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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徹底的門徒
(約二十一：15-19)

相信大家都想看看我這位新的領袖是否能
夠帶來一股新的動力、新的氣象，是否能帶領
衛理公會這個大家庭進入應許之地，就像約書
亞帶領以色列進入迦南美地。我深深知道：「
我」，一定是不能的，當時的「約書亞」也是
不能的。在約書亞記第五章，以色列將與迦南
人爭地前，約書亞看見一個帶著刀的人，他就
知道，他的確不能帶領以色列人爭戰得勝，只有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才能！
有幸被神揀選我成為衛理公會的會督，我
猶如約書亞般的戰兢與軟弱，需要眾會友的扶
持代禱，更祈求上帝帶領並賜下元帥親自率領
衛理公會邁向神所賜的應許之地。於此同時思
想摩西的接班人約書亞，若沒有耶和華的幫助，
約書亞是不可能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的。
其實，耶和華早已經給以色列人清楚的異象和
應許，他們「必然」可以進入這流奶與蜜的應
許之地—早在摩西時代，或者更早，以色列民
族就有這個應許，只是以色列人自己拖延太久
了。而神給在台灣的衛理公會有什麼應許，有
什麼異象呢？用現代人的流行術語—有什麼願
景呢？我們已經實現了嗎？還是在路上呢？或
是在拖延中？
剛好五月第一週的主日福音經課題到約翰

◆黃寬裕

福音二十一章，耶穌和
門徒的最後早餐，我們
會看到「捕魚和牧羊」
的異象，這也是耶穌給
門徒的異象和使命。耶
穌第三次向門徒顯現之
前，門徒已經經歷過兩
次耶穌的復活了，但是
他們竟然沒有立刻出去
傳福音、為主作見證，
竟然還在重操舊業，回家鄉捕魚，而且還很失
敗，因為整夜沒有打著甚麼，直到耶穌顯現，
經祂的指示他們才打到魚，得以與耶穌共享最
後的早餐。之後，耶穌再次挑戰彼得，你愛我
比這些更深嗎？你愛我嗎？你愛我嗎？問了三
次。在耶穌最後一次的挑戰後，彼得和這些門
徒才真正出去傳福音，走上宣教的旅程，才真
正成為門徒，並興起門徒的運動，一代一代傳
下去。所以，透過「最後的早餐」給予這些門
徒的異象是「捕魚和牧羊」的異象，順從主到
底，成為「得人漁夫和牧養信徒」的門徒。這也
是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八章給門徒的大使命：「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同樣，
這也是耶穌給所有教會的異象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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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公會的異象是甚麼？使命
是甚麼呢？當然也是承續這個精神
與異象，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繼續得
人如得魚和關懷上帝的群羊。只是
要如何更具體化，有更清楚的目標
和方式呢？在2003年時，本會經過
多方的討論，確立我們的使命宣言
「以世界為牧區，宣揚福音、追求聖潔、造就
門徒、發展小組，建立榮神益人的教會。」至
今二十年。針對使命宣言的內容，如宣揚福音、
追求聖潔、造就門徒、發展小組，我們一直都
持續進行，只是做得如何而已！
六年前陳建中牧師剛上任會督時，為衛理公
會訂下的主題為「蛻變與希望」，提醒衛理信徒
成為「徹底的門徒」（Radical Diciples）。其
實，約翰．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 1921-2011）
在他最後作品《世界在等待的門徒》（The
Radical Diciples），就使用這詞「徹底的門
徒」提醒信徒如果不徹底做門徒就會隨波逐流，
這世代需要許多徹底的門徒，這世界才會被改
變。同樣在我們的信仰團體（衛理公會），也
需要徹底的蛻變，就是要興起一個門徒運動，
要有更多的 Radical Diciples，而且要非常徹
底，非常積極，甚至需要有更大的動力和行動
力，這個信仰群體才會被大大的更新！這時，
我們需要反省一下，我們的信仰團體有沒有產
生動力，有沒有被更新呢？三年很快就過去，
接任的龐會督一樣強調徹底的門徒運動，並給
我們清楚的內容和實踐方式「內尋靈命深度，
外展事奉服務 ，合一建造教會」。「內尋」（
inward）就是要深度地，並持續性地經驗與神
的同在，就是操練敬虔的靈命，而「外展」（
outward）就是具體行動，去實踐神的公義與
憐憫，只有內外在同時進行，才能真正興起門
徒的運動。要形成一個運動首先就必須要有紀
律，而紀律如何形成？龐前會督告訴我們就是
要透過「教區有議會，堂會有班會」的機制。
其實，過去約翰衛斯理興起的循道運動就是如
此，透過教區會議和堂會班會（小組），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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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門徒運動，班會小組就是最基本的門徒運
動單位，最基本的組織。我們要抓住班會小組
的精神，才能持續產生門徒動力，這個班會小
組的精神就是立約小組的精神。
立約小組的作法就是讓小組中的每個人彼
此立約，持續有紀律地做出一些行動，小組成
員彼此督促，使每個人都能固定讀聖經、靈修、
主動關懷人，並常常彼此勉勵行善及互相幫忙，
進而促成群體的屬靈更新。舉個例，東吳城區
部團契的學生們，在大齋節期操練為期四十天
的立約小組。他們是兩兩一組，在四十天之內，
個人立志挑戰一件事，天天彼此督促。譬如有
人挑戰每天讀一小時聖經，有人挑戰一進到校
牧室就去禱告室禱告半小時，有人立志背完希
伯來書前十章，有人挑戰天天要運動一小時、
也有人挑戰這四十天不喝手搖飲，或不看電視，
還有人挑戰天天要打電話回家給父親。最後一
天，參加立約小組的人聚在一起分享這四十天
在操練中的掙扎和成長，同學們都大得激勵，
透過四十天立約小組，的確帶給東吳城中團契
很大的靈命復興。立約小組就是讓我們這信仰
群體，透過人人彼此立約，持續走上這條蒙恩
的道路，讓個人和群體走上成聖的道路、門徒
的旅程。或許有人會期待新會督能夠提出什麼
樣的新異象？我會說：Just keep going，持
續走下去，持續作徹底的門徒（Keep to be
radical disciples or Disciples keep radical）。
我的異象就是如何讓門徒的動力持續發展出來，
感覺上不是很新的異象，但這是不變的異象，
如同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三章給門徒的一條新
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這是歷久彌新的
命令！
衛理公會來臺灣到明年就滿七十年，回想
過去循道運動如何在大陸興起，又如何在臺灣
興起衛理公會，然而我們信仰的歷程又如何與
門徒運動連結在一起呢？衛理公會來台70年，
因有先人的篳路藍縷，才能塑近20年門徒運動
的底蘊，神帶領這段深邃又壯闊的旅程，何其
美好。

