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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督 的話

◆陳建中

今年恭逢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在台65週年
慶，也是台北衛理堂建堂65週年感恩禮拜，微
僕有幸受邀共享榮耀，特別將當天所分享的信
息提供諸君共勉之。
根據美國蓋洛普的調查，在教會裏參與事
奉的人，大概不超過10%~15%，也就是說一
百個人的教會裏，有八十五到九○個人只是在
教會受到別人服事。在北美大約一三○○間教
會當中，幾乎都遇到教會成長的瓶頸，他們都
在積極努力，尋求怎樣能讓更多的人參與教會
的事奉；反過來看台灣的教會，問題也差不了
多少。過去很多教會發展到一個地步，就遇到
瓶頸，所以近幾年就發展出小組教會、細胞小
組、幸福小組，目就是要每一個人都能參與事
奉。越多人參與事奉的教會，越容易成為增長
的教會；就像健康的人一定經常運動，讓血液
循環良好，增強免疫力，比較不容易生病。一
個教會只有10%~15%的人在運動，85%~90%
的人不運動，那些不運動的人可能會出現很多
問題；現在細胞小組宣稱參與運動的人有70%，
所以他們的教會就可以活躍起來。

問題是怎樣鼓勵人參與教會的事奉？為什麼要
參與事奉？教會中每一個人都需要彼此互動，
互動當中就是一種事奉，對於一個人的靈命相
當重要。透過歷代志上二十九章1-9節這段經
文，來看什麼叫作榮耀的事奉。

事奉的重要
大衛是上帝所膏的王，本來就應該在上帝
面前服事祂；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要事奉主卻
不是那麼一帆風順；歷代志上28:2~3大衛有
心為耶和華建造殿宇，耶和華卻說不可以。教
會裏很多人過去很熱心，但是遇到某一件事情，
以後再也不做了，甚至離開教會。這裡我們看
到事奉的心態是什麼？目的是什麼？內容是什
麼？大衛沒有因為上帝的拒絕就不做了，歷代
志上28:4~6大衛很清楚耶和華的揀選，我們
事奉主，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麼才能，是因為祂
的揀選必給我們夠用的恩典。我以前不喜歡在
眾人面前說話，是個內向的人，自從讀神學院
以後，就要開始講道的訓練，在眾人面前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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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既然揀選我，就必把夠用的恩典賜下來。
大衛很清楚上帝既然揀選了他作以色列的王，
要他做，他就做，要他不做，他就不要去做，
不發怨言，難怪大衛被稱為「合神心意的人」。
他清楚地知道事奉不是衝動，而是與上帝
同工，因著上帝的揀選，看重手裏所做的工。
每個弟兄姊妹，不管士農工商，做任何工作，
都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因為是上帝揀選你
的；特別是每一個家庭都是上帝所建立的，都
要看重，不要認為別人的妻子比較好，不要認
為別人的先生比較好，既是上帝所揀選的，就
不是你自己所能改變的。
事奉是要回應上帝的愛，因為我們愛主，
是因為主先愛我們。歷代志上29：3大衛是愛
上帝的殿，不是因為懼怕、威脅、逼迫才來服
事，否則這樣的服事就是不真實的；或是我來
事奉主，上帝一定會祝福我，讓我嫁一個好老
公，讓我娶到一個好妻子，或賺到大錢，如果
以這樣的心態事奉主，都是不好，因為那是不
真；如果服事是為要得賞賜，那是不美的。事
奉是因為上帝的愛在我們身上，使我們願意來
服事，這樣的服事才是出於真愛，才是又真又
美。大衛說：「我心中愛慕上帝的殿。」我就
願意為主擺上，不再計較；上帝雖然不許可我
建造殿宇，但是我還可以做其他的事情。雖然
我兒子所羅門在負責建造，但是我可以幫助他，
我可以預備材料。服事的心態上，我們要先知
道我們是上帝的選民，我們是何等榮耀；而且
我們的服事乃是回應上帝的愛，事奉當中才能
夠經歷祂的恩典豐豐富富在我們身上。

事奉的內容
事奉的內容是什麼？事奉的目的是什麼？
歷代志上29：2事奉的目的是要完成上帝所託
付的。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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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緊的不是那個教會有很會講道、很出名的牧
師；而是那個教會有沒有上帝與他們同在？有
沒有主耶穌在當中居首位掌王權？教會所做的
一切是不是真的為主擺上？所以完成神所託付
的，要把耶穌所是的成為我們所是。耶穌來到
世上，看到貧窮的就幫助他們，有病的就醫治
他們，憂傷的就安慰他們，這些都是教會要做
的工作；如果一個教會，不能讓耶穌所做的成
為我們所做的，那麼教會不過是一個建築物，
一個給基督徒享受的俱樂部而已。在上帝面前
我們要再一次思想，上帝所交託給我們的事情
是什麼？大衛知道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
華上帝建造的。
服事的內容，就是要把一切榮耀歸給上帝，
讓教會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榮耀歸給神。像父
母和兒女的關係，父母都很愛兒女，但兒女不
見得都很清楚父母對他們的愛；兒女要是很瞭
解父母的愛，父母一定覺得愛他們，一輩子都
不會感到遺憾。大衛清楚他事奉的目的，不但
是完成上帝所託付的，更要緊的是把一切榮耀
歸給神。

