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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22-26日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主題：「國度、榮耀、使命、改變為基督」，
會議已經結束，但仍澆不熄內心的感動與激勵。
透過四場精彩的釋經，一直環繞在我的思緒裏，
「How to be a radical disciple？」，這不正
是我們渴望做一個徹底門徒的身份嗎？曾金發
牧師從第一堂「徹底翻轉的重新定向：進入神
的聖潔會所」(詩七十三)，第二堂「徹底翻轉
的門徒身份：活出同釘的十字架生命」(加二
20)，第三堂「徹底翻轉的使命策略：營造專
注的門訓教會」(太廿八18~20)，第四堂「徹
底翻轉的差傳宣教：收割豐穎的普世莊稼」(
路十1~20)，在在提醒做一個「Radical Disciple」
的重要。對今日衛理宗而言，弟兄姊妹們的信
心著重於認識耶穌基督的救贖，「等我進了神
的聖所」(詩七十三17)。我便有信心如使徒保羅
在羅馬書一章16節中所說：『我不以福音為恥，
這褔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上帝盼望我們能去認識及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個人的救主，如此我們的罪才得赦免
並得著永遠的生命。』然而“救贖”這一詞在
衛理宗的歷史中並沒有精細地提到。認定耶穌

為救主也同樣意味著我們接受衪成為我們一生
的主宰。
1) 救贖─首先意味著我們與上帝和好。我們的
罪得赦免及不再被上帝定罪和審判。 
2) 救贖同時也意味著當耶穌基督進入我們的生
命，衪帶來醫治，使我們破碎的生命得以癒合。衪
讓我們活出如完全人一般的健康和聖潔(太五48)。 
3) 救贖更意味著上帝期盼我們活在世上，所有
破裂的關係得以癒合。衪要癒合我們破碎的家
庭及民族的分裂。衪要看到在普世中得到真正
的公平和公義。 
        透過聖靈，教會被呼召並以基督徒的身份
統領各個領域的生命體，無論是屬靈或屬肉體，
個人或社區。我們不能從一句簡短的經文中獲
得所有細節，可是我們卻看見這早已存在衛理
宗的四大特色中：
1) 信仰必須真實。 
2) 服事必須彰顯聖靈的大能。 
3) 生活必須聖潔。 
4) 褔音必須廣傳。 
        我們不難了解早期的衛理宗信徒們和約翰
衛斯理個人是如何活出上述的每個特色。

衛理宗特色的再思
◆陳建中



早期衛理宗的四大特色

第一，信仰必須真實。
        從約翰衛斯理個人的旅行日誌中可清楚地
看出。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裡，從小受到嚴格
的基督教薰陶，獲得文學碩士的學位並任教牛
津大學哲學講師，後又獲委任為牧師，同時奉
差派至北美當宣傳士，但是他卻從沒把握自己
是否已得救。
        當他的朋友莫拉維問他：「是否上帝的靈
和你的心同證你是上帝的孩子？」約翰衛斯理
竟然不知如何回答。再問約翰衛斯理是否真正
知道基督為他流血捨生？約翰衛斯理回說：「
我知道。」可是在他的日誌中卻記載：「恐怕
他們所說的是空洞的話吧！」兩年的宣教士生
涯，雖然試圖改變別人在基督裡的信心，可是
記載在他的日誌中，他失敗了：「為何…我自
己從來沒有改變呢？」 
        後來，就在他35歲的那一年，1738年5月
24日的那天晚上，他那痛苦的屬靈追求終獲解
脫，上帝讓他參加在倫敦阿爾德門街的一個禱
告會。在他的日誌如此記載，「我感到一股暖
流在我心中。我感覺到自己確信基督，唯獨基
督是我的救贖，衪已賜下確據，衪已赦免了我
的罪。」爾後，他傳褔音更有信心，衛理宗的
復興也隨之崛起。 
今天我們各人也同樣面對衛斯理經歷的挑戰： 
1) 我們的信仰是否真實呢？ 

