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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是我們衛理公會

核心傳統之一，全球的衛

理公會都有教區的設置，

二百多年來推行於世界各

國各地，發展宣教事工及

教會組織建造的系統，它

是優良的傳統，我們應當更

多的了解，使之發揮功能。

前言：

    聖經說：「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

行。」(林前12：40)本宗秉持聖經教導，研發

出可長可久、普世通行之法規組織制度，以大

使命大誡命為核心，建立教會、倍增生養、差

遣宣教，使教會生生不息，福音廣傳，永續傳

承，已逾270年之久。

    如前所言，教區制度是循道衛理宗共同的

傳統，本乎聖經真理，透過聖靈的工作與牧職

聖徒的順從，不斷的建造教會，直到基督再來。

    本文根據法規本文「教區組織及職權」及

宣教規章第一篇「教區議會設置辦法」，介紹

給本會牧職及弟兄姊妹，助益我們對教區的認

識，積極投入相關服事，一起參與教會建造及

大使命大誡命之推展。

壹、教區組織及職權
◎法規《2-10頁貳.A.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年議會下設教區，教區之劃分、實

施日期及教區議會設置辦法由董事會另訂之。

(教區議會設置辦法參閱本法規陸.A.第一編)

一、教區長之產生：

教區長須為現任之長牧，由會督於年議會調派

之。教區長之任期每年一任。

二、教區長之職責： 

(一)負責協助會督督導堂會之發展。

(二)主持教區議會。

(三)主持季議會。

(四)成為教區內堂會之橋樑。

(五)發展教區之宣教與植堂。

(六)參與調派事宜。

三、教區議會：

(一)教區長為教區議會之主席。

(二)教區議會之成員，由各教區所屬堂會及佈   

    道所之全體牧職人員、執事會主席及同工

    會代表、相關同工共同組成之，各堂會年

    議會代表及會友委員會委員得列席議會。

(三)教區議會每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臨時

    召開之。

四、教區之經費：

(一)總會撥款。

(二)堂會奉獻。

(三)自籌。

五、教區之人事：

(一)幹事。(目前由教區長堂會幹事義務兼任)

