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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建造健康的教會
◆林長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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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4年12月，羅馬教宗方濟各出席教廷的

年度聖誕聚會時，人們原本期待的是輕鬆幽默

的對話，不料教宗直陳「不思改進的教會就像

生了病的人」，點出十五種屬靈的疾病，呼籲

教廷要好好利用聖誕節假期，治療教會管理上

的種種弊病。適值2015年的年初，這也是值得

我們反省的一件事。

一、得勝十五種屬靈疾病：
1.自以為不朽、不可或缺、有免疫力：不懂得自我批評

和改進，與民情脫節，以為自己比普通人更優越。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師，為要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

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長成

的身量。』(弗4:11-12，和修本) 

2.過度勤勞：沉浸在工

作之中，忘記神所教誨

休息(安息)的重要，導

致精神焦慮及過於激動。

3.靈性及精神變得僵化：

喪失內心的寧靜、活潑

及氣魄，只會埋首工作，

變成工作機器。

4.過度規劃及功能主義：

以為通過規劃，事情就

一定會取得進展。

5.協調不力：欠缺團隊

精神，令教廷失去和諧。

6.靈性腦退化：忘記救

贖的歷史和自己認識神

的歷程。

7.爭名逐利：只在意職

級和地位，計較身上教袍的顏色、徽章及所獲的榮譽。

8.生活上的精神分裂症：一些神職人員只懂在口邊教導

信眾，生活卻迴避現實，像過著雙重生活。

9.數落別人、發牢騷及說是非：沒有勇氣在當事人面前

說真話，只知道在人背後說三道四。

10.神化領袖：對上級阿諛奉承，希望換來好處，而不

是事奉神討神的喜悅。

11.對其他人冷漠：只顧到自己，令人際開係失去真誠

及溫暖。

12.哭喪著臉：為了表現得認真，經常掛上嚴肅的表情，

對人態度嚴厲，特別是針對一些弱勢群體。

13.囤積物資(金錢)：囤積並非出於需要，而是想獲得

安全感，以填補內心的空虛。

14.封閉圈子：身處個別的小團體時，感覺自己會更強

大。

15.好出風頭及追逐世俗利益：部分神職人員利用在教

廷中的權力，獲取世俗的利益及權力。

    我們牧者應當引以為鑑回歸聖經、靠主恩

典領受聖靈能力，去除上列屬靈疾病！

二、借用兩個母親的故事—以敬虔愛心教養孩子

     1900年，雲索先生對兩位母親做了一項追

蹤調查；第一位是18世紀的撒拉．愛德華太太（

Sarah Edwards）。她是一位牧師的妻子，養育了

11個兒女。她教養孩子的秘訣是使用「愛與敬」。

敬是包括了很嚴厲的家規、家法，始終如一的

用這種態度教育11個兒女。在記錄中，她共有

1400個後裔，其中有14位是大學校長，100位

教牧人士(包括牧師、宣教士、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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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位大學教授，100位律師，一位法學院院長，

30位大法官，66位醫生，一位醫學院長，80位

政府要員(其中有3位參議員，3位市長，3位總

督，1位財政部長，1位副總統)。    

    第二位他同時追蹤調查1740年的愛達．底

女士（Ida Take）。她是以自由放縱出名，最

後死於酒精中毒。她的後裔有700人，其中有

100個私生子，180個妓女，142個乞丐，46個

勞改犯(因犯刑事而被判在監獄中勞改)，76個

罪犯。

    同是女人、母親，但她們給子孫的影響卻

是多麼不一樣！簡直是天淵之別！這個追蹤調

查證實了一件事，母親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息

息相關，世代相傳。無可否認，在大部份人的

眼中，愛德華太太是成功的，她激發了孩子的

潛能，把他們一個一個教育成為社會上有用的

頂尖人物，成為多少人所艷羡的對象。(取材

自《愛的雕琢》一書)