2) 我們是否已知道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贖主和
生命的主？ 
3) 我們是否已被改變？別人是否也看到我們的
改變呢？ 
        我們可能來自良好的基督化家庭，領受最
好的信心操練，甚至在教會裡忠心事奉主，這
些也曾是約翰衛斯理生命所經歷的。然而，我
們每一個人也可能至今尚未真正的認識耶穌基
督。
        那您呢？您真的知道耶穌基督是你生命中
的救主嗎？

會督的話

第二，服事必須彰顯聖靈的大能。 
        聖靈的大能非常清楚地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而神蹟奇事也突顯在早期的衛理宗。為什麼今
日在一些非西方國家的教會裡也能如此增長？

唯一的理由乃是聖靈在作工──行神蹟奇事。
        在世界的某些地區，很多教會受到五旬節
運動的衝擊，我們就看到一些人仆倒在地，鬼
被趕出，病得醫治，先知預言等等；多少人也
未曾知道這也是早期的衛理宗所常見的盛況。
例如：當五旬節運動進行時，通常是講員們按
手為民眾中的肢體禱告時，一些被聖靈擊倒，
另一些則仆倒在地，約翰衛斯理在他的時代並
沒有按手在信徒身上，聖靈的能力亦確實如此
地顯明：信徒仆倒在地，在約翰衛斯理的禱告
中，信徒甚至在悔罪中大聲痛哭。 
        在一次事件中，一個眾所周知的叛徒James 
Watson出現在民眾中。那時，約翰衛斯理呼
求上帝：「James Watson是否在此？如果他
在，請顯出你的權能。」約翰衛斯理在他的日
記中記載：水滴像石頭般打在James Watson
身上。他的日誌更進一步記載：聖靈的大能也
同時彰顯在衪的醫治及趕鬼的聖工上。 
        我們不能簡化述說是「聖靈的大能並所謂
的魅力運動」。事實上，在整個教會歷史中，
每當神職人員嚴肅地提到聖靈，這些神蹟奇事
早已是司空見慣。最好的例子乃是在亞洲靈恩
運動的復興。在那時刻，先知的預言，病得醫
治，趕鬼得釋放，到處可見。很多人被聖靈觸
摸而得改變及大大復興。上帝常常如此奇妙地
作工，化解人對褔音的歧見並吸引人信主得救。
我們要祈求上帝澆灌能力並聖靈的火煉淨我們，
如此我們才有能力重新復興衪的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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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活必須聖潔。
        第三特色─生活要聖潔，約翰衛斯理提到
他個人的聖潔。衛理宗的信徒必須遠離圍繞在
他們身邊的罪惡。因此，他要求他的會友們以
團契及小組方式作定期聚會(立約門徒)，內尋
靈命深度，操練敬虔之工與憐憫之工，進而影
響社會，使社會聖潔。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要灌
輸聖潔的概念在個人的生活中，如果任何人沒
有參加團契小組的生活則被要求離開。曾在一
個社團裡，有64人被驅離：其中2人彼此咒罵，
2人沒守主日，17人酗酒，2人賣酒，3人吵架，1
人家暴（毆打妻子），3人時常撒謊，4人口出
惡言，1人遊手好閒，29人有精神上的問題。
如果今天，約翰衛斯理回到衛理公會的教會，
不知他將如何作處分呢？ 
        約翰衛斯理所關注的不只為了培養個人的
聖潔，他也強調社會的聖潔，藉著我們來影響
社會，我們必須愛鄰舍如同愛自己。在那個時
代，他成為重要社會改革的開拓者。他和他的
同工關懷照顧窮人，探訪監獄，發起戒酒運動，
推動全民健康和教育。在第二及第三代衛理宗
的領袖早已樹立這些成就，除此以外，他們更
開創全民教育。他們還參與改革勞動法，使窮
人不致被剝削過低的工資，超時數作工，及孩
童不得在煤礦工作。早期的衛理宗所言，救贖
並不局限於死後到天堂，得救也意味著在這充
滿不人道，苛刻及罪惡世界裡，我們的必須尋
找活出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基督徒要活出愛
神愛人的道理中，這也是約翰衛斯理所強調的
救贖觀。 
        約翰衛斯理在18和19世紀中抛出很多嚴
肅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影響英、美兩國。今日
對我們而言，如何愛神愛人正是衛理宗教會所
應當遵行的。如是，我們將能真正成為世上的
鹽和世上的光（太五13）