會督的話
最近我喜歡上一位衛理宗作家司傑恩，他
寫一系列書籍（如上帝的美麗、天國好生活、讓
群體發光等），相當暢銷。最近又讀了他的新書
「深邃又美麗的福音」，這本書除了讓我對福
音有更全備的認識，也讓我了解到衛理宗的信
仰傳統是何等的美好。書中提醒我們要堅持走
門徒的道路，一定會驚豔到這「深邃又壯闊的旅
程」（司傑恩的另一本神國操練系列作品），
我們不能半途而廢。只是我們要反省自己是否
已踏上這旅程？是否這些年來已經失去當門徒
的熱忱和動力？我們知道作門徒是必須付代價
的，作主的門徒本來就是要付代價的，正如潘
霍華牧師的名言「上帝的恩典沒有廉價的」。
門徒的道路就是一條降服的道路（「深邃又壯
闊的旅程」第一章），最重要的是—我們（衛
理公會）要走向一條降服的道路。
我相信：當教會的傳道人和教會的信徒領
袖都願意努力走降服的道路時，就會興起門徒
的運動。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很自我，凡事以
自我為中心，只想證明自己的價值，我們骨子
裡還是貪愛世界，一直被世界的價值觀影響。
這樣的我們，並沒有真正作門徒，我們看似門
徒，其實不是，或者說，我們只是很表面的門
徒。很表面的門徒不是門徒，沒有差不多的門
徒，或許有差不多的基督徒，但絕對沒有差不
多的門徒。再次提醒，徹底門徒的道路是不斷
降服於神的道路！
疫情已經持續二、三年，對教會的影響很
大，看似不樂觀，但我們仍有很大的盼望，因
為我們是主的門徒，主的徹底門徒。約翰福音
二十一章裡，門徒處在最糟糕的處境中，復活
的耶穌在最後的早餐用異象挑戰他們走上門徒
捨己的道路。祂向彼得說「你年少的時候，自
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
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去的
地方。」那時門徒所面對的環境是多麼的艱辛，
最終，這個世界卻被這群門徒大大的翻轉，他們
並沒有什麼才能，也沒有金錢和資源，有的是
門徒不怕死的精神，完完全全降服於神，他們
完全放下自己，去任何上帝要他們去的地方，

