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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陳建中

前言
老鷹與人的年紀相當，一生可活70歲，但
是在牠40歲的時候必須面對一生中的考驗，牠
的翅膀不再輕盈，不能飛高飛遠；牠的嘴喙變
得非常彎曲，不能順利進食。牠必須做出一個
選擇，拔掉自己的羽毛和用石頭把嘴喙啄掉，
或者選擇不再獵食而慢慢死亡。要做出這樣的
選擇是很痛苦的，就像我們把牙齒和手指拔掉
一樣的痛，如果你是老鷹，為了生存你會做出
什麼樣的抉擇呢？人的一生中我們也在面對不
同的選擇，從選擇讀什麼學校、找什麼工作到
婚姻，都需要付代價及忍受痛苦，但因著依靠
上帝的恩典就會帶來指引！
感謝主的恩典，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在台
設教65週年，這65週年來從無到有，從幾位
的會友到全台灣設立45間教會，一路篳路藍
縷。雖有苦難，但上帝恩典相隨，雖有軟弱，
卻經歷上帝時時看顧；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
關鍵時刻，若沒有認清我們的角色，就不知我
們的責任；若沒有清楚我們的使命，就不知我

們的方向；因此，我們需要時時求上帝賜下恩
典與憐憫，使我們彼此相愛才能明白上帝的心
意；因順服走向蛻變，在蛻變中看見希望。
彼得的一生也是在蛻變中看見希望。彼得
原是打魚人家，因耶穌的呼召撇下漁網跟隨耶
穌(太四：20)；當門徒們看見耶穌在海中行走就
驚慌說是鬼怪，彼得卻說：「主，如果是你，請
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太十四：28)；
當耶穌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
「是上帝所立的基督。」(路九：20)；當彼得想
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雞叫兩遍以先，你要
三次不認我，思想起來就哭了。」(可十四：72)；
後來彼得重操舊業，準備去打魚卻打不著什麼
時(約廿一：3)，耶穌來到他們當中要他們把網
撒在船的右邊，網得大魚153條，耶穌不但為
他們預備早餐，同時耶穌再一次呼召彼得來跟
從祂。很多時候我們就像彼得一樣，我們有血
氣之勇，勇敢直衝，有話就說，很有勇氣；但
遇到困難，我們就萎縮，甚至抱怨、懷疑。彼
得名字原文意思是「石頭」，個性、脾氣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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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但主卻揀選他、塑造他、使用他，即便他
曾失敗，仍不放棄他。今天，在我們的教會裡
有很多人像彼得的個性，我們都有自己的想法
與看法，在人看來是很難溝通與整合的；但為
了主的教會被建立，祂正在改變我們，使我們
的生命被形塑，主的名就得榮耀。
今天我要從彼得被主改變來看我們的蛻變。
他如何經歷靈命更新，成為主所喜悅的門徒；
我們也當從蛻變中看見希望，看到衛理公會眾
教會，眾弟兄姊妹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合一
建造主所喜悅的教會。