   願我們以敬虔愛心為基礎委身教會建造，所做

的一切將有長遠的影響力！ 

三、積極同心起來建造健康的教會！

1.設立基本藍圖形塑健康的傳道人與聖徒：健

康的牧者與門徒是使教會邁向健康的基礎；要

建立正確的屬靈價值觀，操練札實深厚的基本

屬靈功課：每天靈修讀經研經行道、不住的禱

告、彼此相愛、遵守十一、勤守主日、熱傳福

音領人歸主、全力推動門徒訓練、追求敬虔聖

潔的生活，營造平安喜樂合一和諧、彼此鼓勵、

彼此接納饒恕的氣氛和環境。

2.異象—以世界為牧區，熱情執行大使命與大

誡命(太28:18-20；太22:34-40)。認同四大支

柱：承認聖經的權威性、注重教會優良傳統、

理性乃神所賜禮物、尊重個人屬靈經驗。

3.促進真誠良好的關係。幫助心靈破碎的人重

塑安全感，學習信賴和真誠無偽。

4.激發對個人成長的饑渴。每個人都渴望成長，

渴慕能更親密地認識神。緊緊遵守聖經真理，

有穩固的門訓系統，願真心跟隨基督，乃是健

康教會的特徵。

5.敬拜的更新。提供傳統和現代化的敬拜，以

滿足不同年紀會眾的需要。

6.強化禱告。健康的教會都非常重視禱告，並

且禱告多元化，聯絡多間教會共同禱告(聯合禱

告會)、有強而有力的禱告經歷。最健康的事工

安排，要從充分的禱告開始。

7.以關係為中心的事工。健康的教會是從以節

目為主，轉到以關係為主的事工計劃。健康教

會會把他們的焦點轉移到教會內部彼此關係的

建造上，並且在社區發展能拓展居民接觸福音

的關係。

8.使用個人的見證。專注個人佈道訓練與行動；

健康的教會了解持續提醒會眾生命更新的重要

性。教會記錄人們在教會和社區當中接受信仰

的見證，這些能鼓勵人、改變生命。

9.事奉。甘心樂意，用各種才幹、時間、熱心，

竭盡所能的服事神。把對的人安排在對的位置，

做對的事。「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

基督的身體」。

10.建立良好的關係網絡。最健康的教會知道

他們不能單靠自己在社區中完成工作，而是找

尋方法發展互相倚靠的關係。例如本會總會及

教區牧區系統、地區性的聯禱會，資源連結彼

此分享，在聖經真理的原則下，在能力所及的

範圍內建立關係，在同一地區彼此同工。 

(3-10參史蒂芬‧麥克基亞，《健康的教會》，

頁16-27。華神出版)

11.符合聖經良好的教會策略管理與領導力的

有效發展。

結語：

    教會健康是上帝的心意，教會越健康必會

成長生養倍增，我們要照聖經的教導，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全心

全力建造健康強盛的教會。



(本文作者為嘉義衛理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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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所設立之聖禮，不僅為基督徒信奉基督之象徵，亦為上帝對於吾人之善意及恩惠之

證物。上帝以此聖禮，潛移默化，不僅激發吾人信仰基督之心，亦且使之加強而堅定。

    主基督在福音書中所立之聖禮有二：一為聖洗，一為聖餐。至於通常所謂堅信、懺悔、

聖職、婚配、抹油等五種，皆不得謂為福音聖禮。

    蓋其中半為誤解使徒之意而來，半為世人常行之事，非聖經所明示者，實與聖洗及聖餐

之性質有別，因此五者均非上帝所設立之表記或禮節。

    基督設立聖禮，原非供人觀賞，亦不是使信徒在眾人之前有所炫耀，乃須實際而施行之。

希望我們在舉行聖禮之前，應將此項目的明白宣告，用之適當者，聖禮對之自能發生健全影

響，用之不當者，則是自取其咎。有如保羅所言：「因為人喫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

是喫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二十九節)

