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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羅馬書的中心思想是因信稱義得生，靠聖

靈成聖，這是我們傳福音的內容；「不以福音

為恥」則是我們傳福音的態度。提摩太後書說：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

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提後1:8)、「務要傳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提後4:2)。

    約翰衛斯理「以世界為牧區」的宣教觀，

即是回應「不以福音為恥」的態度，引領我們

強化宣教思維行動，樂意奉行聖經真理，採取

「不以福音為恥」的態度，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一.以福音為榮：
    聖經用否定句「我不以福音為恥」教導我們

要「以福音為榮」，以能夠宣揚基督福音為至高

榮譽；以成為上帝的兒女、作主的門徒為榮。

1.認識福音的真本質：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這福音顯明了上帝的

義，這義始於信，終於信，正如聖經上說：「

義人必靠信心而活」，基督的福音使信靠主的

人重生得救，得勝罪惡死亡權勢，與神和好，

歸神為聖，所以不以為恥，且去使人認識基督，

因信稱義，得著更豐盛的生命。(約10:10) 

2.出於恩典傳播恩典：

    得救的次序—先猶太人後外邦人，是福音

傳播的先後，激勵我們努力遵行大使命，勇敢

為福音發聲—表明自己是基督徒，願意為基督

信仰付出一切代價，參與傳福音的行列，一代

傳一代，一地傳一地，一族傳一族，一國傳一

國，建立榮神益人的教會，上帝就與人同在，

主恩永偕！

3.面對困難力求突破：

    傳福音會遭遇困難，「我曾多次計劃去你

們那裡，要在你們中間收穫一些福音的果子，

像在其他外族人中一樣，只是至今仍有攔阻。」(

羅1:13)。佈道要有風險管理及危機意識，勇

於嘗試，不怕失敗，勇往直前。

二.建立門徒訓練的優先目標：
    門徒訓練是以聖經為核心：「你從我聽到

那健全的言論，要用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

心常常守著，作為規範。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

裡面的聖靈，牢牢守住所交託給你那美好的事。」

(提後：1-13-14；和修本)

1.門訓是福音核心

    傳福音的核心是大誡命與大使命(太22:35-40，

28:18-20)；基督已賜給教會權柄，要去使萬

民作主的門徒，受洗加入教會，教導他們聖經

真理並遵行。這是肯給出去、施比受更有福的

價值觀。教會事工的重點是努力建立門徒訓練

的穩固架構；透過引人信主去得人，造就人，

差遣人再去得人，建立門徒導向的牧養、宣教、

領導、管理，使門徒訓練的事工永續發展！

     

不以福音為恥
羅馬書1:13-17；

提摩太後書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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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代傳承的策略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

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2:2)門

訓不僅是上課，更是生命影響生命、感動生命、

模塑生命，以美好的信心行為跟隨基督、見證

基督、榮耀基督。耶穌以生命帶出十二門徒(

太10:1-42)。保羅以生命帶出提摩太與提多(

提後1:3-7，2:1-2；多1:4)。舊約論述上帝是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摩西父親

和摩西的上帝(出3:6.15)。摩西的岳父葉忒羅教

導他管理學與領導力(出18:1-27)；摩西帶出約書

亞(申34:9)。以利亞培育以利沙 (王上19:19-21)。

3.架構建造的藍圖

聖經是最高權威：「1729年，我開始把聖經當

做是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純真信仰的唯一典範

來研讀。」(會祖)「我們蒙召要在全地宣揚聖

經的信仰—以愛、以聖潔的心、聖潔的生活活

出信心，讓我們身體力行吧。」(會祖)

維續本宗神學傳統：聖經，傳統，理性，經驗，

紀律(敬虔)。三個基本教義：上帝無條件的愛，

基督徒的完全，聖靈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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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事工：除了門徒訓練之外，尚有數個重點

如教會領導與行政管理(治理)，組織與動員，

深度牧養事工—團契牧區(小組)各級團契，優

質的主日崇拜(講台崇拜禮儀)，活潑有能力的

禱告事工，門徒訓練與成人主日學(聖經課程)，

個人靈性栽培，有果效的佈道事工，傳道人、

義務傳道、小組長等人才培訓等。      

三.我們的態度—付出代價展開行動
1.要不斷的嘗試：「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們知