完全順服神的帶領。這也是循道精神，是衛理公
會的精神，願意順服主，到主要我們去的地方。
教會在疫情中的挑戰是—如何在疫情中持
續關懷信徒和社會？如何在疫情中持續造就門
徒？如何在疫情中讓教會保持活潑的動力？感
謝主，現在教會已經能熟稔地使用這些媒體科
技來舉辦很多線上讀書會、小組、講座、造就
班和慕道班等，這些活動不受空間限制，更有彈
性，而且品質愈做愈好。所以，如何讓衛理公會
在疫情中，一樣可以內尋靈命深度（培育），外
展事奉服務（佈道）和合一建造教會（牧養），
持續造就更多徹底的門徒，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也是我們最大的責任。
我擔任會督這段期間，可能是衛理公會最
沒有錢的時刻，也是資源最少的時刻，但我們
不再有官司纏身了，我們可以全心投入門徒造
就的事工。我們還有個目標，就是總會和台北
衛理堂共同建造一個全新的宣教教育大樓。更
重要的，盼望不論是硬體的建造或靈命的形塑，
衛理公會要產生更深厚的門徒動力，就像過去
的初代教會，在最艱困的時代，最貧窮的時期，
他們金和銀都沒有，卻可以叫人起來行走！
願聖靈的風，繼續吹動我們這條衛理公會
的帆船，聖靈的風，帶領衛理公會走上美麗又
深邃的旅程，帶出更雄厚的門徒動力，在疫情
中或疫情後，仍能成為榮神益人的宗派！讓我
用約翰衛斯理的降伏禱告（又叫聖約禱文，寫
於1775年）作為結束的禱告。
上帝啊！我將自己完全交託給你。
在祢的創造中指派我站在適當的崗位。
讓我為祢受苦；分配我做祢要我做的工作。
給我任務，或當祢呼召別人時，讓我肯站在一邊。
無論高升，無論降卑；無論富足，無論貧窮。
我樂意將自己和屬於我的一切甘心奉獻給祢。
現在，神聖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
祢屬我，我也屬祢。誠心所願。
但願在地上所立的約直存到永恆。阿們！
（於2022年5月21日新任會督祝聖禮就職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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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1