第一、信仰的根基(真實的信仰)
約翰衛斯理1738年5月24日晚上8：45在
倫敦阿德門街的經歷，他真實感受自己「心
裡異樣的溫暖」(I felt my heart strangely
warmed)，雖然這個經歷在歷史上是「一個經
歷，多元解說」，但這個經歷確是約翰衛斯理
真實的信仰的確據，他真正經歷上帝的愛在他
心裡，他是一個罪人，因著信，領受上帝的恩
典，不但罪得赦免，他更是不斷的渴慕追求與
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
1.上帝的大能(抓住上帝的恩典)-彼後1：3
「上帝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
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
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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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
裡，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羅1：19)
─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
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1：20)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
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
然儆醒。(詩篇127：1)
彼得知道若不是上帝的揀選與呼召，靠自
己是不能做什麼。當我們依靠上帝的大能，承
認自己的能力有限，願意謙卑順服，渴慕經歷
上帝的大能時，奇妙的事就要發生；讓上帝掌
權在我們的生命中，因為我們不能，在祂凡事
都能。
2.上帝的應許(恢復與上帝關係)- 彼後1：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上
帝的性情有分。」
上帝的應許是永不改變的。祂既然揀選我
們，呼召我們，就必定為我們負責；雖然我們
周遭「仇敵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
可吞吃的人。(彼前五：8)但祂愛我們，他必保
護，上帝的應許永不改變。
這也是約翰衛斯理特別重視的。他說：「
當人在作為受造之物，與創造的主之間若關係
破裂，人在分享上帝屬性的形象也無法彰顯；
上帝的應許就是叫我們脫離世上的敗壞，先與
上帝的性情有分，就是與上帝恢復關係」。因
為當人性在墮落之後，無法再與上帝的性情有
分」，所以上帝的形象在人性之中就不完全，
即使人得到救贖之後，他亦須不斷地與上帝有
分，不斷地參與；這個不斷的參與的過程，就
是聖靈的工作。
所以，約翰衛斯理強調真實的信仰是動態
的，他需要不斷的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透過
上帝的應許與上帝的大能使我們經歷真實的信
仰，讓聖靈在我們的生命中與我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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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蛻變的動力(聖潔的生活)
感謝主，既然聖靈的工作在我們這得救的
人身上，我們就當將自己全然交託給主，過聖
潔的生活，這是我們蛻變的動力。「要追求聖
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來十二：14)，如
何過聖潔的生活，就是要忠心事奉及建立良好
的品格。
1.要分外的殷勤-彼後1：5a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彼後1：5a)
俗語說：「人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成功
需要努力」。感謝主，在這裏「分外的殷勤」
乃指「忠心」。盡己之力謂之「忠」，盡你的
能力，盡你的本分。上帝給人都有不同的恩賜
與才幹，彼得說：「個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
此服事，作上帝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4：
10)人只有從上帝所領受的「Just do it」，就
會經歷上帝奇妙的作為。
2.以信心為開始-彼後1：5b-6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
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
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
上虔敬。」(彼後1：6)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
據」(來11：1)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因為到
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上帝，且信他賞
賜那尋求他的人。(來11：6)
因著信，我們建立好的品格，並且我們需
要不斷的增加知識，「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
端。」(箴一：7)。「節制」也是很重要的品
格，過與不及都不好，如何在我們的信仰生活

中不貪婪、不懶惰；「忍耐」更是不可少的品
格，在事奉的過程中，並不是都能一帆風順，
有順境、有逆境，有人誇獎你，有人指責你，「
忍耐」是我們一生都要學習的功課，否則功虧
一簣；「虔敬」是內尋靈命深度不可或缺的，
在我們的生活裡要經常存著「虔敬的心」，因
為上帝在掌權，人算什麼，祂竟眷顧他，上帝
愛世上的人，當我們心存「虔敬」的心，保羅
說：「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
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
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
生的應許。」(提前四：7-8)
3.以愛心為依歸-彼後1：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
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彼後1：7)
「愛」是我們信仰的最大元素，沒有愛，
所做的一切都將歸於無有。
蛻變的動力不在乎你有多少能力，也不在
乎你有多少成果，它在乎的是，你在事奉當中
是否有聖潔的生活；當你願意忠心事奉，建立
良好的品格，過聖潔的生活，就會像滾雪球一
樣，上帝將差派天使天軍投入成為你的團隊，你
也將帶領這個團隊成為福音的軍團，為主征戰。