道，我曾多次計劃去你們那裡，要在你們中間

收穫一些福音的果子，像在其他外族人中一樣，

只是至今仍有攔阻。」(羅1:13)，傳福音是一

件永不嫌遲、不嫌少且不會後悔的事工，「做

的對，不要怕」。簡單(異象清楚、目標明確)，

重複(堅持不懈、強化策略)，持續(擺上代價、

決心完成)。更新思維，化繁為簡，盡心盡力，

甘心樂意擺上，走出舒適區，接受挑戰，超越

自己，奮勇跟隨基督。(彼前2:21)

2.預先作好計畫：傳福音除了聖靈的感動，我

們亦應有充分的計畫預備，有系統的整合、組

織、動員、訓練、差遣、跟進，才能事半功倍，

流淚撒種必歡呼收割(詩126:5-6) 。我們要下

決心，作好規劃認定傳福音的範圍對象，高舉

基督十架，承擔福音使命，努力使人作基督的

門徒，朝向七十週年七十間堂會、七千信徒的

目標前進。

3.盡義務的精神：『不論是希臘人、非希臘人、

智者、愚人，我對他們都有義務。所以，我也

切望能將福音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1:14)「

切望」即情願盡力量。「義務」帶出使命感，激

發屬靈的責任，隨時隨地充滿傳福音的熱情，勇

敢為福音發聲。以基督的眼光看世界，舉目向

田觀看，莊稼已熟，可以收割了，認同積極搶

救靈魂的急迫性，願意為福音付出一切代價，加

快腳步收穫福音果子。

4.對福音的態度：為福音同受苦難，不以福音為恥！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

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

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羅1:8) 「務要傳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提後4:2)願意為福音受到不合理的對待或侮辱，

倚靠聖靈能力承受苦難，更多禱告，團隊事奉

同心合力傳福音，專心堅忍帶領人做主的門徒。

結論：
    總之，我們不以福音為恥，因福音是上帝

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基督的福音是

值得我們為它受苦的福音。初代教會勇敢佈道、

殉道的見證，在困境中看見福音的出路，是上

帝聖靈奇妙的作為。初代教會積極還福音的債，

善盡義務，是今日教會宣揚福音的典範。

    求主興起更多愛神愛人、真心跟隨基督的

門徒，願意受訓成為傳福音的精兵。求主幫助

各堂會佈道所，盡心盡力作好門徒訓練，使堂

會數與信徒質量紮實倍增，生養眾多，持續建

造榮神益人且健康成長的教會與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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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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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我常在講台上說凡事要禱告要讓主活，但