第四，福音必須廣傳 。
        有關「廣傳福音」─意思把救贖的好消息
透過熱切的褔音和熾熱的使命傳出去，約翰衛

斯理每年騎馬
佈道，一騎就
騎了幾千英里
以上，有時雖
遇到惡劣的天
氣，可是所到
之處，傳福音
就是一個開拓、一個種植。他的追隨者也從不
減少。換句話說，從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
著名的“騎馬傳道者”（約翰衛斯理）跑遍了
整個美國，甚至到邊境、城鎮，努力地植堂，
真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當美國第一位衛理宗會督─亞斯里（Francis 
Asbury）會督提及“沒有保證的財務支持者”
意思是說大部份的傳道人（也許有結婚的一天）
不得不單身。他回答說：“兩者均為最佳選擇！
因為生命是如此的要求，婚姻往往意味著一個
人不得不捨棄作為一個往返內地的宣教士。”
當一個他疼愛的傳教士決定結婚了，亞斯里會
督則說：「我相信魔鬼和這些女人將影響我所
有的宣教士。」 
        當亞斯里會督在1776年抵達美國時，那裡
早已建立了300間衛理宗教會，在他蒙主恩召
45年後，美國已超出300,000間以上的衛理宗
教會，及至十九世紀，美國的衛理宗更不斷開
拓數不盡的教會。 
        在衛理宗教會不但注重廣傳褔音並拓展植
堂在自己的國家及其它地區。我們應從中學習
過去的例子─早期的衛理宗對褔音的熱切並只
有一顆願意奉獻的心，我們迫切需要更多的弟
兄姊妹願意委身在福音事工上，那麼您呢？

結論 
1. 必須牢記我們的歷史及先賢所教導有關「褔
音和衪改變的大能」。 
2. 努力學習如何生活效法先賢所留下的典範。 
3. 願上帝賜褔我們，讓我們看見在當今的世代
裏，基督的工作仍持有極大的權柄和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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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一)

        我們台灣衛理公會是世界衛理宗教會的成
員，是新教中主流宗派之一，有美好的信仰傳
統和制度。我們的使命宣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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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中會督特別
強調這不是口號，乃是訂定策略去推廣。而衛
理宗最強項就是實踐的策略。我們當化口號為
行動策略與方案，落實在堂會、教區的年度計
劃中。茲分述如下：

一、以世界為牧區

        台灣衛理公會當年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
君子協議，在神學教育(南神)、醫療傳道(彰基)、
傳媒(論壇報)合作，在宣教事工分流。以致我
們在台宣教已60多年，卻侷限在都會區、講國
語、中產階級、軍公教的外省族群為主；且因
著外省族群大量移民出國，當年在教會、社會
有影響力的精英，呈現斷層現象。但是台灣已
經族群融合、都市化、人口老化、少子化，而
且當年在大陸的主流教派成為小教派，而獨立
教會、靈恩教會、巨型教會興起，台灣衛理公
會越發需要即起直追。
        會祖約翰衛斯理的名言「以世界為牧區」，
原意是他侵犯了既有教會的教區，逕向未信主
的普羅大眾傳福音被抗議時答辯的話。因此，

只要在台灣有未信主的族群，就是我們的未得
之地。因此我們要：
1.培訓學生福音事工的種子─得著今日的校園，
就得著明日的社會；校園是青年人口的匯集處，
最渴慕福音的族群，最熱情也最易造就成門徒
的族群、更是各行各業菁英的苗圃，年輕族群
在求學、工作的世界性流動，也是培養宣教士
絕佳的禾場。
2.培訓在職青年在職場見證的種子─台灣的青
年在世代、居住、分配不正義下，成為窮忙族、
不婚族、無盼望的血汗族，他們的悲情、哀號，
正是我們傳福音的機會；教會如何幫助、陪伴
他們，重建信心與盼望，走出一條又新又活的
路。
3.培訓樂齡事工的種子─台灣在2025年，老人
人口達到20%，長照的問題和經費嚴重不足，
也使教會人口呈倒金字塔。台灣老人臥床長達7.3
年，北歐只有2週。我們教會興起樂齡事工─結
合身心、靈性健康的目標，動員老人、老人活
動，成為樂活、自助助人的族群。