第三、希望的果效(聖靈的工作)
聖靈的工作就是我們希望的果效，當我們
走在上帝的旨意裏，我們將看到上帝為我們成
就的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巴不得我們一起
來經歷上帝的豐盛。今日台灣衛理公會的復興，
不是靠什麼方法或什麼教材，我們真正要靠的
就是聖靈的工作，當我們生命被建造起來，生
命對了，我們所做的也將盡都順利。
1.能結果子(佈道)外展事奉服務-彼後1：8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
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
子了。」(彼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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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增長是我們所期待的，但當「以增長
作為一切的考量」時，我們就不自覺地會將注
意力放在各式各樣的「方法上」，我們會注意
那些「成功」的例子，以及他們所使用的方法。
或是我們可以創意地炮製一套可以吸引人氣的
方法。這些方法都有一個特色就是設法「動員」
教會的成員，投入這些「策略」之中；但聖經
的佈道策略是「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
就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這幾樣」就是彼
後1：5-7所說的信徒的生命，所塑造出來的品
格，它需要時間孕育的工作及信仰的反省，也
可以說是用生命影響生命，因此，我們需要先
成為一個「徹底的門徒」，首要就是能領人歸
主(佈道)，當我們經歷「蛻變」就是要我們每
一位弟兄姊妹，透過我們的信仰生命來見證我
們的信仰，不論在士、農、工、商或各行各業
中活出基督，聖靈就會作工，使我們結果子、
多結果子、結果子更多。
2.永不失腳(牧養)內尋靈命深度-彼後1：9-10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
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彼後1：9)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
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
不失腳。」(彼後1：10)
「徹底的門徒」第二項就是「牧
養」，教會的門可以大開，透過各種
活動及節目，吸引人們走進教會，但
這些人走進教會後，我們當如何牧養
他們、關懷他們，特別是忙碌參與的
同工團隊們，他們都需要被關懷與牧
養。否則前面有新人進來，後門卻有
舊人出走。教會的牧養不是拚業績，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要彰顯基督為
人捨命、基督的愛與關懷；但在教會
所處環境中，周遭的人還不認識基督
之時，我們更需要在牧養關係互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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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真理及生活，讓他們經歷到上帝的愛。有
了這樣的牧養我們就永不失腳。
3.豐盛生命(培育)合一建造教會-彼後1：11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
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後1：11)
「徹底的門徒」第三項就是「培育」。當
我們願意受裝備，遵守主的命令而行時，我們
便是一群愛主的弟兄姊妹。「你們若愛我，就
必遵守我的命令」(約十四：15)「我實實在在
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
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約十四：12)因為耶
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
更豐盛」(約十：10)
衛理公會在台設教65週年，驀然回首，有
很多值得我們懷念與學習，也有很多是我們應
該警惕與戒心。我們都是上帝喜悅的兒女，唯
有我們深深體會與主連結，作一個「徹底的
門徒」，內尋靈命深度，建立與主有良好的關
係，外展事奉服務，用「愛人如己」、用「
生命」見證我們的信仰，領人歸主，並「彼此
連結」合一建造教會，使每一間堂會，不論
是城市、社區、鄉村，或艱困地區的教會，皆
能經歷上帝豐盛的恩典；使我們看見上帝施
恩的手怎樣幫助我們，並聖靈對我所說的話，

讓我們一起來建造吧！

約翰衛斯理紀念主日

◆劉天惠
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國力衰微，政治、經
濟腐敗，信仰、道德都處在極大的黑暗之中。
然而從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約翰‧衛斯理發起的
信仰復興運動震撼了整個國家，帶來一場信仰
和道德上的完全徹底的革命，從而改變了整個
民族的歷史進程。約翰‧衛斯理對真理的忠誠、
佈道的大能，使他們在一個世代悔改歸正中所
取得的卓越成就。五月20日是本宗年度重要的
約翰‧衞斯理紀念日，藉由這有意義的日子、讓
我們一起齊心努力，求主使中華基督教衞理公
會謙卑領受聖靈引導進入蛻變所帶來的希望。
羅馬書12章1-2節說「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
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就是「一切以基督為中心」。保羅說要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以基督為中心是什麼？
第一就是我們生命的價值觀，要合乎聖經
的真理。
第二就是情感情緒與意志在耶穌基督裏。
第三是我們所行的道路在神的聖潔旨意裏。
我們不單有主的樣式，還要心意更新而變
化。我們藉著聖靈感動重生的那一刻，就已經
披上基督了，成為新人了。雖然外表沒有改變，
裏面的生命已經改變了。當我們披上基督，我
們的講話的方式變了，思想變了，像基督的善
良、慈愛、能力，越有信心、愛心、盼望。因
為耶穌基督在我們裏面，所以我們能不效法這