今年過年前(2015/02/10-16) 我安排了一個墾

丁的渡假計劃，卻完全沒有向主禱告也沒有求

問神。沒想到出發前兩天肛門附近疼痛不已， 

2/09急忙前往榮總門診，醫生告知是得到了肛

門膿瘍必須立刻住院緊急動手術，我下午五點

住進病房，晚上八點就開急診刀，由於膿瘍的

面積很大，所以開刀的傷口就像是一個刈包一

樣有12公分長，真是恐怖極了！術後，每天要

用熱水坐盆至少四次直到傷口完全癒合，所以

今年過年哪裡也無法去。但是沒料到年初三主

日下午傷口又大出血，叫119救護車送急診，折

騰了五個小時還是血流不止，通知直腸外科醫

生會診，結果必須要用電燒才能止住血，享受

BBQ烤肉的招待，當然我的度假計劃因此完全

泡湯了！

    我用詩46：10 上帝的話禱告：神啊！祢

不是要我休息，要我知道祢就是神嗎？祢不是

成事皆美好的神嗎？為什麼祢要我躺在醫院裡

及家裡渡假呢？禱告中神就給了我一個意念「

你去墾丁渡假會真的休息嗎？」其實這位創造

主比我自己還瞭解我，由於我作計畫前根本沒

有求問神，幾乎所有墾丁的景點我都計畫要去，

從以往的經驗顯示每次旅遊後我都比旅遊前還

累，根本沒有休息到！神真是幽默用刈包與BBQ

的經歷，要我反省悔改，讓我認知任何事情靠

自己的努力，不求問神必受管教！

    啟3：19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

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我們要為

主的事工發熱心，但我們是罪人所以一定會犯

罪，最常犯的罪就是屬肉體不相信神，靠自己

的努力來過生活！感謝讚美主！神成事皆美好，

我被責備管教，吃足了苦頭，但用祂的方法真

正的讓我今年得到了充足的休息！能夠有充足

的體力來服事神！最奇妙的是經過不斷的禱告，

12公分長的傷口居然在我前往泰北宣教前一天

奇蹟似的完全癒合了！

    2015年4月1日到9日的泰北短宣共有15人

參加，弟兄和姊妹比例是2比1；這是歷年來短

宣隊少有的現象。看到教會的弟兄們被神的愛

激勵願意走出去傳福音，再再讓我確信這是一

個由神主動呼召揀選的行動，更是一條合神心

意蒙神賜福的恩典之路。神是此行的旌旗與元

帥，不但引導帶領我們每天的晨禱，也賜智慧

參與我們每天的反省與檢討禱告會，使得本次

醫療義診能有300人次，是歷年來最高的。同

時義診後的一對一禱告，不但安慰許多人的心，

也使得很多人決志信主。謝謝神的引導與管教，

讓我記取刈包與BBQ的教訓，切實地在主面前

認罪悔改，憂傷痛悔的靈，主必不輕看，願一

切榮耀頌讚都歸於主！阿們！

◆歐陽讓

刈包與BBQ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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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

    一個人呱呱墜地來到世界，影響他（她）

最深的，莫過於父母；無論是人格的形塑、價

值觀的養成，以及信仰的建立，皆與原生家庭

脫離不了關係。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成了形塑

一個人的重要因素。故此，教庭教育不只是探

討如何教育兒女，也應該把父母列入教育的對

象；基督教的家庭教育除了討論如何在家庭中

實施信仰的教育，也指涉家庭中的所有成員都

一起接受聖經的教導。聖經看重家庭對個人的

影響，所以聖經中也有幾處經文，題醒為人父

母的責任，並給予一些如何教養兒女的原則。

    首先我們要問，今日的教養權在父母的手

上，還是在誰的手上？在這升學主義當道，追

求金錢與權力的社會之中，我們的價值也容易

受到世界的影響。父母們因著忙碌於工作、社

交，把教養孩子的權利交給學校、安親班，或者

是保姆；或是希望孩子的學業能有突出的表現，

週末更多是往補習班送。即便回到家中，也可

能把孩子交給電視、手機，或是電腦。父母與

孩子互動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影響力及關係

就越來越淡薄。父母需要重新思考教養權的問

題，發揮父母在孩子身上應有的影響力。家庭

是一個人出生之後第一個受影響的場合，也是

最重要的地方，故此，應該更加重視家庭教育的

功能。

    再者，什麼是「當行的道」？若是我們跟

隨世界的潮流走，我們就很難要我們的子女跟

隨主耶穌的腳步走。若是我們只要求自己的孩

子學業進步，卻不關心他們的信仰，那麼，當

升學的階段過後，再要求孩子回到教會，恐怕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此，父母需重視讓孩

子從小就在父母的教導與陪伴之中來認識信仰，

並在教會的環境中更加的成長。「敬畏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

言9:10）教導孩子認識上帝，強過只追求世界

的學問；影響孩子一生的，學問是其次，認識

上帝並有好的人格，才能使人走在正確的道路

上。

    信仰的學習也需要實踐的場合。對有些人

而言，信仰的實踐是在教會當中，彷彿離開教

會信仰就與我們的生活無涉。實際上並非如此，

信仰需在生活中實踐，而家庭是非常重要實踐

信仰的地方。若單就時間而言，恐怕是在家庭

的時間比在教會的時間更多，所以如何在生活

中實踐信仰，就成為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課

題。聖經告訴我們，「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

埃及記20:12）人與家人的關係，會影響到將

來人與他人的相處，若是家人間的關係融洽，特

別是與父母的關係，那麼將來與他人也較容易

有和諧的關係。

    家庭是上帝賜福予人類最棒的禮物，家庭也

是人格與信仰養成最重要的場所。故此，父母就

要先與上帝有好的關係，才能為子女帶來正面的

影響。透過建立家庭祭壇，全家一同追求靈性的

成長，才能建立整全的生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編輯小組

從聖經看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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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女兒悅悅在讀幼稚園大班，二女兒讀小