信仰要道

    在一般歸正的新教教會中，洗禮和聖餐是

最常出現的聖禮，也是在聖經中由主耶穌基督

親自教導應當執行及記念的。藉著聖禮使人領

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有人說聖禮是看得見的聖

道。

    羅馬書六：3-4中，保羅提到有關洗禮的屬

靈意義。洗禮是代表歸入基督的死，和基督一

同埋葬，並且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榮耀的復

活。所以在屬靈意義上是經歷與基督同死、同

復活。也就是治死舊人，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

人。所以洗禮不單是一個入教儀式，或教會確

認會友會籍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領洗者生命的

改變，成為新造的人。在衛理公會裡可以接受

點水禮和浸水禮，重點在屬靈意義上，而非水

多少或是在某地才能算數。小兒洗禮亦為本會

所接受，但對小兒的信仰教導及宗教教育卻是

父母親的職責所在。受小兒洗禮後的兒童可於

長大後確認自己的信仰，即可受堅信之禮。

    聖餐是另一項在教會中經常執行的聖禮。

早期教會經常有擘餅聚會，宗教改革前望彌撒

者幾乎每次聚會皆有舉行聖餐之禮。按照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十一：23-29提到有關聖餐的教

導，每逢吃餅喝杯即是表明主的死及等候主的

再來。而聖餐也代表團體的歸屬，參與在聖餐

禮中也表明參與在屬上帝的聖潔團體中。早期

教會聖餐即包含愛宴在裡面，但總有人在吃喝

時不顧他人的需要，故保羅強調這神聖的團體

也是主的身體，在團體中吃喝要顧慮別人的需

要。故在省察的當中是當省察在團體裡是否顧

慮其他肢體的需要，而非只想到自己的滿足。

現在在台灣衛理公會的堂會裡，大部分是固定

在每月第一週舉行聖餐儀式。每個月開始的第

一週有機會自我省察，也是一種規律及紀律的

象徵。

    洗禮和聖餐是教會中重要的神聖禮儀，透

過此二種聖禮可以傳遞上帝的恩典。施行聖禮

的牧者或傳道人應當謹慎執行，不可輕忽草率。

並要將此二種聖禮的意義作清楚表達，避免只

重視儀式而忽略聖禮的真正意義。

《信仰要道第十六條-聖禮》

◆蔡偉文



◆陳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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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塑安素堂

