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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在今年10月義務傳道訓練會中，邀請衛理
神學院牧養中心特聘員陳繼賢弟兄來分享美國
衛理公會來華宣教的歷史，特別提到從1847年到
1947年一百年期間，總共差派1733位宣教士，
數量頗多，令我驚訝。而且在這期間三個衛理
會合併（美以美會、監理會和美普會），同時
整合宣教資源，以利宣教事工的拓展，我認為
這是「合一宣教」的典範。後來，衛理公會在
中國有1個中央議會，10個年議會，按1950年
出版的《訂正中國基督教團體調查錄》，1949
年衛理公會的統計：教友人數共102,693人、487
名牧師、453名男女傳道，452個牧區。

        在1953年3月8
日衛理公會在台灣
的開展，當時約有
93位人士，在台北
市漢口街15號東吳
大學法學院三樓聚
會，當時的聚會視
為台北衛理堂萌芽，

同時確立了衛理公會在台設立教會的方針，這
93人也成為在台灣的創始會員。但後來衛理公
會在台的發展，台北衛理堂和總會的關係上相
當微妙，雖然台北衛理堂隸屬於總會的肢體，
卻有不同的財團法人。在今年4月，台北衛理堂
已合併於總會，隸屬同一法人，5月的董事會決

議「台北衛理堂宣教教育大樓」修正為「衛理
公會宣教教育大樓」，目的就是要提昇我們異
象的層次，不只是為了台北衛理堂宣教的拓展，
而是整個衛理公會宣教的拓展。這也是「合一
宣教」的啟動，就如同三個衛理會的合併，帶
來更有動力的宣教。然合一不只是合併組織就
可，而是在許多層面的合一，如總會和堂會的
合一、堂會牧者和執事團隊的合一、牧者之間
的合一、執事之間的合一、教區與眾教會的合
一等，這也是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對信徒深
切的期待（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本會訂於2023年3月12日（主日）以實體
和線上同步舉行「衛理公會70週年聯合主日崇
拜」，主題為「衛理七十．合一宣教」。在預
備歡慶來台70週年時，我們更由衷盼望透過建
造衛理宣教教育大樓，能再次凝聚衛理信徒在
這塊土地上宣教的熱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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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挑戰很大，但我們得勇敢面
對和付出行動，也要更加的同心和合一。
        11月12日參加馬祖衛理堂新堂落成時，與
馬祖衛理堂建堂委員會主席吳曉虎弟兄深談，
他分享建堂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狀況，但是
只要大家同心合一，任何難處都可以克服。我
深有同感，盼我們台灣衛理公會全體會友，在
建堂和宣教上都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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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本堂謝謝衛理公會大家庭為馬祖衛理
堂新建代禱、關懷及奉獻。外島的新堂得以被
建立除了將榮耀歸於神，這喜悅也理當屬於大
家，衛理公會在台設教至今何曾想過能在戰地
—馬祖建立教會，在這世代中還能以新堂之姿
延續神所託付的大使命。
        馬祖衛理堂為何『新啟』：歷屆牧者與同
工們盡心竭力於外島福音工作，希冀能為主多
得靈魂，戰務解除後兩岸來往頻繁更是讓教會
看見神在此處建立教會的重大責任。但早期教
堂空間配置簡易，一樓為主堂與副堂；二樓為
牧師館，若教會想舉辦福音性聚會、專題講座、
愛宴等，會受限於教堂的空間不足。
        感謝神！2015年正式成立建堂小組開始，
無論是教會工程與建築相關專業人員、遴選建
築師、建堂募款及與總會提請建堂申請等，所
有的人與事都是水到渠成。應證神使萬事都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建堂的過程每件
事情都是新的，但我們一點都不需要驚慌，因
為上帝早已預備妥當，祂是掌舵的主，祂帶領
我們乘風破浪。
        馬祖衛理堂『興起』為神：承接建堂是神
給我和馬祖弟兄姊妹的信心功課，學習相信並