新任會督祝聖禮暨各職份就職、按牧禮拜
按立長牧之後深感責任重大，特別長牧被教會賦予施行
聖禮和牧養靈魂上的託付，筆者將存謹慎、敬畏的心來執行。
衛理公會作為台灣宣教的禾場之一，筆者要用最大的心力
使台灣的人民能夠接觸到福音。個人也會不斷進修精益求精。
衛理公會身為大公教會的成員之一，筆者確實有責任促
進合一的工作，信徒每週讀的使徒信經裡面提到：「我信聖
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是筆者常思想的一段信仰告白。
願上帝每天給我夠用的恩典，也希望有人為我禱告，感恩！
李信政牧師(晉升長牧)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
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2：10）感謝上主豐盛的愛及無比的恩
典，深信在與主同行的旅程中所經歷的一切，都是信實慈愛的神親自引
領生命的每一個腳步，並且在每一個足跡中，都有祂恩典的記號。
我們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參與在上帝宣教（Missio Dei）的使命中，
奉差遣以行動和言語宣揚福音的好消息，見證基督的愛並上帝國的公義、
和平、喜樂。
祈願一生竭力追求認識主，以耶穌為服事的典範，思主所思，行主
所行，並在其中分享上帝的愛與生命。活出聖潔、敬虔的信仰體驗，回應
林怡君牧師(晉升長牧)
上帝神聖的召命，凡事與蒙召的恩相稱，成為心中永恆的喜樂和盼望。
回想自己按牧過程滿是神的恩典。原先我內心非常猶豫，是否要在堂會還不
穩定狀態中走這段進階考核的路程。不過神卻讓我看見透過論文的撰寫與省思，有
助於確定堂會的方向與踏進社區的腳步，於是按著總會的考核程序來完成這段過程。
進階與否對我來說都一樣是牧養神的家，就如保羅所說：神所求於管家的是
要他有「忠心」。因此，與其說按牧的過程雖不容易，要牧養神的家更是令我恐
懼戰兢。因為知道有一天我們夫妻要向神交帳，所以更謹慎自己所教導的，期盼
能將弟兄姊妹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
求主憐憫我的不足與軟弱，讓我定睛在祂的身上，不論在什麼樣的處境，
彭美玲牧師(晉升長牧) 都能忠心的傳揚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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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十年前正在準備考神學院，那時因上帝的呼召全職事
奉，當時的我還在跟神討價還價，十年過去了，今年順利完成
衛理公會晉升副牧的考核，正式按立為牧師；這一路走來我讚
嘆與敬佩上帝的工作讓我看見神的信實和奇妙。
自從全職進入衛理公會之後，我常常讚嘆上帝在我生命中
做過的每一件新事，如：沒修過教育學程的人，居然可以在衛
理女中擔任校牧，如今被委以重任獨立牧會，即將擔任主任牧
師，感受到自己責任重大，也看到了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
少，但上帝總是打開我屬靈眼睛，讓我不去看世界，而是常常
思想上帝的國，去看到別人的需要，但願我一生緊緊倚靠上帝，
繼續與主同工經歷祂奇妙與大能的帶領。

黃建彰牧師(晉升副牧)

王光玉牧師(晉升副牧)

按牧的前一天，回到師母娘家一個人到茂密竹林的鄰近山坡走
走即將領受按立、內心複雜：興奮、忐忑、不配、榮耀湧上心頭。
在行走祈禱中，耶穌對彼得問的那句「你愛我嗎？」不斷地迴
響在耳邊。上帝呼喚的聲音，既柔和又堅實。這一路走來跌跌撞撞，
深知這不是靠著自己，而是蒙受上帝的眷顧；同時，也對領受這職
份深深地感到不配：我是誰，竟然蒙神揀選事奉祂。
年議會進行到按牧時，微微顫抖地走上台前，像是一種光榮赴
死的決心。當會長為我繫戴上「領卡」（collar）時，我知道我是
被耶穌領著，要效法祂，倒空自己，成為向著基督已死的人。那一
刻在內心匉訇翻騰。
現在正是走在這新職份的旅程中。願主聖靈繼續導引我這不配、
卑微的僕人，繼續前行！

當收到按牧禮拜的邀請卡時，腦海中頓時浮現許多畫面，
回想幾天前才和神學院老師及同學在線上分享近況，我的同
學們有專職牧會、寫書、宣教…各自精彩，大家都很努力回
應神的呼召，委身在不同的崗位上。以前在學院課室裡，大
家幻想著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牧者，畢業幾年之後，現實磨
平了我們的稜角，我感覺大家都成熟了不少。很感恩自己一
路走來，週遭都有許多天使相伴，願意給予愛、包容、鼓勵、
接納等這些過程中不可能没有眼淚，但也因此學會更加倚靠
神。感謝神帶領我加入衛理公會牧職團隊，也感謝台北衛理
堂許多弟兄姐妹經常以禱告、溫暖的鼓勵及真誠的愛幫助我
成長，願自己能持守初衷，學習當一個好牧者。

賴明貞牧師(晉升副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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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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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宣教大會