(二)其他人事。

發揮教區的功能



貳、教區議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第卅九屆董事會第四次

會議 第四次修正通過施行

第一條：每一教區設置教區議會，並設教區長，

教區長由會督於年議會調派之。教區長之任期

為每年一任，其調派生效日為當年的八月一日。

第二條：教區議會應至少半年召開常會一次，

由教區長召集並任主席，教區長不克召集及主

持會議時，由議會推選一位牧職代理之。教區

長於必要時亦得召開臨時會。

第三條：教區議會之成員，由各教區所屬堂會

及佈道所之全體牧職人員、執事會主席及同工

會代表、相關同工共同組成之，各堂會年議會

代表及會友委員會委員得列席議會。

第四條：教區長應將開會時間、地點預為安排

並告知各成員，以利出席。

第五條：教區之職責：

(一)處理一切教區內各堂會之事宜。除審覽各

堂會送呈之報告外，並討論各堂會相關之事工。

(二)接受教區內各堂會（牧區）主任牧師之報

告，委任本地傳道（牧師），並向牧職委員會

推薦神學生或牧職人員。

(三)審理教區內各堂會經費之申請案，並轉財

務常務委員會及董事會。

(四)擬定提案，提交董事會審核通過後送交年

議會。

(五)教區議會需關心各牧區之下列事工發展情形：

A.會友靈性狀況。

B.主日學、夏令學校、幼兒園、青年團契等經

辦的基督教教育事工。

C.婦女事工。

D.學生（大專）事工。

E.成人事工。

F.社區事工。

G.外展事工。

H.財務狀況及供給其他堂會（佈道所）之情形。

I.蒙召獻身人員或神學生之栽培。

J.其他相關事工。

(六)發展教區之宣教與植堂。

(七)推動教區內會友靈命進深，辦理各種聯合

崇拜、退修會、訓練、講道安排等事工。

第六條：教區長之職責：

(一)主持教區議會。

(二)主持季議會。

(三)參與協商牧職調派事宜。

(四)指導、鼓勵及勸勉其教區內堂會之牧職人

員執行其職務。

(五)督導其教區內各堂會之事工及留意各堂會

所設置之適當使用，並集中資源協調運用。

(六)接受其教區內各堂會（牧區）主任牧師之

報告，各堂會執行年議會及教區議會之政策及

議決案之情形。

(七)向年議會及教區議會報告其教區內各堂會

之事務。

(八)處理、協調或決定其教區內其他下屬單位

及委員會提交之事項與問題。

(九)主動關心其教區內退修牧職人員之近況及

需要，並向牧職會長報告。

第七條：教區之經費來源：

(一)總會撥款。

(二)堂會奉獻。

(三)自籌。

第八條：教區得因事工之需設幹事或其他人事。

第九條：教區之劃分：北一教區、北二教區、

北三教區、中教區、南教區、外島特區。

第十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一條：本辦法自2009年8月1日起生效。

結論：
    本會所有的事工幾乎可以在教區推動，教

區是一個最佳的發展平台-牧養、門徒訓練、

各種事工之聯繫推動、宣教、開拓植堂、義務

傳道培訓、神學生之栽培、教會增長事工、執

事同工之訓練、外展事工、培靈佈道等，盼望

我們善加使用，發揮整體性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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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屆年議會選舉當選名單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主後 2016 年 2 月 26 日

1. 會     督：陳建中牧師

2. 牧職會長：龐君華牧師

3. 會友會長：葉新林弟兄

4. 財務主席：陳美吟姊妹

5. 仲裁委員：林長贈牧師、鄭憲章牧師、楊寶賢弟兄、

             戴南中姊妹、金鴻烈弟兄。

6. 董     事：陳建中牧師(董事長)、龐君華牧師、

             葉新林弟兄、林烽銓牧師、王先緻牧師、

             黃寬裕牧師、徐至強牧師、蘇清正弟兄、

             藍恩琪姊妹、沙泰國弟兄、林佼瑩姊妹、 

             陳姿伶姊妹、李承禹弟兄。

7. 牧職委員：陳建中牧師、龐君華牧師、林烽銓牧師、

             侯協明牧師、王先緻牧師、黃寬裕牧師、

             徐至強牧師、辛俊傑牧師、邱泰耀牧師。

8. 會友委員：葉新林弟兄、莊友銘弟兄、陳姿伶姊妹、

             林榮明弟兄、施小惠姊妹、蔡敏勝弟兄、

             紀瑞和弟兄。

9. 法規委員：曾楚傑牧師、陳信成牧師、吳基仁牧師、

             汪鵬聰弟兄、林翰彥弟兄。

10.提名委員：陳建中牧師、曾長森牧師、蘇福全牧師、

             湯祖和牧師、范成浩弟兄、葉曉蓓姊妹、 

             龍寶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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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佼瑩