依靠祂。從第一筆三千元奉獻開始，到最後訂
下總預算三千八百萬，期間有信心不足的時候，
也有學習依靠祂的時候，回頭看，才知道一切
都有神的安排與恩典（簽約後一個月遇到新冠
疫情，物價大漲，若再晚點招標，將無法以原
來預算蓋堂）。
        許多人都認同馬祖衛理堂像一個大家庭，包
含各年齡層、當地居民、台灣遷移、大陸等地區
及不同宗派的弟兄姊妹，我們可以實踐聖而公之
教會—一個教會，彼此相愛。我們立定心志立足
馬祖，放眼兩岸三地成為上帝福音工作的器皿。
        馬祖衛理堂新堂啟用感恩紀念禮拜，以新
建工程紀錄影片開始，由教會敬拜同工領唱詩
歌『讚美中信心不斷升起』，唱出對上帝信實
保守的感恩與建堂一路來信心不斷加增的信念。
        本次紀念禮拜從台灣各地甚至離島澎湖都
有曾經到訪過馬祖的牧師與弟兄姊妹參與盛典，
甚至願意不辭辛勞地遠從基隆搭船趕赴禮拜六
早上感恩禮拜。
        建築師謝偉士弟兄構想新的馬祖衛理堂前，
曾實地查訪，後來決定以馬祖當地特殊地質—
侵入岩（在地俗稱斑馬岩）色調、採用多層次
的造型設計新堂。教堂內外取馬祖古老的黃、黑

◆戴祖聖

馬祖衛理堂新堂落成

為何『新啟』、『興起』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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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花崗岩地質為構想，意義上是跨越古今新舊融
合，形式上呈現明顯的黃黑相間的斑馬岩外觀。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總會黃寬裕會督過去
也曾在馬祖牧養，他以『獻上榮耀的殿』勉勵
弟兄姐妹，紀念過去為馬祖付出的牧者與弟兄
姊妹辛勞，繼續依靠上帝恩典，讓有需要的人
能在教會找到安息，讓馬祖衛理堂成為上帝榮
耀的殿宇。
        東吳大學安素堂詩班前來獻唱：因著愛，
期許教會成為上帝的手和腳，付出行動讓人感
受到上帝奇妙的愛。
        本堂四十位弟兄姊妹一同獻詩，結合了青
少年到長者，以福州話預先錄製歌詞，現場以

普通話唱和，展現出詩歌中讓家偉大的世代傳
承意味。
        馬祖衛理堂早年曾經是美援的捐助物資中
心、診間、藥房，也是戰地軍管時期24小時供
電、擁有相機拍照的罕見單位。現今因著大家
的關懷與奉獻，以重新面貌矗立在馬祖。祈願
教會繼續成為在地居民的心靈救助中心，凡有
需要者都可以前來認識這為靈魂的大牧者。
        「我雖微小，祢卻偉大。無論旅程再困難，
因祢我仍剛強。是祢的愛，讓家偉大，世代同
心建造，我和你，神的家。」因著上帝的愛，
我們相聚一起，願我們同在衛理公會建造上帝
屬靈的家，使萬民得福。

(本文作者為馬祖衛理堂主任牧師)

         2016年的某一天做了一個噩夢，夢到先生外遇（先生獨自在馬祖擔任飛
機場警員多年），夢境真實到讓我不得不來馬祖，得知馬祖有教會於是告別
了我的母會、家人、工作帶著兩個兒子搬到南竿拯救我的家庭。
        搬來馬祖一段時間，竹山衛理堂曾師母來馬祖服事，慧君師母打電話給
我邀請我做內在醫治，二位師母為我禱告求神醫治我，在禱告中我得釋放的
嚎啕大哭，感謝神醫治了我從原生家庭的傷害，原來先生是這麼的愛我、包
容我，我不再被原生家庭的傷害轄制，從那一刻起我的心真正的得著自由。
        原以為上帝把我帶來馬祖只是要修復我的婚姻和親子關係，但神的意念
高過我的意念，神的作為超乎我所求所想，我原來有恐慌症，無法站在舞台
上，慧君師母邀請我參加敬拜團，感謝主！因著順服，這個部分也被神醫治
了，來馬祖邁入第7年，早已融入這個大家庭，神的恩典不斷湧入，無法一一
載明，只能説有神真好。
         11月12日每個弟兄姊妹期待家中喜事，看見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參與建
堂，牧師、師母的擺上及上帝的信實，看見我們的家威嚴聳立在這個充滿廟
宇的小島上，如同不能震動的國，獻堂禮拜的獻詩－讚美中信心不斷升起，
邊唱邊感動落淚，感謝神讓我們在這世代中一起經歷建堂，因著上帝的應許
我們一同完成了艱難的事工。教會雖蓋好了，神的使命還未完成，願神興起
弟兄姊妹，將福音傳遍四鄉五島各個角落。 (本文作者為馬祖衛理堂會友)

