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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內尋靈命深度 外展事奉服務 合一建造教會
◆陳建中

「衞理公會擁有良好傳統與背景，但人的
靈命若沉睡，一切就枉然了。」此次掮負全台
會友的期待被選立會督，從選上的那時刻，我
一直自問，我們當如何行，才能討神的喜悅。
感謝主，在禱告尋求時，神已經讓我清楚看到，
要回到當年「循道衛理宗靈命復興運動」的初
衷。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將領導的焦點放在「
如何推展喚醒靈命運動」。假使教會不能成為
有影響力的教會，不能落實主的同在，基督未
被高舉，那麼會友靈命就會軟弱倒退。因此，
我提出三項目標，前兩項，即是衞理宗傳統「
內尋靈命深度」、「外展事奉服務」，第三項
則是「合一建造教會」，且成為有影響力的教
會。
另外衷心期盼全體牧長及會友，齊心恢復
衞理宗的四大特色：
1)我們的信仰必須真實：我們「所信的」也應
是我們「能行的、且能經歷的」。
2)我們的服事必須彰顯聖靈的大能：會祖約翰
衞斯理十分強調聖靈同在，每年五月的衞斯理
紀念主日，談到的即是「約翰衞斯理如何經歷
聖靈的內住」，深切希望會友能更多經歷聖靈
的大能及生命的更新。

3)我們的生活必須聖潔：衞理會屬聖潔派，因
人非聖潔，不能見主的面；所以生活要聖潔，
否則無法經歷神的恩典與同在。
4)我們的福音必須廣傳：當年「衞斯理騎馬四
處傳福音，並強調世界是我的牧區」。這也是
今日衞理宗的使命之一。

「不是口號，乃是訂定策略去推廣」
然而，當如何行出來呢？「不是口號，乃
是要訂定策略去推廣。」因此，我們要從四方
面切入：
1)落實台灣衞理公會的願景與發展：擬訂策略
執行使命，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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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升牧者的素
質與招募新的同
工：牧者仍要不
斷進修、裝備，
招募並訓練新同
工，以免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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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3)健全財務整體的規劃及資產活化：世界經濟
情勢不佳，致奉獻減少，且因過去其他收入幾
乎斷絕，目前只能靠會友奉獻支持福音工作，
因此現有資產如何運用、規劃，土地不閒置，
乃是當務之急。
4)務實法規條文的修訂及確實遵守：不合時宜
的法規，須經修訂後再遵守，如此才符合「循
規蹈距」的衞理宗精神。
甚願同工們都有所依循，不憑喜好、偏見，
藉著靈命運動，「再一次恢復衞理宗原有的四
大特色，相信衞理公會必被主復興，會友靈命
得以提升。」

聚焦：培育青年領袖門徒、建立彼此扶
持系統
對於許多會友期待衞理公會眾教會可以得
著復興，並吸引更多社青及青少年進入教會的
議題。在看過其他宗派的青年事工，發現他們
非常有系統的推展青年領袖訓練及神學研經等
計畫，因此我們會訂出培訓策略，「不該為辦
活動而辦活動」，未來希望各堂會將社青及青
少年人才列冊追蹤，由總會付費培育領袖門徒，
甚至出國進修，未來返國服事會友。
此外，「教會要建立彼此扶持的系統」，
領袖若為所欲為，必定會引起混亂，因此我將
會以更謹慎，凡事公開透明，及策略的眼光來
領導教會。執行政策必須考慮周全，若「生意
人是一元當十元用，但教會卻十元當一元用」，
此種作法必使會友們心生質疑，因此我將「凡
事需經評估、沙盤推演，謀定而後動」。
將來總會仍支持宣教與植堂，但會評估是
否有整體策略並由教區執行之。未來也會計劃組
織有領導經營恩賜的團隊，為目前各佈道所作深
入診斷評估，協助其成長或轉軌，其中，牧者與
會友「靈命與委身」程度，才是牧會關鍵所在。
上帝賜予台灣衞理公會這麼好的資產，但
各地堂會人數卻如此稀少，使得各堂會弟兄姐
妹不免傷心、軟弱、失望；如今盼望不要再重
蹈覆輒，我們當以「新思維、新時代」精神，
面對開拓植堂議題，主張應揀選合用的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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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輕即開始栽培。衞理公會不應強調聚會人
數多寡，而應更重視會友的靈命深度、社會關
懷與傳福音的廣度，並且重新建造教會根基，
如果基礎建造得好，教會發展就健康了。
我絕對肯定「所有牧者都是神所呼召的」，
盼望牧長們能秉持基督的心及衞理宗精神，「
忠心牧養、成全聖徒」。未來會成立一個由牧
長和優秀高階經理人組成的「團隊小組」，提
供全台各教區教會的協助。