班時我們全家到大直開拓教會。女兒的房間就

是主日學教室，客廳就是主日崇拜的地方，就

這樣展開了我們的事奉。如今悅悅已是輔大一

年級的學生，晨聆是內湖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小兒小威是大直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孩子們是

從小就事奉神，主日時他們會打掃教會，現在

是負責樂團、領詩、司琴、領會。這間教會在

建造的過程中，他們真的是最好的同工，任勞

任怨。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其實我們夫妻也

犯了不少的錯，比如說情緒性的話語，有時因

孩子課業表現不佳還會情緒失控，責罵和處罰

孩子。還好現在都變成笑話來說，很感謝孩子

們對我們夫妻的寬容及原諒 。

    我在老二因哭鬧不願意去上幼稚園小班時，

就去參加社區婦女中心開的媽媽成長班，從專

業的老師那學習到很多的技巧。後來就靈機一

動在教會開媽媽成長班，請基督徒的專業講師

教課。婦女的自我成長、黃維仁教授的「親密

之旅」成長課程，我都是從學員做起，然後去

參加帶領人訓練，接著辦讀書會，成為帶領人。

一路上這些課程幫助我的情緒健康、夫妻關係

的經營、親子溝通的增進，因為需要助人，我

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當我每天開始教會的晨禱

後，更覺得在家庭設立禱告祭壇的必要。我向

孩子們述說了我的心願，沒想到他們一口答應

了，於是每天晚上的十點鐘，就是我們一起分

享，一起禱告的時間。他們在學校的點點滴滴，

我們家庭和教會的重要事件，孩子們在學校的

考試、競賽、人際關係種種，都是我們分享和

禱告的事項。這使孩子們經歷到，這位神是家

庭的主，是又真又活聽禱告的神。例如：奶奶

在糖尿病截肢後，願意在加護病房中信主受洗。

昏迷不醒後，求主當晚將她接到天家免再受苦。

大家的祈禱下，姊姊順利考上大學。神這幾年

來一直在我們的家庭祭壇垂聽禱告，不必用嚴

詞責備，不用棒打出孝子。我們除了是血肉之

親外，現在也是屬靈同伴，天天經歷神的同在。

    現在教會中，社區媽媽成長班已有多位婦

女受洗。他們也跟我一樣每天早上來教會晨禱，

學習用好的態度智慧的方法跟配偶和孩子們相

處。樂在經營家庭美好的關係，愛真的需要學

習。感謝神帶領我一步步學習，建立家庭祭壇，

以禱告及愛的言語和行動來建立家庭。我們仍

有很多的不足，但是神總是耐心地的對待幫助。

我的兒子自小學二年級就在晚上十點鐘召集大

家說，十點鐘禱告了，請大家來禱告歐！兩年

過去，我們發現這真的是家庭和樂的來源！請

大家一起來建立家庭的禱告祭壇。

(本文作者為大直衛理堂主任牧師)

專題分享

教育委員會與基督化家庭合辦兒童親子教育研習
研習日期:2015/06/13(六)，地點: 雅各堂。
報名及活動詳細請見官網

建立家庭的祭壇
◆王先緻



    北三區牧者及教區同工退修
會4/24-25於萬里太平洋翡翠灣
會館舉行，約三十位同工參加。
這次邀請曾在美國牧會的郭明昌
牧師來分享，同工在二天一夜退
修會當中都有美好的收獲，也有
很好的互動，增進彼此的感情和
默契。

    榮恩堂40週年感恩禮拜於4月12日主日下午舉行，
聚集了來自各地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包括過去許多曾在
榮恩堂聚會的會友，一同來參加40週年感恩禮拜，感恩
過去在榮恩堂聚會時上帝給予他們的恩典。榮恩堂是第
一所加入衛理公會的地方堂會，經過40年的歲月，不但
開拓了三重佈道所，仍持續在板橋江翠地區的使命：「
榮耀歸給上帝，恩典分享人」。