◆單蕙蘭
作新事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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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怡慧

        在生日前夕，我失去了父親。
        突然腦幹大出血，血小板低下的他，根本
沒來得及跟枕邊的媽媽說任何話。清晨傳來家
族電話中的慌亂語句，在陰雨綿綿趕往高鐵站
的路上，我求神醫治他，不要讓在外地事奉十
多年的異鄉人留有「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憾恨。
一霎時，我好似得到神的安慰「放心，孩子，
我會讓你有機會的」；又一霎時，卻感到心慌
意亂，無比驚恐，跟耶穌討價還價。哪個，是
出於神的心意？
        終於可以進急診看到就像是睡得安穩的爸
爸，握著他的手，該對他說什麼呢？該怎麼為
他禱告呢？「趕快睜開眼睛，趕快好起來！」、
「上帝啊，求您速速醫治他!」還是該聽從另
一個「道謝—道愛—道別—道路」的意念，「
爸爸謝謝你！」、「平平安安地跟著耶穌」。
哪個，是神的聲音？
        失去從小青梅竹馬的丈夫，一生受丈夫疼
愛的媽媽該如何生活？「接媽媽北上？不行，
北部濕冷，又要適應新環境，對她太辛苦。」
「還是，我請調回高雄，可是我那麼喜歡北部
的生活!」究竟是哪個決定？

        此次參加2022年10月29日門徒培育中心以
馬忤斯的團聚，談到生活中如何抉擇，如何分
辨主耶穌的聲音。當中的信息，讓我有機會回
過頭來檢視那段不容易的時光，也讓我有機會
肯定自己當初的選擇以及勇敢面對未來的挑戰。
        我選擇，「傷痕，可以不再傷痛」。
        如果「禱告的目的就是我們的心意要順從
神的旨意」，那麼，從主耶穌給我們的模範禱
告(參太六9-13)中，就更能看見「禱告是大能
的工具，但不是為了在天上成就人的心意，而
是在地上成就神的旨意! 」也只有重新體會神
對你我的愛，重回神寶貴的話語—聖經並默想
聖經經文，也就是：思考、品味、想像、應用
和排練上帝的真理，直到成為真實並永久影響
態度和行為。於是你我就會知道，天父要透過
你我來更新我們的家庭，以及我們所屬堂會。
即將迎來歲末年終，在美國詩人 Robert Frost
的 “The Road Not Taken”《 未行之路》的
省思以及主耶穌在逾越節前那兩條抉擇之路的
真實掙扎與最後抉擇，請讓你我繼續踏上「禱
告，讓一切從基督開始；服事，讓一切由我開
始」的行列！ (本文作者為鳳山衛理堂主任牧師)

在抉擇中
《2022.10.29以馬忤斯北區靈修&社體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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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靜山四天三夜的以馬忤斯之旅，你遇見
神了嗎？在之後的每個第四天你聽見神的聲音
、經歷過神的同在嗎？你能確定自己所做的決
定是來自聖靈的感動嗎？對於這些問題當看到
有人可以很肯定的分享自身的經驗時，我心裡
總是充滿了羨慕，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確切有
信心的說，我聽見過神的聲音，經歷過神的同
在，以及和聖靈一起同工，雖然常讀經禱告，
但我有在其中與神相遇嗎？我還是沒有答案。
   10/29北區以馬忤斯重聚，講員方進德神父
分享依納爵的神操—在生活中分辨基督的聲音
，在此〝分辨〞是極其重要的關鍵，在各種的
聲音中，如何找出真正屬於上帝的聲音呢?因
為來自撒旦的聲音也會讓我們的心裡在當下有
短暫的平安，所以此時我們就得分辨所做的決
定是走往神慰的方向貼近神的心意，亦或是走
往神枯遠離神的方向。
        身為基督徒當我面臨重大決定時，我都會
禱告尋求神的旨意和帶領，當我和先生決定提