    安素堂是衛理公會在東吳大學中的座堂，

是對大學生福音工作的美好場所，也是造就天

國人才的基地，已於2014年12月7日慶祝50禧

年慶，令人感恩的事極其多，數算不完。

    教堂由衛理公會宣教士戴蓀教授精心設計，

其建築音學極佳，是教會詩班、合唱絕佳場地，

又有全國大學首座全新管風琴的教堂，又有衛

理公會大學特有的象徵八福燈，也有禮儀崇拜

最合適的聖壇、講台和讀經台。然而50年老建

築物，比起新建的教學研究大樓是老舊了，學

校極其重視建物的更新，在潘維大校長及王淑

芳總務長鼎力支持，由端木儀民執事的鼓吹之

下，及執事們同心支持，去年暑假大翻修，如

今煥然一新，以嶄新美輪美奐呈現，令人驚艷

與讚嘆！

    安素堂的成員才一百多人，為了重塑教堂，

學校提供了650萬，配合款需負擔200萬，但上

帝奇妙供應，也是會友竭力奉獻，半年就完成；

校牧室也配合提50萬元，感謝主，耶和華以勒！

之後又有人奉獻團契室的裝潢30萬，管風琴底

座改為原木（前為三合板貼皮）20萬，上主真

是豐富多足，比我們去年預算多了250萬，令

我們平白多擔憂，原來上主的工作，按照上主

的方法，上主必顧念而供應，我們只有放心交

託，感謝讚美主！

    50週年慶典上，魏恩德博士（美國聯合衛

理公會宣教士）是東吳諮商中心的創辦人，偕

她的女兒易蘇湘牧師（美國聯合衛理公會長牧，

安素堂會友）回來參加慶典。易牧師將她父親

的撫卹金全部奉獻給安素堂，作為他們對安素

堂的感念，對上主的敬拜，哈利路亞！

二、感恩禮拜

    堂慶那天，也舉行安素堂壁記及歷史光廊

揭幕，由林長贈會督主領，黃心怡執事宣讀壁

記，壁記文由許清雲主席親撰，將黃安素之行

誼與對東吳大學建校之功，及安素堂建堂之神

蹟奇事，以散文詩體裁寫出，讓全校師生都可

來參訪、閱讀以紀念先賢信仰與貢獻。

    安素堂的前廳，以歷史光廊呈現，將歷屆

的會督、宣教士對東吳的貢獻，以及在安素堂

美國聯合衛理公會宣教士魏恩德博士（左），美國聯合衛理公會長
牧易蘇湘牧師（左二）捐款儀式，由安素堂執事會主席許清雲代表
接受（右三），陳啟峰牧師抱著易牧師的女兒（右二、一）。

林會督為安素堂50週年堂慶整修壁記揭幕

堂慶動態

安素堂50週年感恩禮拜安素堂50週年感恩禮拜

安身立定外雙溪
素人建造主榮殿
堂堂屹立校園中
五十禧年回首恩
十方人潮來慶賀
年歲冠冕擲主前
慶祝脂油滿路徑
        陳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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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的東吳校長、歷屆校牧、各團契大事記及

圖片，成為常態的展場，並有紀念黃安素會督

的角落，成為展現東吳大學復校史的美好地方。

    堂慶在主日崇拜時刻舉行，由林長贈會督

主領聖餐及祝福，陳啟峰牧師及易蘇湘牧師襄

理。陳牧師細數衛理公會歷任會督，尤其黃安

素會督在東吳復校的幫助，當天詩班獻詩由吳

逸民弟兄指揮，室內樂及管風琴伴奏，以極美

的歌聲唱出「聖城」，作為安素堂的遠象，獻

上感恩的頌讚，令人同心讚嘆上主的奇恩大德。

    那天安素堂的歷史回顧別開生面，以40分

鐘音樂劇呈現，由陳宣義導演，率安素堂大學

生演出大陸時期、來台初創及現今安素堂會友

面貌，其演出不論台風、道具、服裝、化妝、

配樂、燈光都令人震撼，好多老會友，特別是

從美國返台的梅翰生姊妹（前衛理女中校長）、

卓景鋈弟兄（前會友會長）等長者，年輕會友，

甚至東吳的劉源俊前校長，都感動流淚。東吳

老校友張曉風姊妹也參加，給我們珍貴的讚賞

和勉勵，大家都不相信這些演員大都大一學生，

還有好些是外僑生。

    安素堂下面的走廊空間也構建了公共藝術

空間，那是由端木儀民執事倡議，陳宣義弟兄

設計的苦路14站，以及聖靈九果子，王淑芳總

務長責成繼揚公司免費施作。這成為靈修默想

之處，也讓安素堂每年舉辦「飢餓卅：抗爭四

秒獸」時，體驗耶穌苦難的十架歷程；聖靈九

果配合八福燈，成為東吳最強調德育與群育的

具體象徵。這是安素堂50週年慶典的獻禮，願

一切榮耀歸給主，父、子、聖靈，永生永王，

阿們。

    安素堂50週年的禮物也很別緻，除了精美

的紙袋，內有冬天用的圍巾，上面的圖案是鴿

子與魚（互為表裡），表明安素堂會友對內渴

望被聖靈充滿與彼此合一相愛，對外見證基督，

得人如得魚。50週年的紀念冊由羅仲娟執事及

許清雲執事主編，鄭建鎰師母、陳宣義弟兄及

陳宣信姊妹（編制安素堂50週年大事記）協助

完成。內容豐富精彩，印刷精美，將安素堂的

各種象徵、歷史，壁記文以及大家庭內的大事

記，大小故事述說出來，溫馨感人。

    桃園縣觀音鄉乃是工業區，有許多外籍勞工在此地的工廠工作。當中的菲律賓籍勞工大多為

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但來到台灣之後卻沒有固定的聚會。其中永光化工與中華化工的董事長皆為