二、宣揚福音

        我們要建立以宣揚福音為導向的教會，其
策略如下：
1.主日崇拜的詩歌、信息─若照經課講道，應

如何落實台灣衛理公會的願景與發展

◆陳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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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一)

        我們台灣衛理公會是世界衛理宗教會的成
員，是新教中主流宗派之一，有美好的信仰傳
統和制度。我們的使命宣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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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中會督特別
強調這不是口號，乃是訂定策略去推廣。而衛
理宗最強項就是實踐的策略。我們當化口號為
行動策略與方案，落實在堂會、教區的年度計
劃中。茲分述如下：

一、以世界為牧區

        台灣衛理公會當年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
君子協議，在神學教育(南神)、醫療傳道(彰基)、
傳媒(論壇報)合作，在宣教事工分流。以致我
們在台宣教已60多年，卻侷限在都會區、講國
語、中產階級、軍公教的外省族群為主；且因
著外省族群大量移民出國，當年在教會、社會
有影響力的精英，呈現斷層現象。但是台灣已
經族群融合、都市化、人口老化、少子化，而
且當年在大陸的主流教派成為小教派，而獨立
教會、靈恩教會、巨型教會興起，台灣衛理公
會越發需要即起直追。
        會祖約翰衛斯理的名言「以世界為牧區」，
原意是他侵犯了既有教會的教區，逕向未信主
的普羅大眾傳福音被抗議時答辯的話。因此，

只要在台灣有未信主的族群，就是我們的未得
之地。因此我們要：
1.培訓學生福音事工的種子─得著今日的校園，
就得著明日的社會；校園是青年人口的匯集處，
最渴慕福音的族群，最熱情也最易造就成門徒
的族群、更是各行各業菁英的苗圃，年輕族群
在求學、工作的世界性流動，也是培養宣教士
絕佳的禾場。
2.培訓在職青年在職場見證的種子─台灣的青
年在世代、居住、分配不正義下，成為窮忙族、
不婚族、無盼望的血汗族，他們的悲情、哀號，
正是我們傳福音的機會；教會如何幫助、陪伴
他們，重建信心與盼望，走出一條又新又活的
路。
3.培訓樂齡事工的種子─台灣在2025年，老人
人口達到20%，長照的問題和經費嚴重不足，
也使教會人口呈倒金字塔。台灣老人臥床長達7.3
年，北歐只有2週。我們教會興起樂齡事工─結
合身心、靈性健康的目標，動員老人、老人活
動，成為樂活、自助助人的族群。

二、宣揚福音

        我們要建立以宣揚福音為導向的教會，其
策略如下：
1.主日崇拜的詩歌、信息─若照經課講道，應

如何落實台灣衛理公會的願景與發展

◆陳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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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宣講福音非律法，每次都是慕道友、新朋
友聆聽福音、領受福音的機會；教會要一直鼓
勵會友全家赴會、全家信主、全家服事；並且
屬靈認領，邀人參與崇拜。
2.各級團契、各種小組、詩班、造就班、主日
學的成員開放，至少要有一半的慕道友、新朋
友參與；會友將自己的人脈轉成屬靈認領，邀
人參與。
3.鼓勵會友主動主辦或參與生命禮儀─如婚禮、
喪禮；以及各種自然的團體--同學會、校友會、
各種社團、成長班、運動團體、同單位同事，
從建立關係、光鹽見證、忠心代禱、從愛的關
懷到信仰分享。        