宣教大會
人教会聯會第八屆
世界循道衛理宗華
300 views

第八屆宣教大會「傳承生命，接棒前行」
特別報導(上)
◆吳佳玲

此次宣教大會的主題是「傳承生命，接棒
前行」，整個大會的內容都不斷帶領我們去思
考：「以前─現在─未來」。提到「傳承」的重
要性，便是囑咐要我們看重下一代，不僅訓練
他們能夠接棒，更要緊是要陪伴他們、幫助他
們，讓主帶領他們。特別在現在充滿挑戰的環
境中，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接力大賽」中的一
員，不但我們自己個人要做好準備、要跑得好，
我們如何從前棒接棒並好好的交棒給下一棒，
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如何讓下一棒也能夠交棒
給再下一棒、這樣一棒接一棒的順利完成賽事。
宣教是「放下自己，與主同行。」這告訴
我們傳承要傳的是什麼？傳承我們在基督裡的
生命，這就是宣教；在世界中，我們如何活出
一個「與主同行」的生命，這就是宣教。不僅
是對未信者，還有教會中、家庭中的下一代、
要接棒我們的對象，能真實地看見「我與主同
行的生命」，以致他也能這樣行，這就是傳承。
身處於台灣衛理公會，我亦有感於傳承的
挑戰。讓人不禁聯想到以色列人甫出埃及時，
曠野之旅中磨練信心；也好像初代教會，掙扎

於現實處境與堅守信仰之間。但是感謝神，這
始終有條出路，就是耶穌基督。因這救贖的恩
典我們重生，也繼續在恩典中成聖。
上帝的使命就是讓基督在每個國家和每個
人心中掌權。故此，我們應當對自己有些期許，
要認真經營我們與天父上帝的關係，因為我們
與主的關係一定會影響我們跟他人的關係。當
我們能在與上帝美好關係的基礎下，彼此建立
關係時，我們就在真正的肢體關係中。要常常思
考，我這個人在上帝的使命中、扮演著什麼樣的
角色，我能不能欣賞自己的角色、也欣賞別人
的角色，我能不能跟不同角色的人同心合作呢？
五年一度的宣教大會內容真的非常豐富，
每一場聚會、講座、見證分享、工作坊都令人
感動，讓我看見各地的華人、我的同胞族人們，
是這樣努力著擺上自己，只願讓更多人可以經
歷到上帝的恩典。榮耀歸與上帝，是祂自己帶
領這一切、成就這一切。我也相信，上帝對台
灣亦有美好的旨意和帶領，願台灣衛理公會的
每一位，都預備好自己，做這接力賽中、盡責
的跑者，一同迎接勝利。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協理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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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消息

衛理宣教教育大樓
我們要明白建造衛理宣教教育大樓的異象是什麼？上屆董事會最後一次開會時，把「台北衛
理堂宣教教育大樓」修正為「衛理宣教教育大樓」，其目的是要提昇我們異象的層次，不只是為
了台北衛理堂宣教的願景，更是整個衛理公會宣教事工再出發。明年3月是衛理公會來台70週年，
過去無論是慶祝50週年或60週年，
一直是台北衛理堂和總會連袂舉辦，
於1953年3月8日在東吳大學漢口
街的法學院三樓開始台北衛理堂最
早的崇拜聚會，開啟衛理公會信徒
跨入台灣宣教工作之濫觴。
衛理公會從大陸跨海來台近70年，我們到底拓展多少宣教工作呢？過去至少開拓50、60間教
會，雖然開拓過程有時候順利，有時候失敗，但畢竟目前有近40間大小堂會。然而，在預備歡慶來
台70週年時，由衷盼望透過建造衛理宣教教育大樓，能再次凝聚衛理信徒的力量，挑旺在這塊土地
上宣教的熱情，在既有的基礎上能更有動力地在各堂會所在的社區上作更全面的宣教（見證福音
和社會關懷）。挑戰越大，越勇敢面對和付出行動。
建造「衛理宣教教育大樓」象徵我們在這應許之地（台灣）立石，同時象徵我們都是新一代
以色列人，新一代衛理公會牧者和信徒，不分總會、北衛或各堂會，將同心合意在這個應許之地
興旺福音，建造教會，造福社會，正如這次在新加坡舉行華衛宣教大會的主題「傳承生命，接棒
前行」，真實期待衛理信徒能一代一代傳承「徹底門徒」的生命，願我們的靈火繼焚燒。
(節錄自2022.06.21黃寬裕會督-有關建造「衛理宣教教育大樓」牧函)