個世界，建立一個好的新生命。能以基督的心
為心，心意更新而變化。讓我們越像基督，越
來越聖潔、越來越溫柔，這是上帝要我們蛻變
的，因為有基督在我們生命裏面，越來越有信
心，越來越有愛心，越來越有盼望。一個基督徒
信主以後，仍然要繼續的蛻變，變得越來越好。
新酒裝新袋、舊的皮袋因為彈性不夠了，
若裝了新酒，而新酒發酵的力量很強，就把已
沒有彈性的舊皮袋撐裂。新皮袋是我們的心意
不斷更新而蛻變。若我們仍用舊皮袋，即使有
再多的恩典要給你也會流出去。耶穌說舊皮袋
不能裝新酒，若我們舊的心有嫉妒仇恨或內心
過不去的，我們要奉主的名更新而變化，越來
越像基督，心意更新而變化就是如此。何為上
帝純全的旨意，上帝給我們的智慧，溫柔、良
善，會幫助人，會分辨查驗。當我們在世上心
意更新變化的時候，明瞭上帝的旨意時，我們
就能分辨何謂善良，何謂溫柔，何謂智慧，何
謂真假。才能做上帝要我們做的，說上帝要我
們說的。上帝給我們智慧，要我們在有限的人
生當中，可以做出最好的結果來榮耀神，來彰
顯神的慈愛。
我們每一個時刻都用在最恰當的地方。約
翰‧衛斯理極勤奮、工作效率高且極富組織效能
的一位卓越奇才。他經年旅行巡迴佈道、組織
各地教會與處理行政、督策並訓練同工、推動
各事工。約翰‧衛斯理的貢獻激發了一個時代對
神敬虔的心，以及活潑﹑更新的生命，從而改
變時代的社會景況，蛻變所帶來的希望。
(本文作者為衛理公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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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旅
◆謝淑銘
我有一對兒女和愛我的丈夫，孩子小的時
候因為教會的服事還接孩子放學後在教會邊寫
功課邊吃飯，先生幫我一起佈置兒主教室。
在教會服事久了，也會有軟弱與疲乏，但
往往藉著禱告與溝通就能重新得力，家庭祭壇
也從沒停止過。當孩子漸漸長大彼此分享未來
目標，夫妻倆也開始規劃人生下半場，神卻給
了我們家更大的災難。2017年1月19日兒子(
宇賢)突然頭痛欲裂，大聲嘶喊，我們馬上開
車送往急診，宇賢腦溢血(動靜脈畸形瘤)只有
10%的存活率，開刀後住加護病房兩星期上帝
把宇賢接走了! 他才19歲我還有好多好多話要
跟宇賢講但都沒機會了。我們家的時間似乎停在
2017年1月，我的耳邊不再有詩歌，也無法唱
詩無法讀聖經，只能禱告對神的埋怨，將疑問
全告訴祂，但祂總不回應我。心情低落時好想去
找宇賢，但先生提醒我基督徒不可以做傻事(
他也衝動過)每天只能禱告求主安慰宇賢的靈。
唯一支持我們的是─我們相信宇賢已經去最美
好的地方！但這傷痛卻讓我的心缺了一大塊。
星期日仍去聚會，但總避開敬拜讚美的時
間，去年底的一個主日，我忘記提早到教會在
那天敬拜時，我的口無法唱詩歌，但我心中卻有
一念頭進來，宇賢已經穿了白袍在天上敬拜神，
因為他已得了神榮耀的冠冕，我眼淚無法停止
的留下來，其實神一直都在，祂知道我的傷痛。
今年我主動跟牧師報名想參加以馬忤斯(
不知道是要用推薦)，在旅程前一週把吃了快
一年的精神科藥停用(因為吃藥會讓人無感)我
和先生不想靠藥物作無感的人。我跟上帝禱告<
讓我在旅程中再次遇見祢、得力量> 就這麼簡
單的心去參加，在旅程中我再一次思想耶穌被

釘十字架的那段路程，我深覺我真的愧對神對
我的愛，我的經歷是別人無法知道的痛，真的
很痛但我的痛算什麼？當馬利亞看見耶穌受皮
肉傷害言語的羞辱然後被押到刑場、釘上十字
架，都只為了代替世人的罪受苦時，馬利亞親
眼看見耶穌一路被屈辱與走那漫長的苦路。最
後被釘在十字架上承擔世人的罪過 。
我真的是個蒙恩的罪人，不應該讓自己只
留在悲傷中過日子。因為事實已無法改變，我
告訴我自己路要走下去，不要沉溺在悲傷中。
旅程中每次都盡情唱詩歌讚美神，這是我
好久沒做的事，我又恢復在敬拜中讚美主！哈
利路亞。
在旅程中經歷完全真正的面對自己與神禱
告，我把這一年多對神的埋怨做了認罪禱告，
又為我先生禱告(能恢復正常作息，身心靈靠
主得剛強)，也為我女兒禱告(深覺太久沒關心
她的感受，只在乎自己的悲傷)我一直哭一直禱
告，最後我自己都停不下來哭泣，意志力控制
不住自己的哭聲，我感受到被神褓抱在懷中，
我的心被醫治！我曾向神說求祂補足我心中失
去兒子的那一大塊空
缺，祂真的填滿了我
心中的空缺。
常有人勸我慢慢
走出來，但傷痛是無
法走出來只能靠著醫
治與賜平安的神能一
步步往前走，我的人
生下半場不是我所計
畫的，我要把我的人
生下半場交給神。~~這是我的禱告
(本文作者為永康衛理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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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忤斯之旅
◆顏雅惠