早退休時，家裡的長輩都不支持，教會的弟兄
姊妹也勸我要三思，畢竟放棄一個一般人認為
的好工作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感謝神！我現
在能很肯定地說，在我人生的每個階段中都看
見祂的帶領與同工，因著退休才敢接下教會財
務執事的服事，也有更多的時間陪伴摯愛的家
人和好友，雖然捨去了高薪，但取得了時間的
自主權，希望在未來的日子中能更多的愛神愛
人為主做工。
       在下午龐會督的分享中，也讓我知道要聽
見神的聲音，〝心的安靜〞是極其重要的，每
天要讓自己有安靜自省親近神的時間，當這個
行為養成習慣，習慣內化成性格，性格影響生
命，這樣在主裡我們便能成為新造的人，能彰
顯上帝在我們生命中做工所生的氣質；願我們
在每個第四天，天天與神相遇，聽見神的聲音
，謙卑領受、順服神的帶領、在信心中等候神
的應許，活出榮耀上帝的生命。  色彩繽紛！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見證分享。我是T28
底波拉的以琳，從走以馬忤斯旅程中一直到每
次的團聚，都有許多領受和看見，不變的是總
看見神滿滿的恩典在當中。
        本次團聚邀請方神父到我們當中分享，其
中談到神枯跟神慰，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
神枯及神慰，要如何使我們能較常待在神慰之
處，是我們在討論及思想的，原來是往神在的
地方靠近即是神慰。但又有個問題來了，我們
要如何確定是否正在往神在的地方邁進？原來
是要不斷的修正方向，就像是我們常常要來到
神的面前，將自己掏空，使神充滿我們。
        方神父也帶我們進行了活動，寫出內心中
最渴望之事，重新檢視自己的方向是不是更靠

近神，還是遠離神呢？對我來說在忙碌的生活
中，能有一段時間分別為聖，與主親近，是非
常難得可貴且幸福的時刻，所以特別期待每次的
團聚，而團聚也都讓我有超乎所求所想的滿足。
         午餐過後聽龐牧師分享信息，更加深每日
都要有安靜默想、親近主的時間，這件事是重
要的。接著進入小組第四天的分享，我深深感
受到每位弟兄姊妹在第四天的精彩和充實，也
因著團聚獲得許多力量和鼓勵，有好好充電的
感覺，無論是牧師、師母、會友、執事們都在
第四天努力著，相信在未來也能看見更多人一
起來領受團聚這美好的聚會，也都擁有色彩繽
紛的屬靈生活！

◆叢小梅

◆李以琳

聽見神的聲音聽見神的聲音

團舉的美好團聚的美好

(本文作者為天恩堂會友)

(本文作者為恩友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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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消息

◆藍恩琪

(本文作者為本會全國姐妹會主席)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而停辦三年的
全國姐妹會夏令會，終於在2022年8月19日到
20日於走馬瀨農場舉辦。對於主辦此次活動的
我們，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內心倍受煎熬，
因當時疫情仍在蔓延，每天確診人數仍在二萬
上下，但我們相信神掌權，我們交託給主，透
過眾教會弟兄姊妹的持續禱告，我們的夏令會
圓滿落幕，而且大家都平安健康。
        此次夏令會特別邀請到中華福音神學院戴
繼宗院長分享“這世界為我牧區”，經文：使
徒行傳一章八節，戴院長來自宣教世家，是內
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的第五代子孫，戴院長出生
於台灣，啟蒙學校是台灣的國民小學，所以精
通中英文，甚至台語也很溜。戴氏家族，熱愛
中國人，近200年來都奉獻在華人地區，戴院
長更與來自宣教家庭的華人柯悅敏師母結婚，
成為戴氏家族第一位與華人結婚的後代，也為
中外兩大宣教家族更添美事也別俱意義。
        戴院長提到宣教不是一條易路，當中充滿
許多爭戰與阻礙，所以宣教勿忘禱告，禱告勿
忘宣教，其中更以山雨（富能仁傳）做例子，
讓我們看到神的慈愛，信實，和大能，使我們