    最近我有機會閱讀

韓國著名的研究衛斯理

學者金振斗博士所寫的

『約翰‧ 衛斯理的生平』（由聖光神學院出

版）。這本書是金振斗博士在過去30多年來研

究約翰衛斯理傳記的結果。我讀了此書幾遍之

後，在心中有深深的感動及思考，想要分享從

衛斯理的信仰來看現今教會的屬靈危機，且希

望能分享尋找克服這時代教會屬靈危機的實際

方法。

壹、這時代教會所面對的屬靈危機
一、「內心信仰不見了」的屬靈危機

    這時代的教會極迫切需要「循道會信仰」

的恩賜與能力，也就是需要「內心的火熱」的

經歷。因為這時代教會的信仰已習於使用理性

來思考和分析，不再有火熱的經歷，意即不再

以深刻的重生經歷來體會「基督十字架的恩典」

和「赦罪的恩惠」。這就是這時代所面對的屬

靈危機。

二、「稱義與成聖之間的關係認識不清」

的屬靈危機

    約翰．衛斯理本人也不輕易接受「人得救

是依靠自己的行為和努力的」，他只接受「以

信心而得救」的恩典，當時的爭論也是現今教

會的屬靈危機的現象，就是「因信稱義」教義

中所主張的「唯獨信心」和「唯獨恩典 」的真理

正被動搖。若我們沒有清楚地理解「稱義和成

聖之間的關係」，那我們或者只能停留在狹隘

的律法主義的信仰觀裡；或者我們自滿於「亞

米念主義 (Arminian)」的救恩想法；或者因過

分擴大「稱義的意義」，就天真的誤以為「稱

義」能夠直接達到「成聖」的境界。

三、尚未從「奴僕的信仰轉到兒子的信仰」

的屬靈危機

    為要得到神給予的恩典－「完全的饒恕」

和「得救的確據」，需要脫離「奴僕的信仰」

轉到「兒子的信仰」。約翰衛斯理在未重生之

前，他也一樣只停留在「奴僕的信仰」，在重

生後才進入「兒子的信仰」。至於這兩者之間

有什麼不同呢？其一、奴僕們將主人所吩咐的

事情按照律法的要求，以盡義務的態度來遵行

完成。但兒子卻在父親的家裡因為愛父親，體

貼父親的心意，以喜樂的心來遵行。其二、奴

僕是外人，所以無法繼承父親的產業，但兒子

是家裡的人，當然可以繼承產業。所以在這時

代的教會和信徒需要確信的是：神不僅能夠塗

抹我們的罪犯，並且有能力將我們從罪惡和死

亡中拯救出來。同時我們也要確信，祂必定能

將我們從過去「奴僕的信仰」中抽拔出來，進

入到「兒子的信仰」。

四、不再經歷「恩典和得勝」的屬靈危機

    由於這個世界每天不斷發生許多令人不安

和疑惑的事，所以這個時代的教會和信徒在人

生路上就常常遭遇到傷害和挫折，甚至心中也

常有埋怨憎恨的人或事，使他們不再擁有「恩

典和得勝」的生活。當我們將自己處在這樣灰

暗的景況下，便不知不覺地失去了基督十字架

和復活的恩典，成為了一個一個行禮如儀的名

義上基督徒。所以我們需要在主裡面，要經歷

和衛斯理一樣的得勝經歷，亦即靠著十字架和

主復活的能力，驅趕我們心中的懼怕和不安；

更進一步的靠著神彰顯的大能，經歷連仇敵也

折服在主面前的得勝。

五、失去了「傳福音者的使命感」的屬靈

危機

    由於現今的教會失去了傳福音的使命，充

斥著只有世俗化和成功主義的牧養策略，所以

受到了世界嚴厲的批判。其實約翰衛斯理說「

世界是我的牧區」，並不是一個擴張主義的口

號，意圖把全世界當作他的牧區，其實這句話

這時代教會所面對的屬靈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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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高雄衛理堂會友)