哈利路亞、感謝、讚美、榮耀都歸我們給
天上的父神，阿們！
以馬忤斯的旅程開啟蒙恩、造就、裝備之
路的啟航，看見了天父用慈繩愛索把我們從各
地方呼召來，在四天三夜72小時中我們經歷生
命聖靈的洗禮，生命的改變、靈修、禱告、操
練與神獨處、領聖餐，經歷更多靈命上的修剪。
沒有手機、沒有時間，心思意念完全交託給神。
心與神交通，放下自己回歸孩子的樣式，
每一天都被神恩寵，我們像公主般的被服
事，這樣的對待已經是離我們好遠好遠，只有
在神的面前我們才有這樣福份，也是我最享受
最釋放自己的時刻，就是心靈的交託，可以向
天父哭訴，把重擔及心中的苦向天父宣洩，只
有天父可以撫慰我內心身處的苦澀，也只有神
明白我、了解我此刻的心情，感謝神！讓我在

T23

弟兄

旅

72小時當中，重新認識自已、檢視生命的價值。
更多的與神連結，神在我們的身上有祂美好的
計劃。
在四天的旅程中調整自己的優先次序，背
起神在我們身上的使命，聖靈澆灌，恩典滿意
而不流失，靠著聖靈更清楚知道神要透過我們
去影響世界「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導
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
愛心、信心、清潔上，都做作信徒的榜樣，你
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你
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
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這些事你要殷勤
去做，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事上恆心；
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提前4:11-16
(本文作者為台中衛道堂會友)

感受神恩之旅
◆蔣安國

原本我只是好奇地問了一下已經參加過以
馬忤斯旅程的太座，有點心動卻又放不下工作，
因此給自己的藉口就是：「工作太忙了，走不
開」，但在太座略帶神秘的語氣「說不定你會
遇見耶穌哦！」的驅使下，我便帶著一顆不知
道會發生什麼事的心情報名參加了T23旅。
剛開始的時候，心裡還在掛念工作，但隨
著課程的安排，以及在旅程中有屬靈朋友的陪
伴，感謝主，我漸漸放下浮動的心，能夠在旅
程中將自己擺上。
這次的旅程對我而言，比較特別的，是我
的兩個兒子與我一起參加，父子三人第一次當
同學、當旅人，真是一次難得的經驗。而這也
讓我們在旅程結束後，有共同的話題可以分享，
兒子也自然地成為我的屬靈朋友，現在，我們

一家人都是以馬忤斯社體成員，「如果這不是
主的恩典，什麼才是主的恩典」！因此，建立
家庭祭壇，是我第四天首要做的工。
在旅程中不論是否有遇見主，能夠參加T23
旅，就是上帝的揀選，當大家一起敬拜讚美，
神的愛就在其中，而這也提醒了我，參與團契
或小組對一個基督徒的重要，因此，在第四天
裡，我希望能更加與他人在靈裏有好的交通，
並在教會的詩班裡，好好練唱，散播關懷和彼
此服事。
感謝神，讓我能親近祢，並與兒子們一起
來領受祢的祝福，旅程結束後的第四天，我願
意在基督的道路上活出神的樣式，學習謙卑、
憐憫、愛人如己。
(本文作者為雅各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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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
衛理 年
65週 拜
2018 感恩禮
03.03

希望
蛻變‧

▲高雄榮光堂號角隊吹奏號角，喜樂頌揚

▲高雄榮光堂詩班獻詩

▲台中衛理堂詩班獻詩

▼天恩堂詩班獻詩

▲台中衛道堂詩班獻詩

▲服事同工們熱情
接待每位弟兄姊妹。

▲台北衛理堂詩班獻詩

合照
▲中教區感恩禮拜大

▲南教區感恩禮拜大
合照

▲北一教區、北二教區、北三教區感恩禮拜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