三、追求聖潔

        衛理宗教會認為人得救後要追求聖潔，是
指著活出最大的誡命--全然愛上帝且愛人如己，
參與上帝的拯救計畫；且展現在三個面向上：
1.社會成聖─約翰衛斯理的名言｢除了社會成聖
之外，別為其他成聖」所有的成聖都是社會性
的，不離群索居，必須展現在人群中，落實在
認同基層民眾，社會關注和追求公義。
2.教會成聖─約翰衛斯理期許循道友是社會良
心和典範，成為實驗組；所以其班會、小團、
季議會都是彼此督責、互相勸誡。牧者應建立
靈性、人格、服事的榜樣--畢竟榜樣在教導之
先。
3.個人成聖─衛理宗教會認為人得救後要追求
靈命進深，並且善用蒙恩的途徑，接受教導和
督責，使靈命不斷成長。

四、造就門徒

        衛理宗教會的傳統上，有三種造就門徒的
策略：
1.讀經─約翰衛斯理親自編寫《新約注釋》《
舊約注釋》，美國聯合衛理公會推出研讀聖經，
作主門徒─目前有紅本、綠本等；其目的要將聖
經內化成為人格、信念；外顯為言語、行為。
上紅本門徒之前應有預備知識--新舊約各卷概
論、讀經法、聖經始地的預備課程。

2.蒙恩的途徑─約翰衛斯理著名講章〈蒙恩的
途徑〉共有讀經、祈禱、團契(聚會、相愛)、
聖餐(崇拜)、禁食(節制)、恩慈(善工)；以及他
一再強調的閱讀共七項。美國聯合衛理公會推
出｢立約門徒」就是以此為基礎--個人的靈修(
讀經、祈禱)；公眾的靈修(團契聚會、聖餐崇
拜)；個人的恩慈(憐憫關懷)；公眾的恩慈(社會
公義)；敬虔的操練(禁食和節制)；廣博的閱讀。
3.事奉培訓─牧者要成全信徒，各盡其職，使
各堂會的執事會(其實是事工委員會)，在教會
開課，開基要真理班後領洗；再使領洗的會友
人人成為小先知(教導聖經)、小祭司(代禱服事)、
小君王(管家職分)。在培訓執事領導教會、動
員教會人人委身奉獻、人人傳道，人人事奉。

五、發展小組

         衛理宗教會以小組起家，當年有班會(小
組)、小團(立約門徒)、會社(團契)。如今台灣
衛理公會須要恢復這美好的傳統。
1.建立各級團契(可達60-120名)，其下再分小
組(每組12名上下)和立約小組(4-6名)─正好是
大教會中的小教會，既聯合統一性，和分殊性。
2.建立標準聚會模式/範例─有敬拜(詩歌)、研
經(或要理)、實踐應用、彼此代禱、分享。有
SOP可以建立成文化，便於傳承、移植。
3. 建立標準聚會主題和活動主題─教會提供材
料─簡單、易行、可傳遞、循序漸進、生活化、
切深化。也提供活動--屬靈認領、慶生、探訪、
代禱...等。

六、結論─建立榮神益人的教會
        我們遵循美好的傳統，卻非傳統主義；我
們傳承宗派的美好產業，卻非宗派主義。我們
一切所作所為，就是為了榮耀上帝，愈顯主榮；
我們一切努力，為了使世人同享福音的好處，
進入蒙恩的途徑，愈顯主愛。
        台灣衛理宗教會需要復興、典範、重建、
更新，就從你我開始吧！就從自己所在的堂會
開始吧！就從我們教區開始吧！就從我們台灣
衛理公會開始吧！(本文作者為高雄榮光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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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新店行道會美
河堂舉行，躬逢其盛。本會有多位同工參加此
次大會，共襄盛舉。本屆的主題為：國度、榮
耀、使命－改變為基督。這次會議除了在台灣
舉行之外，同時又遇到明年是宗教改革五百週
年，以及去年為馬雅各入臺宣教一百五十年，
如此的宗教盛事，更顯得意義非凡。
        本次的華福會有二個主要的特色。其一是
門徒導向的宣教，「只有全力推動門徒訓練才
可以實實在在把人引向基督，讓人被聖靈更新、
改變；只有被基督完全得著的門徒才可以完成
主的國度使命，榮耀主的聖名。」其二是以圓
桌會議的方式，來帶出門徒宣教的行動，「過
去的會議形式多採用單向設計，意即信息流動
單從臺上至臺下；這次會議則冀盼加強互動、
激發思考，所以特設「行動研究及模式發展組」 
（Action Research and Model Development 
Team，簡稱︰ARMD），旨在展示以行動研
究為基礎探索以實證為本的現存事工，提出可
操作，可持續及可拓展的事工模式，在不同範
疇中推展「門徒導向的跨文化差傳」——推動
華人教會以門訓為基石，拓展世界各地福音未
及群體的差傳事工。」
        故此，本次大會的主題環繞在二個方面：
門徒應具備怎樣的特質，以及門徒的使命。主
耶穌在世上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呼召並裝備
門徒，「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得人如得魚。」