4/12榮恩堂4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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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16日在雅各堂舉辦《基督裡的良伴》
研習營，由新加坡蔡偉山牧師和楊慧慧傳道
帶領近30位牧者和同工學習如何在小組模式
中進行屬靈的操練。透過營造聆聽的環境，讓
參與者回應上帝的呼召，進入一個在基督裡
不斷更新、以臻完善的關係裡。藉著禱告、讀
經、事奉、敬拜、學習和在基督裡的交通等
屬靈操練，讓我們沉浸在活水的泉源裡。這
些恩典的途徑展現在日常生活裡：基督與人
相遇、更新我們的信心、深化我們彼此相愛
的生命。

4/15-16基督裏的良伴研習會

4/24-25北三教區退修會

4/25北一教區郊遊

    北一教區在四月二十五日前
往新店文山農場郊遊，天氣非常
的涼爽，在詩歌中我們開始一天
的活動。在導覽人員的帶領下，
我們走在林間小道上，兩旁的林
木聳天，各類的茶葉品種栽種在旁
，彼此笑語嫣然。

5/2義務傳道訓練
    本次義務傳道訓練於5月2日在高雄榮光堂舉行，由劉天惠牧師主講
講道學。優良之講道者，要有聖靈的啟示、感動、挑選合適的經文，以
中心思想為主軸，串聯自己的人生經驗，見證或引用聖經，唯有神的話
語能觸動會眾的心弦，激起共鳴，聽道、行道，領人歸主。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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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活動預告
◎財務會計研討會  5/30中教區-地點：台中衛道堂
                  6/6南教區-地點：台南衛理堂
                  7/11北教區-地點：恩友堂
◎6/27中教區會友領袖座談會 地點：台中衛理堂

    基督教育委員會去年舉辦兒童背經比賽受到廣大的迴響，今年仍持續在北中南各區舉行背經
比賽，而且加入成人背經比賽，主要目的是促成衛理公會眾教會持續以神的話為中心的良好傳統，
養成背誦神話語的風氣，讓成人和父母將神的話記在心中，殷勤地教育他們的兒女和下一代，同
時讓兒童們從小就記誦神的話，並按神的話而行，到老也不偏離。期待明年舉辦時，衛理公會的
每一間教會都可以參予，讓「熟記神的話」成為衛理公會信徒的特色之一。

2015兒童成人背經比賽

活動報導

東伊專案募款
    自2014年起，中東地區戰爭紛亂，導致許多基督徒受逼迫而避居他國，青年學子因此失學、
未來生涯堪慮。我國駐約旦代表處本著世界一家、人道救援精神，積極籌畫轉介安置失學學子，
邀請東吳大學共同合作「愛在東伊‧國際人道救援」計畫，安排受迫害之伊拉克籍基督徒學生來
台安頓生活，進而規劃4至6年的學習計畫。

捐款專戶：私立東吳大學募款專戶，並註明「東伊計畫」。本案專款專用，並開立收據憑證。
(一) 臺北富邦銀行（士林分行）-帳號：300-102-08966-2(二) 郵局（郵政劃撥）-帳號：17422400

    今年5月份，成功安排1名學生(何生)進入東吳大學學習。
目前何生每週五日、每日密集修習6小時一對一華語課。平時
住在校內宿舍，與本地大學生一同作息，感受台灣人的熱情，
並享受應用中文的機會。週日則在校內安素堂參加主日崇拜及
MYF團契活動，並與安素堂會友一同享受愛宴。
    何生所需經費以兩階段作估算，分為教育費、住宿費，
及生活費三大部分。東吳大學在此誠摯邀請主內有感動的弟
兄姊妹，一起幫助何生在台的學習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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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第五十三屆年議會調派單
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

一、聖職人員調派：

三、附屬機構職員聘派：

四、退休牧師：

五、休安息進修年牧師：

二、教區長：

 金美景

葉雅慧(台灣神學院)
李信政(中華福音神學院)

陸澍華(衛理神學研究院)

邱惲傑(衛理神學研究院)

童年(南神應屆道碩)

第52屆年議會

北一教區

北二教區

北三教區
南教區

六、在職進修(神學碩士)：

中教區

海外地區

七、神學生：

主任牧師 鄭憲章

協理牧師（副牧） 葉雅慧

協理傳道 賴  玲

協理傳道 李信政

主任牧師（副牧） 葉雅慧（兼）

本地傳道 黃琴雅

主任牧師 鄭憲章（兼）

宣教士 廖秀卿

主任牧師 鐘撒該

本地義務牧師 黃以諾

主任牧師 龐君華

主任牧師 黃寬裕

校牧室主任 黃寬裕

校牧(副牧) 許  帆

主任牧師 莊美蘭

城中教會

安素堂

東吳大學

衛理女中

華恩堂

金提摩太(宣教士)