純粹在彰顯他的「福音使命」。故現今教會不該

再局限在「成功主義」的牧養目標上，而要將擴張

教會勢力的策略，轉換到傳講純正福音的使命上。

六、失去了「博愛精神」的屬靈危機

    誠如經上嚴厲地說：「身體沒有靈魂是死

的；照樣，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二26），

這時代教會對於信仰「只用嘴巴說說而已」，並

沒有真正的在生活上去體驗。其實我們的信心應

該是表現在生活上，用生活來證明信心，用信心

來追求信仰。這是這個時代該恢復的屬靈課題。

貳、克服這時代教會屬靈危機的實際方法
一、我們要向神尋求「聖靈的印證」

    衛斯理將「內心的經歷」解釋為聖靈的印

記，並且強調所有的信徒要渴慕擁有這項恩賜，

如果尚未得到的就要不斷熱心的尋求。其實信

仰是何等奧秘的事，如果我們只用理性和知識

來靠近的話，我們無法理解屬靈的境界，如果

我們一心想用理性來理解或證明屬靈真理的話，

就等於放棄尋求的信心了。正如神學家安瑟倫

的教導：在信仰的世界裡，信仰本該在理性的

理解之前，我們或許可以藉著經歷達到真知識，但

是除非靠信心我們無法真明白。「我們不是靠著

自己的行為和努力得救，乃是靠著恩典而得救」。

這樣的神學立場，原本衛斯理也無法接受，然而

他在經歷「艾德門街信徒會」時得到聖靈給予的

得救印記後，他就將信仰和知識合併在一起。 

二、不可忘記擁有稱義救恩的信心和喜樂

    我們當站在稱義的恩典上，將自己交託給

神，尋求「完全成聖的恩賜」，以「信心」和「

順服的行為」和「愛的實踐」來成就「完全的

成聖」。也就是在生活中的每個瞬間、每個環

節都依靠聖靈的能力，以不斷禱告、具體和積

極的態度來順服於神的真理，實踐主的愛，進而

以跟神合作的方式來完成成聖的道路。 

三、努力聚在一起

    約翰‧衛斯理從復興運動的初期，便清楚

的領悟一件事：重生信徒若是缺乏連結制度的

保護和養育，他所有的努力可能在一瞬間化為

泡影，功虧一簣。衛斯理發現：魔鬼希望人在

覺醒一半後，就很快再次睡著，因此他說：「

若是後續無法採取有效跟進的措施，絕不能幫

助任何人體驗重生」。衛斯理如此的決心就成

為他一生的準則，因實踐如此的準則的緣故，

他繼續成功的帶領循道衛理宗的復興運動。

四、要恢復福音佈道者的使命

    衛斯理身為福音佈道者，一生中所做的事情

只有三件：「拯救個人靈魂的福音佈道運動」、「

改革社會生活方式和道德的聖潔運動」、「幫

助貧窮人的博愛運動」。其實衛斯理將這三件

事合併為一件事情來執行 － 就是「傳福音」。 

歷史學者評價說：約翰‧衛斯理的博愛運動和

聖潔運動恢復了基層人民（貧窮的大多數人）

的價值、尊嚴和品格，並且這運動在促使英國

社會走向民主體制的事上，扮演了決定性的角

色。我們這時代的教會和信徒，也該追求這樣

的「內心的火熱」來經歷十字架的福音和恩典。

若我們能像衛斯理當年一樣，將得救的確據，

僅僅單純的相信耶穌基督十字架能力的時候，

我們才得以從不同的屬靈疾病中被醫治並得釋

放。在這個時代的我們當效法衛斯理和初期循

道宗的信徒，帶著十字架的福音和聖潔的愛往

有罪的人地方，去尋找罪人，去傳揚福音，去

改變社會。無論我們在哪裡，無論我們在什麼

時候，就算我們已來到了世界的末了，這世界

將會因為我們而有奇妙的改變，因為主的教會

已經在我們的努力之下復興起來了。

    金振斗博士寫本書的用意，在於提醒現世

代的教會不可忽視所面臨的屬靈危機。教會除

了要在根基上站穩，更要常常檢視教會的屬靈

光景，即時的面對及克服，為著是使教會組成

的信徒生命得以成長，更是能在世界、社會中

發揮正面屬靈的影響力。衛理公會素常以約翰‧

衛斯理的「世界是我牧區」為使命，就更應該

積極的正視和面對屬靈方面所帶來的危機。盼望

將此書介紹給眾牧者、傳道及教會中的核心同

工，凡有心在基督裡一同建立主榮耀同在教會

的人，必能從此書中得益。只要我們願意重視

神所重視的問題，看顧神所愛的信徒之需要，

相信神的大能必要親自造訪祂的教會，使祂的

教會真能在這個世代發揮光、鹽的功效，使進

入教會的人都能經歷真正蒙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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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佼瑩