基督徒，他們也長期關心在工廠工作的菲籍勞工。在102年衛理公會領受馬其頓的呼聲，上帝也

帶領Rev. Richard & Rev. Alma宣教士夫婦一家四口來到台灣事奉，成立桃園成功佈道所關心當

地的菲籍勞工。

    感謝上帝，桃園成功佈道所成立一週年。細數上帝的恩典，無論是教會的發展，或是宣教士

的家庭，都看見上帝奇妙的帶領與供應。許多菲籍勞工的信心被堅固，生命得改變。願桃園成功

佈道所成為當地菲籍勞工的祝福，也成為上帝恩典的記號。

(本文作者為安素堂主任牧師)

成立一週年感恩禮拜
桃園成功佈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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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帝的恩典與帶領，讓台中衛理堂能

歡度60週年，60年剛好是一甲子，是個不算短

的歲月。回首台中衛理堂過去60年來的發展，

從創立之初的竹製教堂到如今，我們看到上帝

的賜福與奇妙的大恩典，正如詩篇所說的『祂

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祂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雖然在這當中也曾經歷風暴與困難，但因著上

帝的帶領，我們看到上帝在當中掌權及彰顯祂

的大能，也動了奇妙的善工，上帝為愛祂的人

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

心也未曾想到的，上帝的恩典遠遠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全能的

上帝。

開荒期(1953.07~1961.10)

    在戰亂政權不安之後，首批信徒大都來自

福州衛理公會及一些中國其他省份的聖徒，他

們於民國42年7月設立家庭聚會並由12人聯署

向美國衛理公會申請宣教師來台設立教會。42

年9月穆藹仁牧師首度前來主理每周聚會。43

年6月穆牧師舉家定居台中，每主日則在穆牧師

家聚會，到了11月因人數增多，乃借用學校教

室聚會崇拜，並於同年聖誕節租賃房舍為臨時

聚會處所。民國44年1月4日本堂正式成立，會

友共33人。同年6月購買民生路137號土地1000

坪，便於46年6月先建一座竹棚作為聚會場所。

但因12月天氣寒冷，於是在四周加蓋圍牆，就

成了第一座竹製教堂，但這塊地是台中市教育

用地。於是在民國46年創辦衛理幼稚園。民國

49年開始興建新的禮拜堂(就是現在使用的會堂)。

50年6月新堂落成，啟用迄今。值得感恩的是當

時的建堂經費3/4款項由美國差會捐贈，而1/4

的款項是由本地教會奉獻。當時來台的教友大

都經濟困難，都是軍眷和難民，有工作者不多，

但是大家都盡心擺上，把自己結婚的金項鍊、

金戒子都獻上了，大家彼此同心、心裡火熱，

一年後新堂便完成。同年7月，在穆牧師的帶領

之下，成立"善意服務中心"，設有婦女縫紉合

作社、編織部、營養部、學生工讀部、手工藝

訓練部、照顧貧困家庭並輔導就業，勵行聖經

的教導、關懷鄰舍、宣揚福音、拯救靈魂。

穩定成長期(1961.11~1984.07)

    在硬體設備和關懷工作階段性建立後，緊

接著陸續舉辦培靈佈道大會和退修會，有系統

的查經與教導培植裝備弟兄姊妹，個人佈道、

台中衛理堂60週年感恩與回顧台中衛理堂60週年感恩與回顧



2015.02 衛訊78期 7

堂慶動態

宣揚福音並成立婦女團契，青少年團契，詩班，

兒童主日學…等；而本堂第15任主任牧師曾長

森牧師，就是在這個時期由本堂所栽培出來的

第一位神職人員。弟兄姊妹不但靈性增長成熟，

更在生活中力行彼此相愛，秉持聖經的教訓，

即使面對強權的威脅或利誘，也能堅定持守所

信的真道。

擴展延伸期(1984.08~迄今)                                                   