開拓牧師

台北衛理堂

恩光佈道所

林口佈道所

內湖佈道所

聖恩佈道所

外島特區

主任牧師（副牧） 戴祖聖

北竿佈道所

主任牧師 嚴明華

馬祖衛理堂

主任牧師 林烽銓

主任牧師（副牧） 徐秀蓉

主任牧師（副牧） 石鎮瑜

主任牧師 蘇福全

主任牧師 辛俊傑

沛恩堂

平安堂

木柵衛理堂

恩友堂

雅各堂

主任牧師 侯協明

主任牧師 王先緻

主任牧師 王先緻（兼）

主任牧師 陳啟峰（兼）

協理傳道 吳怡慧

主任牧師 辛俊傑（兼）

協理傳道 謝  炯

主任牧師 辛俊傑（兼）

協理傳道 陳怡君

主任牧師 林烽銓（兼）

華影佈道所

松德佈道所

大直衛理堂

台東開拓佈道所預備工作

聖保羅堂

新店屈尺佈道所

羅東佈道所

主任牧師 徐至強

主任牧師 徐雪坪（兼）

協理傳道 楊世昌

主任牧師 徐雪坪（兼）

協理傳道 高思凱

主任牧師(副牧) 陳信成

主任牧師(副牧) 曾楚傑

主任牧師 莊璧如

主任牧師 陳信成（兼）

協理傳道 程碧慧

主任牧師 蔡偉文

主任牧師 蔡偉文（兼）

菲律賓宣教士 Richard/Alma

本地傳道 張慧美

春湖佈道所

板橋榮恩堂

樹林約翰堂

鶯歌佈道所

三峽衛理堂

三重佈道所

桃園佈道所

永和天恩堂

土城佈道所

桃園成功佈道所

主任牧師 林樹輝

主任牧師（副牧） 吳東泰

台中衛理堂

台中衛道堂

主任牧師 湯祖和

主任牧師（副牧） 吳東泰（兼）

協理傳道 張士信

主任牧師 吳劍鋒

主任牧師 歐陽輝

主任牧師 曾長森

主任牧師 曾長森（兼）

主任牧師 林添福

主任牧師 林添福（兼）

本地傳道 張萩華

太平幸福佈道所

逢甲衛理堂

信正佈道所

大里佈道所

竹山衛理堂

鹿谷佈道所

嘉義衛理堂

蘭潭佈道所

主任牧師 邱泰耀

主任牧師 邱泰耀（兼）

義務本地傳道 蘇崑寧

主任牧師（副牧） 蔡得恩

主任牧師 李相蘭

本地義務牧師（長老）劉自潔

主任牧師 劉天惠

主任牧師 陳建中

協理傳道 彭美玲

主任牧師 陳建中（兼）

本地傳道 高禎吟

主任牧師 劉天惠（兼）

本地傳道 林大聖

主任牧師 邱泰耀（兼）

本地傳道 陳文揚

台南衛理堂

鳳山佈道所

小港佈道所

永康衛理堂

衛理南工佈道所

高雄衛理堂

高雄榮光堂

東港佈道所

榮揚手語佈道所

台南安平堂

北一教區 鄭憲章

北二教區 陳啟峰

北三教區 徐至強

中教區 林樹輝

南教區 劉天惠

外島特區 鄭憲章（兼）

執行秘書 徐雪坪

門徒培育中心主任 徐雪坪（兼）

待派牧師 周士煒

代理院長(至104年10月底)吳基仁

副院長 陳啟峰

教務主任 吳基仁

學務主任 張聖佳

專任講座教授 廖上信

駐校講座教授 張傳琳

專任老師(兼院牧) 劉幸枝

專任老師 張聖佳

專任老師 曾念粵

主    任 曾中一

主    任 何紀瑩

總會

衛理神學研究院

衛理協談中心

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宣教士 陳祥億

宣教士 張嘉仁

宣教士 張正儀

菲律賓馬尼拉衛理堂(佈道所)

泰北清萊衛理堂(佈道所)

吳承禧、郝文章
蕢建華、曾紀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