盼更多優秀門徒加入「夢幻團隊」
共同興旺主工
「愛神、愛人不是掛在嘴巴上。」聖經說：「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各堂會牧長擁有真實
愛心，有魅力確實很重要；但也當結合社會各
種資源，建立許多社會關懷事工，「培育人才、
進行團隊服事」才是最重要的資產。牧師不可
以太突顯自己，要授權、成全會友，學習團隊
服事，感謝上帝恩典，給我使命擔任會督，與
全體會友同心事奉，「沒有團隊，我什麼都不
能做。」
反思；教會對社會有什麼幫助？「推展神
的事工，祂若要祝福，無人可擋」。除了教會
內部更加緊密凝聚之外，未來也將帶領衞理公
會，更多與外界連結，不論是政商、非營利機
構、或社區發展，更要積極與台灣眾教會連結，
「爭取各項資源，發揮影響力」。
「過去外界都認為我們是很有錢的教會，
事實上那只是表面」，高雄土地事件先前賠了
政府6.4億，現在還要賠付3億…上任後立即要
面臨的財務挑戰是「活化資產與土地」，但我
將手中待辦事工焦點轉回到建造教會的根源，「
先把各堂會基礎工程做好！」
「靈命是一項根基建造，如果沒有紮根，
向上結果，外表再怎麼好，都沒有用。」期盼
有更多牧長與會友加入「夢幻團隊」，同心合
意作主的聖工，當同工們願意為衞理公會擺上
時，相信主復興衞理公會的時機就在眼前！

專題分享(一)

務實法規條文的修訂及確實遵守

◆蘇清正

閱讀本文之前，我們先來禱告。求神安靜
我們的心，打開我們的心門。讓神福音的話語，
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我們時時刻刻
單單屬於你，靠著你的話語，得著力量。阿們。
上月26日我在榮光堂證道的主題是：建立
榮耀神合而為一的教會。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但成為基督徒以後，一生就以榮耀神為目的。
神本身有祂的榮耀，榮光，恩典。詩篇19-1節：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但神
也要在教會及我們身上得著祂的榮耀，並且我
們教會及我們身上也要讓神彰顯出祂的榮耀。
榮耀神就是
1.多結果子。約
翰福音第十五章
8節：你們多結
果子，我父就因
此得榮耀，你們
也就是我的門徒
了。
2.獻上感恩的心。詩篇第五十篇23節：凡以感
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
3.讚美祂。詩篇71篇8節：你的讚美，你的榮
耀，終日必滿我的口。

4.順服祂。順服就蒙福，神的榮耀，就彰顯出
來。
5.愛祂。神愛世人，我們以愛回應祂。
如果法規的修訂是以榮耀神為目的，就走
在真理的道路上，如果夾雜著人為因素，不放
下老我，以人算自以為是，神的榮耀就會遠離
教會及我們身上。
1971年第九屆台灣臨時年議會，通過自立
後的「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法規」。1972年3
月舉行第十屆年議會會中宣佈本會成為自立教
會，劉子哲牧師當選首任會長。4月2日在台北
衛理堂復活節晚會中，由羅愛徒會督主持，會
長劉子哲就職及交接禮。當此交接大典告成之
際，正是我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邁向自立自養
之始。
1985年第廿二屆年議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修
改會長制為會督制，並於1986年第廿三屆年議
會上修訂了本會法規，通過改會長制為會督制，
並設牧職會長及會友會長，本會設立會督制度
乃象徵在宣教上的獨立性及向華人傳講褔音的
使命。當日上午，即由馬來西亞衛理公會方中
南會督主持，按立蕢建華牧師為本會第一任會
督，至此本會進入另一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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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代，環境變遷，社會的需求，有些
法規真的需要修訂，才能符合實際的生活環境。
今天陳會督拋出的主題是務實法規條例的
修訂。
務實的意義是:
1.從事或討論具體的工作。
2.講究實際，不求浮華。
以目前衛理公會的處境，確實需要走在務
實的路上，不能讓財務虧損再擴大，作我們實
際能力可作到事工。神的聖工，人事安排，各
種服事，傳福音，植堂，神都有祂的時間點，
神有祂的優先次序，神答應亞伯拉罕的後裔多
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如今我們看到了世界
各國都有他屬靈的後裔。但是太務實又限制神
的作為，神的意念高過我們意念。我將會分享
一些務實的作法是我們應該做的準備，但更要
將之深植在靈性上，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在靈性
上預備好，外在的準備並無法幫助我們很多。
你可以把一切都準備完善，但如果你不是在上
帝的旨意中，那麼在世界上無論在哪裡我們都
處在最危險的地方。但是若我們行在祂的旨意
中，無論我們身在何處或將會遭遇什麼事情，
我們都是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這並不表示
災難不會發生在神的百姓身上。

