜手併進，何等蒙恩！
何等美好！

(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會友)

我的立約門徒小組經歷
◆張東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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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東泰

        龐會督於今年3-8月分別為北、中、南的教
區舉辦同工訓練，主題為「門徒與佈道－衛理
公會向前行」，一方面是繼承衛理宗門徒運動
的傳統，結合在門徒的架構內談佈道的課題。
要推行「徹底門徒」的運動。8月份中教區訓
練於每週四晚在台中衛道堂舉行。
　    學習中令我們感動的是，原來循道運動的
本身不是為了要成立一個新的宗派，而是要推
動成為真實的基督徒，就是真實的門徒、徹底
的門徒。使人成為徹底的門徒是我們這個群體
存在的目的。
        徹底的門徒不是空談，不能只停留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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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紀律地操練蒙
恩途徑，才能真實的、持續地跟隨主基督，活
像耶穌。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主任牧師)

        台中衛道堂規劃了門徒
與佈道行動手冊，三人一組，
每日讀經紀錄(依循經課福
音書)且每人必須提出三位
福音朋友，愛心關懷、代禱、
傳福音真實行動。因我們彼
此立約、落實聚會記錄、探
訪記錄，每當我們每週三人
小組聚會時，誠實彼此認罪，

分享當週經驗的恩典，也持續為福音朋友的需
要具體代禱與協助。三個月10-12行動中，舉
辦福音餐會、福音禮拜、福音音樂會，因彼此
督責、互相鼓勵，10、11月的活動，我們禱
告中的許多名單與我們一同敬拜。12月聖誕節
期是佈道高峰，願三人行動繼續每天依循經課
讀經，在將臨期經文中，主的話呼喚我們心中
火熱、充滿愛心邀請福音朋友，認識耶穌誕生，
經驗平安喜樂。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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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年來教會擴展的道路中，
基督的呼喚仍不斷地迴響，仍向著我們發出呼
召，要求我們真實地跟隨祂的腳蹤，實實在在、
有紀律彼此勸勉，領人歸主，從不懈怠。

福音行動

福音行動大出擊!台中衛道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