    最近我有機會閱讀

韓國著名的研究衛斯理

學者金振斗博士所寫的

『約翰‧ 衛斯理的生平』（由聖光神學院出

版）。這本書是金振斗博士在過去30多年來研

究約翰衛斯理傳記的結果。我讀了此書幾遍之

後，在心中有深深的感動及思考，想要分享從

衛斯理的信仰來看現今教會的屬靈危機，且希

望能分享尋找克服這時代教會屬靈危機的實際

方法。

壹、這時代教會所面對的屬靈危機
一、「內心信仰不見了」的屬靈危機

    這時代的教會極迫切需要「循道會信仰」

的恩賜與能力，也就是需要「內心的火熱」的

經歷。因為這時代教會的信仰已習於使用理性

來思考和分析，不再有火熱的經歷，意即不再

以深刻的重生經歷來體會「基督十字架的恩典」

和「赦罪的恩惠」。這就是這時代所面對的屬

靈危機。

二、「稱義與成聖之間的關係認識不清」

的屬靈危機

    約翰．衛斯理本人也不輕易接受「人得救

是依靠自己的行為和努力的」，他只接受「以

信心而得救」的恩典，當時的爭論也是現今教

會的屬靈危機的現象，就是「因信稱義」教義

中所主張的「唯獨信心」和「唯獨恩典 」的真理

正被動搖。若我們沒有清楚地理解「稱義和成

聖之間的關係」，那我們或者只能停留在狹隘

的律法主義的信仰觀裡；或者我們自滿於「亞

米念主義 (Arminian)」的救恩想法；或者因過

分擴大「稱義的意義」，就天真的誤以為「稱

義」能夠直接達到「成聖」的境界。

三、尚未從「奴僕的信仰轉到兒子的信仰」

的屬靈危機

    為要得到神給予的恩典－「完全的饒恕」

和「得救的確據」，需要脫離「奴僕的信仰」

轉到「兒子的信仰」。約翰衛斯理在未重生之

前，他也一樣只停留在「奴僕的信仰」，在重

生後才進入「兒子的信仰」。至於這兩者之間

有什麼不同呢？其一、奴僕們將主人所吩咐的

事情按照律法的要求，以盡義務的態度來遵行

完成。但兒子卻在父親的家裡因為愛父親，體

貼父親的心意，以喜樂的心來遵行。其二、奴

僕是外人，所以無法繼承父親的產業，但兒子

是家裡的人，當然可以繼承產業。所以在這時

代的教會和信徒需要確信的是：神不僅能夠塗

抹我們的罪犯，並且有能力將我們從罪惡和死

亡中拯救出來。同時我們也要確信，祂必定能

將我們從過去「奴僕的信仰」中抽拔出來，進

入到「兒子的信仰」。

四、不再經歷「恩典和得勝」的屬靈危機

    由於這個世界每天不斷發生許多令人不安

和疑惑的事，所以這個時代的教會和信徒在人

生路上就常常遭遇到傷害和挫折，甚至心中也

常有埋怨憎恨的人或事，使他們不再擁有「恩

典和得勝」的生活。當我們將自己處在這樣灰

暗的景況下，便不知不覺地失去了基督十字架

和復活的恩典，成為了一個一個行禮如儀的名

義上基督徒。所以我們需要在主裡面，要經歷

和衛斯理一樣的得勝經歷，亦即靠著十字架和

主復活的能力，驅趕我們心中的懼怕和不安；

更進一步的靠著神彰顯的大能，經歷連仇敵也

折服在主面前的得勝。

五、失去了「傳福音者的使命感」的屬靈

危機

    由於現今的教會失去了傳福音的使命，充

斥著只有世俗化和成功主義的牧養策略，所以

受到了世界嚴厲的批判。其實約翰衛斯理說「

世界是我的牧區」，並不是一個擴張主義的口

號，意圖把全世界當作他的牧區，其實這句話

這時代教會所面對的屬靈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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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在彰顯他的「福音使命」。故現今教會不該