『應盡的本分』和『聖靈感動』的差異
當基督徒在做事時，我們必須分清楚這二
者的差異，否則會很嚴重。
1.應盡的本分：不
需要尋求聖靈感動
，直接訴諸理性運
作即可。
當我們開車遇
到紅燈時，還要尋
求聖靈感動，或是
要等待聖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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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停下來嗎？
當我們開車遇到綠燈時，還要尋求聖靈感
動，或是要等待聖靈感動，才能繼續通行嗎？
當我們已經到睡覺時間了，而且事情也做
完了，還要尋求聖靈感動，或是等待聖靈感動，
才能上床睡覺嗎？
上帝賜給我們理智，很多時候，我們只需
運用理智運作即可，不需去考慮聖靈的感動。
假使真有人連這樣的事都要尋求聖靈帶領才要
去做，那麼，這人根本是對不起上帝，因為他
已經將上帝賜予的理性全然放棄，沒善盡應盡
的本分。
2.應盡的本分：不需尋求聖靈感動，就是要去
做。
『孝順父母』，需要先尋求聖靈感動，等
到聖靈感動之後，才能去孝順嗎？
『不可偷竊』，需要先尋求聖靈感動，等
到聖靈感動之後，才不能去偷竊嗎？
這是聖
經很明顯的
規定，屬於
上帝非常顯
明的旨意，
基督徒根本
不需為此先
尋求聖靈感
動，然後才決定要不要遵守這些東西。
求神賜給我們看見從神而來屬靈信心，及
明白祂的旨意，我們所需一切，耶和華以勒的
神會供應。
確實遵守執行是屬靈高峯，因為容易得罪
人，使人不滿意，又是認識的會友，最後以搪
塞方式，七折八扣的執行，更不合神的心意，
以條文已修訂，耶穌的聖潔為執行規範，確實
執行，來滿足神的心意。
(本文作者為高雄榮光堂執事、總會董事)

專題分享(二)

健全財務整體的規劃及資產活化

◆歐陽輝

我們在生活方式上榮耀神的程度，和我們
是否能善用神所賜給我們管理的資源是相關的。
我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投資，就是要能帶到永
恆的投資。當我們把我們的時間、才能、金錢
奉獻給祂時，我們便是在作出永恆的投資。這
就像我們在地上存款而我們在天堂的帳戶便會
連本帶厚利地增長。
要如何來看衛理公會健全財務整體的規劃
及資產活化呢？我分為三方面來討論：
1.衛理公會創辦人約翰衛斯理牧師的金錢觀，
了解我們會祖對金錢的看法，有助於我們正確
的使用金錢。
2.財務規劃：統籌統辦制度，恢復衛理公會財
務規劃的特色，使大堂會及小堂會財務都有餘。
3.資產活化：資產要有效的應用，土地不要閒
置，要發揮效能，增進財務的收入，促進教會
的發展。

一、衛理公會創辦人約翰衛斯理的金錢觀
1.儘所能的賺錢(Earn all you can)：拯救靈魂、
建立教會、擴展神國。
▲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
那缺少的人。(以弗所書4：28)
▲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箴言10：4）
▲諸般勤勞，都有益處，嘴上多言，乃致窮乏。
（箴言14：23）
▲神賜人貲財豐富，使他能以喫用，能取自己
的分，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神的恩賜。
（傳道書5：19）
▲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出埃及記20：9）
2.儘所能的省錢(Save all you can) ：當省則
省、當用則用、節約開銷。
▲且因我心中愛慕我神的殿、就在豫備建造聖
殿的材料之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
，建造我神的殿。（歷代志上29：3）
3.儘所能的奉獻(Give all you can) ：奉獻給
神、照顧親屬、賙濟窮人。
聖經教導我們要將收入的10％當作「十一
納稅」給神，另外90％神看重我們如何管理和
運用。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
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祢而來。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箴言10:22）