門徒就是跟隨者，是跟隨耶穌基督的一群人。
但若單單只論跟隨尚不能道出門徒的本質，當
時有許多人跟隨在耶穌的身邊，但不是都成為
主的門徒。本次大會以Radical Disciple徹底的門
徒，來表述對門徒的理解。跟隨耶穌，就要跟
隨到底，這意味著跟隨耶穌基督就要經歷生命
徹底的改變，活出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生命。如
同保羅在加拉太書中所說：「我已經與基督同
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耶穌升天之前給門徒一個使命，「你們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教會承接如此的使命，
所要做的事情有二：門徒訓練與宣教。要使人
成為門徒，教會就必須精心設計門徒訓練的課
程。成為門徒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教會
刻意營造一個建造門徒的環境，幫助門徒經歷
生命的改變。而宣教是門徒訓練所帶出的成果
，當人們成為門徒之後，會更加明白上帝的心
意，看上帝所看，愛上帝所愛。舉目望田，要
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而我們是否願意成
為那被主差派出去收割莊稼的工人。最後以幾
個問題來一同思考，教會是上帝收割莊稼的器
皿，教會看見要收割的莊稼了嗎？我們為靈魂
的需要禱告了嗎？教會合一了嗎？教會差派工
人出去收割了嗎？願上帝對教會的心意，能成
就在我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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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在紅本門徒課程進行到三分之一時，完成紅本門徒的導師訓
練，真的是件很特別、很感恩的事情；從小看著父親、母親認真地花
時間備課、教導，經過這兩天的課程，我似乎有點能夠明白為什麼每
逢紅本門徒開課時，他們會那麼奮力地擺上─為的是要訓練出全心跟
隨主的門徒。
        上帝真的很恩待我們，在許多年以前就賜下如此豐盛、美好的屬
靈產業，若是這套課程能夠真真實實地在教會落實，衛理公會將會成

紅本門徒導師訓練 ◆曾以勒

為行在上帝心意當中的門徒群體。這兩天的課程讓我很深地被提醒，身為教導者應該要有的謙卑
生命，和嚴謹的態度；也讓我反省過去自己在教導時總是不自覺地以課堂權威自居、想要提供學
習者標準答案；在這兩天課堂操演的討論中，讓我發現當弟兄姐妹以開放、認真積極的態度討論
信仰的議題以及上帝的話語時，所能夠激發出來的火花真是超乎想像。
        課程內容中最令我扎心的是重新思考、檢視自己的內在生命，察覺自己在跟隨基督、作主門
徒的道路上是真的是很虧欠。我期許自己在教導別人之前，或者在教導別人的同時，能夠毫無保
留地為主付上代價、全心地跟隨主；但願衛斯理的立約禱文成為我在上帝面前真實活出來的生命，
因為我不再是屬於自己的，而是屬於主的。

(本文作者為衛理公會會友會長)

(本文作者為天恩堂協理傳道)

      2016年8月22-26日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
議在新店美河市行道會開幕，約有1400多人來
自世界各地，本人也很榮幸能參加這次會議。
       這幾天看到有這麼多的華人為著上帝的福
音勇於擺上，心中有很深的感動及領受。
        每天早晨藉由敬拜讚美來帶領我們預備心
進入課程，課程內容有各地區的研究報告、ARMD
專題討論(圓桌對話)，其中最讓我領受的是每
天由新加坡曾金發牧師的釋經分享，柏有成博
士的翻譯。
       曾牧師的分享提到：
1.徹底翻轉的重新定向：進入神的會所(詩七十
三)-進到上帝至聖所，到神面前被上帝改變。
2.徹底翻轉的門徒身分：活出同釘的十字架生
命(加二20)-委身的基督徒已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需把生命當內心的鑰匙完全交託上帝，一切由
主來掌管。
3.徹底翻轉的使命策略,營造專注的門訓教會(
太二十八18-20)-一個建造門徒的教會所具備
的八個標誌：