再局限在「成功主義」的牧養目標上，而要將擴張

教會勢力的策略，轉換到傳講純正福音的使命上。

六、失去了「博愛精神」的屬靈危機

    誠如經上嚴厲地說：「身體沒有靈魂是死

的；照樣，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二26），

這時代教會對於信仰「只用嘴巴說說而已」，並

沒有真正的在生活上去體驗。其實我們的信心應

該是表現在生活上，用生活來證明信心，用信心

來追求信仰。這是這個時代該恢復的屬靈課題。

貳、克服這時代教會屬靈危機的實際方法
一、我們要向神尋求「聖靈的印證」

    衛斯理將「內心的經歷」解釋為聖靈的印

記，並且強調所有的信徒要渴慕擁有這項恩賜，

如果尚未得到的就要不斷熱心的尋求。其實信

仰是何等奧秘的事，如果我們只用理性和知識

來靠近的話，我們無法理解屬靈的境界，如果

我們一心想用理性來理解或證明屬靈真理的話，

就等於放棄尋求的信心了。正如神學家安瑟倫

的教導：在信仰的世界裡，信仰本該在理性的

理解之前，我們或許可以藉著經歷達到真知識，但

是除非靠信心我們無法真明白。「我們不是靠著

自己的行為和努力得救，乃是靠著恩典而得救」。

這樣的神學立場，原本衛斯理也無法接受，然而

他在經歷「艾德門街信徒會」時得到聖靈給予的

得救印記後，他就將信仰和知識合併在一起。 

二、不可忘記擁有稱義救恩的信心和喜樂

    我們當站在稱義的恩典上，將自己交託給

神，尋求「完全成聖的恩賜」，以「信心」和「

順服的行為」和「愛的實踐」來成就「完全的

成聖」。也就是在生活中的每個瞬間、每個環

節都依靠聖靈的能力，以不斷禱告、具體和積

極的態度來順服於神的真理，實踐主的愛，進而

以跟神合作的方式來完成成聖的道路。 

三、努力聚在一起

    約翰‧衛斯理從復興運動的初期，便清楚

的領悟一件事：重生信徒若是缺乏連結制度的

保護和養育，他所有的努力可能在一瞬間化為

泡影，功虧一簣。衛斯理發現：魔鬼希望人在

覺醒一半後，就很快再次睡著，因此他說：「

若是後續無法採取有效跟進的措施，絕不能幫

助任何人體驗重生」。衛斯理如此的決心就成

為他一生的準則，因實踐如此的準則的緣故，

他繼續成功的帶領循道衛理宗的復興運動。

四、要恢復福音佈道者的使命

    衛斯理身為福音佈道者，一生中所做的事情

只有三件：「拯救個人靈魂的福音佈道運動」、「

改革社會生活方式和道德的聖潔運動」、「幫

助貧窮人的博愛運動」。其實衛斯理將這三件

事合併為一件事情來執行 － 就是「傳福音」。 

歷史學者評價說：約翰‧衛斯理的博愛運動和

聖潔運動恢復了基層人民（貧窮的大多數人）

的價值、尊嚴和品格，並且這運動在促使英國

社會走向民主體制的事上，扮演了決定性的角

色。我們這時代的教會和信徒，也該追求這樣

的「內心的火熱」來經歷十字架的福音和恩典。

若我們能像衛斯理當年一樣，將得救的確據，

僅僅單純的相信耶穌基督十字架能力的時候，

我們才得以從不同的屬靈疾病中被醫治並得釋

放。在這個時代的我們當效法衛斯理和初期循

道宗的信徒，帶著十字架的福音和聖潔的愛往

有罪的人地方，去尋找罪人，去傳揚福音，去

改變社會。無論我們在哪裡，無論我們在什麼

時候，就算我們已來到了世界的末了，這世界

將會因為我們而有奇妙的改變，因為主的教會

已經在我們的努力之下復興起來了。

    金振斗博士寫本書的用意，在於提醒現世

代的教會不可忽視所面臨的屬靈危機。教會除

了要在根基上站穩，更要常常檢視教會的屬靈

光景，即時的面對及克服，為著是使教會組成

的信徒生命得以成長，更是能在世界、社會中

發揮正面屬靈的影響力。衛理公會素常以約翰‧

衛斯理的「世界是我牧區」為使命，就更應該

積極的正視和面對屬靈方面所帶來的危機。盼望

將此書介紹給眾牧者、傳道及教會中的核心同

工，凡有心在基督裡一同建立主榮耀同在教會

的人，必能從此書中得益。只要我們願意重視

神所重視的問題，看顧神所愛的信徒之需要，

相信神的大能必要親自造訪祂的教會，使祂的

教會真能在這個世代發揮光、鹽的功效，使進

入教會的人都能經歷真正蒙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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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的我是一個身兼數職的忙人，除了白

天在金融業上班之外，下班後也忙碌著幾個不

同的工作，有時候當數學老師，有時候舉辦舞

蹈活動，常常忙得連好好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在2013年受洗之後，除了禮拜日的聚會和紅本

門徒課程之外，我也因為這樣忙碌的生活而缺

乏平時的靈修，漸漸的我覺得自己跟上帝有點

遠離。

    這次可以順利的報名參加以馬忤斯之旅，

在走完這趟旅程之後，我感受到其實上帝並沒

有遠離，是我自己閉上了眼睛而沒有看見神的

榮光。一直以來我都是依靠自以為是的聰明，

去做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以為憑著自己

的力量可以完成想要的目標，但後來發現並非

◆王嘉宏

(本文作者為恩光佈道所會友)

如此，只有發現自己的渺小。

    但是，主的恩典一直都在，只要我們專心

仰賴主，在我們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認定主，主

必指引我們的路。在這趟旅程當中，主使我的

眼睛再度看到祂的榮耀了，我感受到主與我的

關係修復了，而且更加美好。在旅程裡，從教

牧與弟兄們的分享當中，我感受到主在每一位

弟兄身上的恩典，主為他們指引方向，回頭來

看看自己，不論我是多麼的無知，神的恩典一

直都在我身上，神的愛從沒有缺少。

    旅程結束後回到自己的生活，我將專心的

仰賴主，倚靠主，我也禱告求上帝為我做更多

的裝備，將來敬虔的投入更多的服事。

T19以馬忤斯之旅
活動報導

社關座談會活動花絮 《總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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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忤斯三天的旅程，恩典多奇妙~