二、財務規劃：統籌統辦制度
恢復衛理公會財務規劃的特色，統籌統辦
的精神，各堂會在所指定的特別主日奉獻和十
一奉獻都交到總會，充作牧者薪金及各項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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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奉獻都交到總會，充作牧者薪金及各項事工
用途，使大堂會及小堂會財務都有餘，教會可
以健全的發展，牧者也不用擔心財務，全心的
發展教會。馬來西亞砂拉越華人年議會及馬來
西亞沙巴華人年議會都是採用統籌統辦制度，
運作良好，使教會得以健全快速的發展，並可
顧到弱勢的群體，教會可以設立在經濟弱勢的
地區，在這些地區財務自立自養有困難，但他
們需要福音，以我們現在的開拓植堂辦法，恐
怕很難到福音有需要的經濟弱勢地區設立教會。
所以我們是否需要思考恢復衛理公會財務統籌
統辦制度的特色，使教會更多元的發展。

三、資產活化
資產要有效的應用，土地不要閒置，要發
揮效能，增進財務的收入，促進教會的發展。
1.土地出租：現有的閒置的土地（如嘉義市蘭
潭四百多坪土地）以出租的方式，增加租金的
收入。台灣信義會出租台中市忠明南路給大潤
發量販店的土地，每年有數千萬租金收入作為

緬甸短宣隊

植堂及購堂之用，使台灣信義會十多年來教會
植堂及購堂上有很大的成長。同時在量販店內
有數百坪的空間給教會使用，教會也得以發展，
這是很好的模式。總會仍然有土地所有權，合
約到期並可擁有地上的房子。
2.房子重建：我們很多堂會位於大都市精華商
業區，土地面積都有數百坪甚至上千坪，我們
目前只用在教會及幼兒園，不能發揮精華商業
區的土地價值。若能由總會來貸款興建辦公大
樓，1-5樓作為教會使用，6-15樓出租，用租
金來付貸款，貸款付完後租金就可以作為教會
發展、植堂及購堂之用。而堂會免費可以有新
堂及更大的使用空間，教會得以拓展，這是總
會和堂會雙贏的策略。
香港循道衛理會灣仔堂綜合這兩種模式，
土地租給建商，1-5樓作為教會使用，6樓以上
建物由建商出租，合約到期所有建物歸給教會。
雖然目前我們有財務的困難，求主賜智慧
給我們有能力解決，以上提供個人淺見，希望
對健全財務整體的規劃及資產活化有幫助。
(本文作者為太平幸福佈道所主任牧師)

◆徐至強

緬甸，是本會時常前往短宣的地區。今年由天恩堂與其他三
間堂會的同工共七位組團前往，於七月四日出發，為期八天。
此行分別在緬甸主要的兩個城市「仰光」與「曼德禮」舉辦
培訓，一共來了十間當地華人教會的牧者與同工約一百多人
參與，包括浸信會與循理會的同工也特地前來。培訓結束後，
當地的牧者希望本會能夠每年都來緬甸服事。
此行短宣隊亦特地前往「
聖道神學院」拜訪與主領晚
間聚會；另外還探訪了兩間
佈道所與三間孤兒院。每到
一處據點，短宣隊的同工就
為當地的需要代禱與奉獻，
分享台灣教會的愛心。
(本文作者為永和天恩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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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短宣隊

◆李沛恩

我不知道是第幾次參加MYF了。從國中時期的期待營會的到
來，到了大學，心裡有點小小的抗拒，不是很願意參加，但這次
居然是當隊長。
出發前往小港的那日，有些不安在心頭盤旋。身為隊長之一，
被分配了不在行的服事，心裡想著，若是連我都不願意服事，那
要怎麼成為其他小隊員的榜樣呢？還好上帝使軟弱的人心裡得剛
強，缺乏的祂賜力量，這次短宣我真是的經歷上帝的
奇妙作為，我所擔心的上帝早已預備，也看見弟弟妹
妹們願意為了神，在各樣的事奉上突破自己。
感謝上帝的愛一直在我們當中，給我們包容和愛
人的心，短宣隊雖然受到颱風的攪局，但結果比我預
期的還美滿100倍，可以看出我雖小信上帝卻是大有
能力。到最後我卻感到開心的參加這次的MYF，感謝
可愛的小港短宣隊夥伴們，給了我收穫滿滿的暑假序
幕。
(本文作者為永和天恩堂會友)