一、目標驅動-建造門徒是教會的核心使命。
二、負責任的傳播福音-人被帶領歸向基督，
而且謹慎盡責的跟進。
三、有確定意圖的成長策略-人經由刻意的成
長策略被帶領栽培。
四、領導團隊的委身-領袖委身於成為建造門
徒的模範表率。
五、鑄造異象-建造門徒的異象與策略被清晰
的闡明而且被教會所採納。
六、凝聚異象-建立扎實而具體地傳達媒介來
促成建造門徒的目的。
七、小組基礎設施-小組是由確定意圖的門徒
建造的單元。
八、屬靈的繁殖-人生命被改變而屬靈的繁衍
實際的發生。
4.徹底翻轉的差傳宣教：收割豐穎的普世莊稼(
路十1-20)-主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稼。 
        五天的領受,讓我願意裝備自己，成為合神
心意的門徒。感謝主!

◆葉新林
華福心靈饗宴

▲圖及照片出處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網站

特別報導



◆編輯小組

2016.10 衛訊88期 6

特別報導

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新店行道會美
河堂舉行，躬逢其盛。本會有多位同工參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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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及去年為馬雅各入臺宣教一百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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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的華福會有二個主要的特色。其一是
門徒導向的宣教，「只有全力推動門徒訓練才
可以實實在在把人引向基督，讓人被聖靈更新、
改變；只有被基督完全得著的門徒才可以完成
主的國度使命，榮耀主的聖名。」其二是以圓
桌會議的方式，來帶出門徒宣教的行動，「過
去的會議形式多採用單向設計，意即信息流動
單從臺上至臺下；這次會議則冀盼加強互動、
激發思考，所以特設「行動研究及模式發展組」 
（Action Research and Model Development 
Team，簡稱︰ARMD），旨在展示以行動研
究為基礎探索以實證為本的現存事工，提出可
操作，可持續及可拓展的事工模式，在不同範
疇中推展「門徒導向的跨文化差傳」——推動
華人教會以門訓為基石，拓展世界各地福音未
及群體的差傳事工。」
        故此，本次大會的主題環繞在二個方面：
門徒應具備怎樣的特質，以及門徒的使命。主
耶穌在世上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呼召並裝備
門徒，「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得人如得魚。」

門徒就是跟隨者，是跟隨耶穌基督的一群人。
但若單單只論跟隨尚不能道出門徒的本質，當
時有許多人跟隨在耶穌的身邊，但不是都成為
主的門徒。本次大會以Radical Disciple徹底的門
徒，來表述對門徒的理解。跟隨耶穌，就要跟
隨到底，這意味著跟隨耶穌基督就要經歷生命
徹底的改變，活出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生命。如
同保羅在加拉太書中所說：「我已經與基督同
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耶穌升天之前給門徒一個使命，「你們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教會承接如此的使命，
所要做的事情有二：門徒訓練與宣教。要使人
成為門徒，教會就必須精心設計門徒訓練的課
程。成為門徒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教會
刻意營造一個建造門徒的環境，幫助門徒經歷
生命的改變。而宣教是門徒訓練所帶出的成果
，當人們成為門徒之後，會更加明白上帝的心
意，看上帝所看，愛上帝所愛。舉目望田，要
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而我們是否願意成
為那被主差派出去收割莊稼的工人。最後以幾
個問題來一同思考，教會是上帝收割莊稼的器
皿，教會看見要收割的莊稼了嗎？我們為靈魂
的需要禱告了嗎？教會合一了嗎？教會差派工
人出去收割了嗎？願上帝對教會的心意，能成
就在我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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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在紅本門徒課程進行到三分之一時，完成紅本門徒的導師訓
練，真的是件很特別、很感恩的事情；從小看著父親、母親認真地花
時間備課、教導，經過這兩天的課程，我似乎有點能夠明白為什麼每
逢紅本門徒開課時，他們會那麼奮力地擺上─為的是要訓練出全心跟
隨主的門徒。
        上帝真的很恩待我們，在許多年以前就賜下如此豐盛、美好的屬
靈產業，若是這套課程能夠真真實實地在教會落實，衛理公會將會成