    奇妙之一：藉由許多弟兄姊妹的禱告，累

積的恩典數算不盡。本來揹著許多重擔，我在

旅程中卸下了。因為滿滿的禱告，讓我享受到

肢體間的彼此分擔分享，更重要的是聖靈的同

在，使這個旅程在地如在天。

    奇妙之二：許多的反省，再次看到自己的

軟弱與罪行。雖然信主已經24年，卻落入屬靈

驕傲中，常看到其他基督徒的軟弱不順眼，也

常對自己不滿意、以自我為中心做事情(罪行)，

但又自我否定，更不用說為他人代求，沒有愛

人的能力去付出實際行動。

    奇妙之三：再恢復起初頭一次的愛與在主

裡面的喜樂。當老基督徒久了，許多的靈修、

主日敬拜、服事、奉獻等，好像是理所當然，

◆廖冠琳

沒有新意。走過旅程後，重拾對主、對人的愛，

並思想我的個人特質，去發揮神給我的個人恩

賜。

    第四天開始，神感動我在自己的工作岡位

上，去欣賞不同工作上的夥伴，並以愛的眼光

去看他們，對於有問題的事，也能以基督的心

去提醒。對於上司的指教，也能以順服的心去

學習。在家庭中，愛自己的家人，更體貼與溫

柔對待丈夫及孩子。這樣的態度不是我自己能

改變，是要基督在我裡面活才能做到。我深知

不是三天後，我就變成聖人，乃是經歷到基督

的愛時，去愛其他人如同自己。經歷這樣的旅

程十分可貴，再次謝謝在當中擺上的所有弟兄

姊妹，你們在主裡無私的付出，願主紀念你們

的擺上，榮耀歸與神。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活動報導

T20以馬忤斯之旅

1.第五十三屆年議會第三次會議，將會分兩個會場舉行：1.5月27日（五）於陽明山衛理福音園舉
行，會議重點為事工報告、議案討論等。2.5月28日(六)於台北衛理堂舉行，會議重點為按立新任
會督就職、按牧暨差派典禮等。
    本次5月25日(三)晚上7：30的會前禱告會地點：北一、二、三教區在台北衛理堂；中教區在
台中衛理堂；南教區分別在台南衛理堂及高雄衛理堂；外島特區在馬祖衛理堂。邀請大家同心為
此次年會議守望代禱。
2.2016年教育委員會舉辦兒主背經比賽及成人團體背經比賽。
  北區：2016/04/16(六)，地點：台北衛理堂
  中區：2016/04/23(六)，地點：台中衛理堂
  南區：2016/04/30(六)，地點：台南衛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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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的我是一個身兼數職的忙人，除了白

天在金融業上班之外，下班後也忙碌著幾個不

同的工作，有時候當數學老師，有時候舉辦舞

蹈活動，常常忙得連好好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在2013年受洗之後，除了禮拜日的聚會和紅本

門徒課程之外，我也因為這樣忙碌的生活而缺

乏平時的靈修，漸漸的我覺得自己跟上帝有點

遠離。

    這次可以順利的報名參加以馬忤斯之旅，

在走完這趟旅程之後，我感受到其實上帝並沒

有遠離，是我自己閉上了眼睛而沒有看見神的

榮光。一直以來我都是依靠自以為是的聰明，

去做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以為憑著自己

的力量可以完成想要的目標，但後來發現並非

◆王嘉宏

(本文作者為恩光佈道所會友)

如此，只有發現自己的渺小。

    但是，主的恩典一直都在，只要我們專心

仰賴主，在我們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認定主，主

必指引我們的路。在這趟旅程當中，主使我的

眼睛再度看到祂的榮耀了，我感受到主與我的

關係修復了，而且更加美好。在旅程裡，從教

牧與弟兄們的分享當中，我感受到主在每一位

弟兄身上的恩典，主為他們指引方向，回頭來

看看自己，不論我是多麼的無知，神的恩典一

直都在我身上，神的愛從沒有缺少。

    旅程結束後回到自己的生活，我將專心的

仰賴主，倚靠主，我也禱告求上帝為我做更多

的裝備，將來敬虔的投入更多的服事。

T19以馬忤斯之旅
活動報導

社關座談會活動花絮 《總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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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提醒。對於上司的指教，也能以順服的心去