鳳山短宣隊

◆張芷毓

從未參加過短宣隊的我，剛開始有點害怕幫不上什麼忙，因為
大家彼此不熟，討論起來有一搭沒一搭的，覺得沒什麼凝聚力。直
到第二天晚上到了鳳山，才開始熱絡討論，大家分工合作，就在一
個晚上內把第一天活動所需要準備的全搞定。
活動第一天，小朋友剛來都很害羞，甚至有些都不太理我們，
但開始活動時，很謝謝我的夥伴們一起炒熱氣氛，讓小朋友們的興
致到最高點，感謝主讓我們第一天的活動就如此順利。
活動第二天，小朋友都對彼此熟悉了，就開始有點失控，甚至到了午休時間，還來個突發
狀況，當下有點錯愕，但幸好神給予我們智慧能順利化解危機。
活動第三天，凌晨時，外面颳著強風，直到早晨，開始下著滂沱大雨，當時的心情真的不
知該如何形容，一方面是所有熬夜準備的東西全部泡湯，另一方面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
沒辦法帶給小朋友們一個完整的營會，是真的覺得蠻可惜的，但有小朋友打電話來教會，說很
想要來，聽了其實蠻感動的，因為我們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原本以為不可能，但事實證明，在主裡凡事都能！若沒有上帝，我們的心無法緊緊相連，
雖然遇到重重困難，但我們同心協力一起做到最好。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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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青年宣教大會

在心遊記-探索的領導者
◆曾建嵐

從同行的青年人身上看見我的責任，若是這世代缺乏傾聽青年人聲音的人，我就
要成為新世代青年人的橋梁，連接世代間並跨越那深不見底的鴻溝。這次旅程中也讓
過去心中的疑問找到答案，上帝要我不要問為什麼，甚至我很難理解的事情，這是順
服的第一門功課。放下自我控制選擇聽祂的，心裡有多少的疑惑、有多少的恐懼、有
多少的不甘願，就是聽祂的。願此時的心永遠持守，就如同此次大會的中心，箴言4: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本文作者為台北衛理堂會友)
◆李愛熙

尼伯特颱風和ISIS的恐嚇，造成最難忘的青年大會之行，可能也是2016年最印象
深刻的旅途。ISIS的威嚇，使得在大會舉行的隔天零晨四點，四百多人同時從巴淡島
撤離到新加坡。尼伯特颱風造成台灣團隊的班機延遲九個小時，所以不知是有幸還是
無幸的我們並沒有到巴泹島，無法體會到當時的恐懼。只能在新加坡為撤離的人們禱
告，等待平安歸回的消息。
臨時改變的場地及行程，一度可能造成混亂，但主辦的新加坡教會以及各地區的
青年領袖們，發揮彼此合作的精神，以及從神而來的聰明智慧，讓大家能放下心來好
好的參與大會行程當中。
我想特別感謝帶領台灣團隊的戴祖聖牧師和小惠姐，以及從台灣各教會來的青年
領袖們。這次行程雖然跟預期的不同，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滿怨，而是從他們身上也學
習到忍耐、犧牲以及彼此合作的經歷。
(本文作者為永康衛理堂會友)
◆唐貫捷

在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是，經歷了ISIS的警告並撤離，從中看到領導者的風範與抉擇，
彼此合一，互相幫補扶持，看到了在基督理我們成為肢體，共同面對問題。也看到參加者的
冷靜與配合，符合了大會的＂心遊記＂的主軸，充分的運用了在我們所屬的世界當中。
從證道當中，聽到了(由心發出、用腦思考、幻想狀況、再次思考、做出抉擇、付諸行
動 )，不經感嘆上帝透過這場大會，讓我們學習成為一位領導者，實際的經歷，勝過了許多
的＂知道＂這是上帝給我們經驗的禮物。
台灣許多參加的人，因為颱風未經歷到撤離的經歷，但感謝上帝的安排，因有人忘了攜
帶出境前的資料，以及行李規格不符等等…。這時感謝上帝安排了颱風，使得我們有應急的
時間可以處裡問題，也能看到領隊的傳道，運用智慧及冷靜的風範，展現了領導者的榜樣。
成為一個信仰的領袖，有許多的重點，但上帝讓我們在領袖大會中學習去思考探考，要
成為一個怎麼樣的領導者，這是領袖大會的一個最後的終點，更是起點的道路。
(本文作者為永和天恩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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