可以得著信的力量和勇氣。戴院長夫婦一生的
服事就是宣教最有力的見證，特別是看到周圍
未得之民的需要。師母更是在百貨公司打烊之
後，前往關懷這些在百貨公司上班的族群，與
他們分享福音，在場的每個人都很受感動，也
激勵我們更願意效法，學習，完成神的大使命。
在第二天的閉幕禮拜中，黃寬裕會督也用“代
代相傳的勇敢”來勉勵大家，信仰需要傳承，
且要信服上帝，連結於基督，他特別提到，我
們時常忙著主的工作，卻忘記工作的主，最後
強調，我們要捨己付代價，無怨無悔的奉獻，
這樣才能成為神國的精兵，往普天下去使萬民
做主的門徒。
        此次夏令會，除了讓我們靈裡獲得造就之
外，也看到許多許久不見的姊妹，無論是熟面
孔、新面孔，大家在主裡彼此團契真是美好，
同時我們也選出下屆的全國姊妹會同工，感謝
姊妹們除了家庭，工作，教會之外，也願意奉
獻心力為全國姊妹會擺上，願神大大賜福您們，
也求神賜我智慧，帶領衛理公會的姊妹們更茁
壯，更復興，邁向恩典之路。

2022全國姐妹會夏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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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家的故事
         日光之家於2013年成立，致力協助受司法
保護、受各類成癮症所困之人復歸社會，深受
政府與大眾的肯定與支持，如今更成立上會法
人日光全人發展協會，將創立精神推廣到社會
更角落。
        陳牧師年輕時誤入歧途加入黑道，更深陷
毒海而反覆進出監所，在黑暗的日子裡浮沉十多
年。在獄中因聽聞福音被神呼召，他走進神的道
路親嚐主恩滋味，驚覺生命的本質不該如此委靡
不振，後來靠著福音成功戒毒，並立志幫助更多
與自己相同處境的人，現在是日光之家的輔導主
任，與師母一起將全人都奉獻給神，專注於更生
人事工，因著自身走過那些險路，更能以過來人
的身份抱持同理心去輔導正努力翻轉生命的人。

        看著一張張稚嫩的臉孔，靦腆的神情，10
幾20歲，該是無憂無慮的年紀，該是跟同學一
起”打怪”的年紀，但眼前這些大男生，卻已
是走過坎坷荊棘路，經歷水火才來到這裡。
        感謝主，有陳牧師師母給這群年輕人愛、
陪伴與教導，並透過日光書房及麥子工藝培訓
他們一技之長，讓他們走過這段曠野後，踏入
迦南美地，有豐盛美好的人生。
        在這裡看到「給他魚不如教他釣魚」的精
神落實，更看到神的愛在這裡蔓延，讓這些曾
經迷失的人，因愛蛻變更新，如麥子般奮力突
破堅硬的外殼，成長茁壯，不只結實累累，更
能如日光般照耀祝福他人。
        離開前，聽到孩子們唱著這首詩歌。我淚流
不止，因為看到神的愛，看到美好的盼望，看
到這群迷失的羊被尋回，主啊，謝謝祢陪我走
這人生路。

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天氣陰

日光之家的實作工廠裡傳出陣陣陽光般熱情動人的詩歌。

因著神的帶領，趙慧敏會友會長美好的安排，帶領會友委員會和全國姊妹會的委員們，將

開會地點移至陳建榮牧師所服事的日光之家，用實際行動發揮衛理公會的社會關懷精神。

「因我們上帝憐憫的心腸，

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

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

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

的路上」~路加福音1:78-79

謝謝你來陪我，陪我走人生路，走過黑暗坎坷路，

謝謝你用心疼我，給我愛給我力量，

給我你的心，給我你的情，

也許你不明瞭，你的愛有多重要，它能陪我走天涯海角，

也許你不明瞭，也許你不曾知道，你的愛常溫暖我寂寞的心。

委員會消息

參訪日光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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