學習。在家庭中，愛自己的家人，更體貼與溫

柔對待丈夫及孩子。這樣的態度不是我自己能

改變，是要基督在我裡面活才能做到。我深知

不是三天後，我就變成聖人，乃是經歷到基督

的愛時，去愛其他人如同自己。經歷這樣的旅

程十分可貴，再次謝謝在當中擺上的所有弟兄

姊妹，你們在主裡無私的付出，願主紀念你們

的擺上，榮耀歸與神。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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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十三屆年議會第三次會議，將會分兩個會場舉行：1.5月27日（五）於陽明山衛理福音園舉
行，會議重點為事工報告、議案討論等。2.5月28日(六)於台北衛理堂舉行，會議重點為按立新任
會督就職、按牧暨差派典禮等。
    本次5月25日(三)晚上7：30的會前禱告會地點：北一、二、三教區在台北衛理堂；中教區在
台中衛理堂；南教區分別在台南衛理堂及高雄衛理堂；外島特區在馬祖衛理堂。邀請大家同心為
此次年會議守望代禱。
2.2016年教育委員會舉辦兒主背經比賽及成人團體背經比賽。
  北區：2016/04/16(六)，地點：台北衛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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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回首已往，衛道堂與得勝者協會配搭事奉

已有20幾個年頭了。從問題處理，情緒管理，

兩性教育，自殺防治，饒恕，到真愛課程...等，

每一個階段的訓練課程，收穫滿滿。所謂『教學

相長』就是教者與學者共同成長，缺一不可。

    我們衛道堂團隊的志工老師陣容堅強，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感謝上帝一路的保守，讓

這個團隊用愛心及耐心澆灌、延續傳承。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

想得勝者的志工老師們，都已經具備這些才能

了。我們不僅把完整的得勝課程，以系統有組

織的運作方式傳授給學生，也傳揚正確的生命

價值及樂觀的人生態度，並且盡力回答學生的

疑惑與問題。

    從學生上得勝者課程的過程中，知道他們

生活轉換成長與生命的改變，深感欣慰。有位

學生在外認識行為不當的朋友，一直要求他加

入幫派，使用各種誘惑的方式鼓吹他一起做惡

事。當他上了得勝者課程後，懂得拒絕誘惑的

方法，培養勇氣，不懼怕強權，也能坦誠告知

父母及校方有關單位，尋求保護措施，而不致

誤入歧途。

    也有學生在家中，長期生活在負面的情緒

環境當中，父親都是用責備、處罰的教養方式，

讓他缺乏自信，脾氣也變得暴燥，甚至自我封

閉的傾向。但是自從上了得勝者情緒課程後，

◆陳香君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會友)

他慢慢懂得釋放壓力，紓解情緒，也願意試著

跟父親表達自己的想法，讓自己慢慢恢復自信，

願意敞開心胸，與別人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

    還有一位女學生上了真愛課程後，知道兩

性是平等的，且要互相尊重。因為在她的三代

同堂的家庭中，奶奶總是抱持「重男輕女」的

觀念，認為生女兒是「賠錢貨」，所以她也覺

得自己好像不如男生。然而透過真愛課程的學

習，她重新認識兩性的不同特質及自我形象的

肯定，轉變成為有自信及快樂的女生。

    我也因為擔任得勝者志工老師，從中獲得

不少收穫。不管目前學生家庭的型態為何，我

都秉持基督捨身愛人的理念，對學生有更大的

包容及愛心，自己在不同的事件上也有豁然開

朗的見解，提升生命的價值。單身時，只希望

學生能理解我所要表達的得勝課程內容，可以

經由學習內化到自己生命中的寶藏。而有了孩

子後，會更深層的體會到，讓他們如何認知轉

換成為實質的生活幫助的課題，多了一份使命，

也許我就是學生們這一生最起初的生活導師。

    在得勝者志工及助教老師的團隊中，我們

也透過分享，拓展人際關係，各類資訊傳遞，

以及教學的心得，共同在主愛中成長茁壯，恩

典滿溢！每當鐘聲一響，踏入教室門口，看到

學生們期待的眼神及微笑的臉龐，異口同聲的

向妳問好時，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熱烈徵稿中 為主作見證

投稿
方式

文章請Email：mis@methodist.org.tw
並附上姓名、電話、所屬堂會

衛訊一直扮演著全省衛理公會訊息報導的平台，
期盼2016年開始加入更多的藝文氣息、衛理精神及生命見證，
敬請各堂會的菁英才子，提筆見證上帝恩典。
（文字限1000字內，圖片大小需超過1MB），都歡迎與《中華衛理》分享！

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