◆建堂期程
106.05｜第五十四屆年議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台北衛理堂申請改建案。
107.05｜北衛財團法人擬予解散，並與本會合為同一法人。促成兩個法人之合併，
成就本會的完整性。
108.04｜董事會通過本工程由竇國昌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及監造。
110.11｜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核發建造執照。
111.04｜台北衛理堂宣教教育大樓建堂專案更名為「衛理宣教教育大樓」。
請繼續為衛理宣教教育大樓新建發包工程代禱。

衛理宣教教育大樓外觀示意圖
2022.08衛訊1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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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屆年議會

第59屆年議會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第六十屆年議會調派單
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
一、牧職人員調派：
北一教區(含外島特區)

牧區主任（副牧）

牧區主任

台北衛理堂

北衛牧區

城中牧區

衛道牧區

主任牧師

李信政

協理牧師（副牧）

吳佳玲

林口佈道所
協理牧師（副牧主責）

曾以勒

羅東佈道所
華恩堂

待派

主任牧師

李信政（兼任）

牧區主任

邱泰耀

逢甲衛理堂
信正教會
竹山衛理堂
嘉義衛理堂

林添福

牧區主任

吳東泰

主任牧師

吳東泰

本地牧師

任聖彬

徐秀蓉

南衛牧區

榮揚手語佈道所
主任牧師

秋郁瑄

東吳大學
徐秀蓉
秋郁瑄

主任牧師

高思凱

主任牧師

戴祖聖

主任牧師

戴祖聖（兼任）

吳東泰（兼任）

台南安平堂
永康衛理堂
衛理南工佈道所

三重衛理堂

主任牧師

彭美玲

主任牧師

石鎮瑜

主任牧師

辛俊傑（兼任）

本地傳道

高以琳

牧區主任

辛俊傑

高雄衛理堂
高衛牧區

主任牧師

辛俊傑

小港衛理堂
主任牧師

林大聖

牧區主任

蔡偉文

主任牧師(副牧)

鄧文威

主任牧師(副牧)

賴明貞

主任牧師

侯協明

主任牧師

賴 玲

主任牧師(副牧)

高禎吟

主任牧師

賴 玲（兼任）

協理牧師(副牧)

吳怡慧

本地傳道

張主佑

主任牧師

王先緻

主任牧師（副牧）

王光玉

北一教區(兼外島特區)

邱泰耀

北二教區

侯協明

北三教區

陳信成

中教區

蘇福全

南教區

辛俊傑

改建中

高雄榮光堂
榮光牧區

主任牧師

徐至強

主任牧師

楊世昌

主任牧師

陳信成

主任牧師（副牧）

謝 炯

主任牧師

金美景

主任牧師

Rev. Richard & Alma

本地傳道

張慧美

主任牧師

三、附屬機構職員聘派：
總會
衛理神學研究院

會務顧問

蕢建華、曾紀鴻
陳建中、龐君華

代理院長

待派

教師(6/1生效)

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主 任
牧區主任

四、退休牧師：

林怡君

蕢建華、曾紀鴻、鐘撒該、歐陽輝、莊美蘭、陳啟峰、徐雪坪、陳建中、
吳劍鋒、莊璧如、林樹輝、李相蘭、鄭憲章、林烽銓、劉天惠

畢重道

五、神學生：陳嘉智、歐陽光

大里佈道所
協理牧師（副牧主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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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君華
曾中一

林怡君

台中衛理堂
主任牧師

蔡偉文

鳳山衛理堂

二、教區長：

教區長

中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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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長森

主任牧師

徐秀蓉

校牧(傳道)

中衛牧區

蘇福全

主任牧師

邱泰耀

衛理女中

北三教區
永和天恩堂
板橋榮恩堂
樹林約翰堂
三峽衛理堂
桃園衛理堂
桃園成功佈道所
春湖佈道所（體制外）

湯祖和

主任牧師

牧區主任

校牧室主任(6/1生效)

大直衛理堂
聖保羅堂
屈尺衛理堂

邱惲傑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協理傳道

木柵衛理堂

協理牧師（副牧主責）

南教區

6-7月由吳怡慧副牧代理

北二教區
恩友堂
雅各堂
沛恩堂
平安堂

黃建彰

台南衛理堂

主任牧師

馬祖衛理堂
北竿佈道所

主任牧師（副牧）

太平幸福佈道所

城中教會

安素堂

安素牧區

黃建彰

台中衛道堂

李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