    在過去多位牧者同工的盡忠擺上，牧養經

營之下，台中衛理堂更加成長茁壯，漸漸地又

拓展出伸入社區的福音工作。兒童暑期夏令營、

社區兒童合唱團、長青大學等都一致獲得社區

的好評，也為他們打開了救恩之門。國內短宣

或支援海外宣教也讓許多人得到造就。近幾年

各小組逐漸成熟，弟兄姊妹也更火熱的參與總

會或本堂開辦的造就課程，願意受裝備為神使

用，目前本堂已有十位義務傳道，也有數位完

成衛理神學院的靈性與領導專修班。無論是總

會、教區、地方堂會、弟兄姊妹都樂意委身服

事，近十幾年共栽培5位神職人員，有吳劍峰牧

師、辛俊傑牧師、湯祖和牧師、黃建彰傳道及

已故的張瑞傑牧師，另外葉雅慧牧師及吳怡慧

傳道也都曾在本堂受造就。這幾年除了開拓逢

甲衛理堂之外，太平幸福衛理堂也是中衛的孫

子，而南屯的開拓也正在籌備中。感謝上帝，

讓中衛這幾年豐豐富富！祂的恩典真是數算不

盡！

    感謝台中衛理堂歷任的牧師、執事、同工

與弟兄姊妹，因著您們的忠心與擺上，使台中

衛理堂能逐漸茁壯。展望未來，相信在上帝的

帶領及大家同心合一委身服事之下，台中衛理

堂必定「興起，發光」成為一盞明燈照亮在這

個社區，這個城市，這個國家，這個世代，成

為眾人的祝福。也願上帝賜福台中衛理堂，後

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理堂義務傳道)

牧職退修會
    「更新對上帝的認識，更新與上帝的關係。」傳道人的事奉，首重與上帝的連結，產生服事
的動力。也要不斷地透過對自己服事的省察，更新事奉的觀念。以使事奉的道路能走得更遠，更
合乎上帝的心意。此次的退修會，不是上課，也沒有安排講員，有的是分享與交通，一同來思想
關乎傳道人事奉的幾個重要課題：
一、牧養的藝術。二、傳道人的人際關係。三、傳道人的性格與特質。四、傳道人的領導力(系
統組織/動員/執行力/企劃/團隊建立)。 五、傳道人的歸屬感、向心力、委身與使命。六、門訓
思維。
    藉著兩天的退修會，讓衛理公會的牧者傳道，服事得以更新突破，期能更加帶動教會的發展，
對內造就門徒，對外傳揚福音，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

2014年12月2-3日 衛理福音園



2014年教育委員會舉辦兒主背經比賽獲得熱烈的回應，
今年教育委員會將續辦兒主背經比賽，並加入成人背經比賽。

背  經  比  賽

願我們同心用上帝的話語教導孩童走當行的道，竭力追求認識上帝成為一生美好的祝福!

比賽相關資料如下:
(一)比賽資格
1.國小組：團體賽及個人賽：高小級 、中小級 、初小級 
2.成人組個人賽

(二)比賽日期
北區： 2015/04/18(六)，地點：台北衛理堂
中區： 2015/05/02(六)，地點：台中衛理堂
南區： 2015/04/25(六)，地點：台南衛理堂

總會消息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

我在可安歇的水邊。」（詩廿三1-2）天品山莊位於三峽，三面環山，

環境清幽，是一座專屬基督徒的安息樂園，亦為本會已故牧者林述鼎

牧師、盧淑恬牧師長眠之所在。林牧師於1999年9月29日安息，盧牧師

於2005年2月8日安息，安厝於天品山莊，但因故需重新安厝。

本會於2015年1月6日為兩位牧者舉行安厝禮拜，由林長贈會督主

禮，多位牧者以及弟兄姊妹皆到場參與。當中許多人為林牧

師與盧牧師生前的同工、好友，或是牧養過的弟兄姊妹。除

了追思兩位牧者，也體現主裡一家的情誼。

林述鼎牧師、盧淑恬牧師安厝禮拜林述鼎牧師、盧淑恬牧師安厝禮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