紅本門徒導師訓練 ◆曾以勒

為行在上帝心意當中的門徒群體。這兩天的課程讓我很深地被提醒，身為教導者應該要有的謙卑
生命，和嚴謹的態度；也讓我反省過去自己在教導時總是不自覺地以課堂權威自居、想要提供學
習者標準答案；在這兩天課堂操演的討論中，讓我發現當弟兄姐妹以開放、認真積極的態度討論
信仰的議題以及上帝的話語時，所能夠激發出來的火花真是超乎想像。
        課程內容中最令我扎心的是重新思考、檢視自己的內在生命，察覺自己在跟隨基督、作主門
徒的道路上是真的是很虧欠。我期許自己在教導別人之前，或者在教導別人的同時，能夠毫無保
留地為主付上代價、全心地跟隨主；但願衛斯理的立約禱文成為我在上帝面前真實活出來的生命，
因為我不再是屬於自己的，而是屬於主的。

(本文作者為衛理公會會友會長)

(本文作者為天恩堂協理傳道)

      2016年8月22-26日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
議在新店美河市行道會開幕，約有1400多人來
自世界各地，本人也很榮幸能參加這次會議。
       這幾天看到有這麼多的華人為著上帝的福
音勇於擺上，心中有很深的感動及領受。
        每天早晨藉由敬拜讚美來帶領我們預備心
進入課程，課程內容有各地區的研究報告、ARMD
專題討論(圓桌對話)，其中最讓我領受的是每
天由新加坡曾金發牧師的釋經分享，柏有成博
士的翻譯。
       曾牧師的分享提到：
1.徹底翻轉的重新定向：進入神的會所(詩七十
三)-進到上帝至聖所，到神面前被上帝改變。
2.徹底翻轉的門徒身分：活出同釘的十字架生
命(加二20)-委身的基督徒已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需把生命當內心的鑰匙完全交託上帝，一切由
主來掌管。
3.徹底翻轉的使命策略,營造專注的門訓教會(
太二十八18-20)-一個建造門徒的教會所具備
的八個標誌：

一、目標驅動-建造門徒是教會的核心使命。
二、負責任的傳播福音-人被帶領歸向基督，
而且謹慎盡責的跟進。
三、有確定意圖的成長策略-人經由刻意的成
長策略被帶領栽培。
四、領導團隊的委身-領袖委身於成為建造門
徒的模範表率。
五、鑄造異象-建造門徒的異象與策略被清晰
的闡明而且被教會所採納。
六、凝聚異象-建立扎實而具體地傳達媒介來
促成建造門徒的目的。
七、小組基礎設施-小組是由確定意圖的門徒
建造的單元。
八、屬靈的繁殖-人生命被改變而屬靈的繁衍
實際的發生。
4.徹底翻轉的差傳宣教：收割豐穎的普世莊稼(
路十1-20)-主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稼。 
        五天的領受,讓我願意裝備自己，成為合神
心意的門徒。感謝主!

◆葉新林
華福心靈饗宴

▲圖及照片出處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網站

特別報導



活動報導

       全國各堂會姊妹齊聚台糖尖山埤江南
渡假村，由江兒牧師主講『投靠祢，永不
羞愧！數算恩典的美哉歲月』得著靈裡更
新，彼此熱烈交通，晚會姐妹們才藝表演，
更是活潑熱情有勁！全國姊妹會交接典禮
由會督主持，感謝大家熱烈參與，期待明
年姐妹們再次相聚。 

8/12~8/13全國姐妹會第44屆夏令會

投靠祢，永不羞愧！–數算恩典的美哉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