事奉的秘訣
最後我們看事奉的秘訣是什麼？為什麼有
些人越服事越喜樂，越服事越有力量，越有果
效；而有些人沒做是沒事，一做就怨言一大堆
把事情就弄得很複雜。很多時候，是因為人的
心態和生命的問題，我們需要再一次在主面前
被主更新和調整；其實沒有一個人，做任何事
一做就很順利的，可能有失敗、有挫折，但從
過去的失敗當中，要越調整越好，一旦調整好
就會越做越順利。我們看大衛事奉的秘訣在那
裏？歷代志上29：2他事奉的秘訣，第一個就
是盡力預備，盡己之力謂之忠，也就是忠心，
他知道他的角色。人最怕的就是做一行怨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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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把自己的角色扮
演好，什麼角色都覺
得不合適。大衛還沒
有被上帝膏立為以色
列王之前，是個牧羊
人，他忠心地把他的
羊群照顧好，遇到狼
攻擊的時候，和狼搏
鬥，盡力保護羊群，
他知道自己的本份是什麼，從盡力把工作做好
當中，成為忠心的人。今天如果是老闆要找職
員，我不會找一個很能幹、樣樣精通卻沒有責
任感的人，我要一個忠心、很有責任感的人。
事奉的第一個祕訣就是忠心，有責任感。
第二個祕訣是什麼呢？歷代志上29：3在
預備材料之外，大衛將自己的一切積蓄獻上。
我常聽人說：「牧師，等我退休後一定到教會
來服事主。」「牧師，等我有時間，一定到教
會服事主。」聽到這樣的話，我心裏就有數，
知道那是「永遠都沒有時間」，要嘛就是現
在。所以羅馬書十二章，保羅就說：「將自己
獻上當作活祭。」我們說：「主啊！我愛你！」
並不是看你獻上多少金銀財寶，而是將我這個
人完全獻上，也就是「捨己」，把自己完完全
全交託給主。歷代志上29：5大衛不但將自己
完全獻上，還發揮了拋磚引玉的功用；教會的
事奉也是這樣，一個人願意擺上，很多人就會
跟著擺上。歷代志上29：6因著大衛的捨己，
在主面前完全的奉獻，以身作則中呼召人來參

是我們事奉的原動力。因為大衛真正經歷到上
帝的愛在他裏面，所以大衛不會因為上帝不許
建造殿宇，就生氣離開，他仍然心中充滿喜樂
地讓別人做，他來預備材料。聖經告訴我們：
上帝就是愛，是愛的源頭。有愛我們就不嫌重，
我們就不會有嫉妒心，不會發怨言。因為人若
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
不是照他所無的(哥林多後書8：12)。只要有
愛的心，就產生願做的心，就必蒙悅納，而且
是照你所有的，不是照你所無的。
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在事奉當中，更多
去經歷你有什麼？求主把事奉所需的裝備、恩
賜，賞賜給我們，它就一定會在我們身上。所
以，愛是我們生命的原動力，愛在我們當中，
所遇到的就沒有難處，就不會成為我們的阻礙。
大衛因為愛主，就歡喜擺上；歷代志上29:8說
這些人的擺上，是誠心樂意奉獻給耶和華，因
為在愛當中，就沒有衡量個人的得失問題，並
且產生很大的力量。我們要事奉主，若不能在
主面前盡力忠心的擺上，為主獻上捨己的精神，

與，就產生了團隊的事奉，並且是甘心樂意。
教會要復興，需要弟兄姐妹一起動起來，如果
只是牧師一個人敲鼓，沒有大家歡喜跳舞的話，
還是熱鬧不起來。
第三個事奉的祕訣是愛，愛在我們裏面，

以愛為原動力，我們的服事就不能夠長遠。求
主幫助我們，教會在社區裏要讓主的名得榮耀；
主所託付的工作，一件件推展出去的時候，我
們更需要在主面前忠心捨己，以愛心來服事，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徒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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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屆年議會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第五十六屆年議會調派單
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
一、牧職人員調派：
北一教區
台北衛理堂

衛理南工佈道所

新店屈尺衛理堂

主任牧師

曾楚傑

協理牧師（副牧）

賴

協理牧師（副牧）

李信政

玲

協理傳道

邱惲傑

林口佈道所

主任牧師
義務本地傳道

林烽銓（兼）
紀瑞和

曾楚傑（兼）

宣教士

廖秀卿

主任牧師
協理牧師（副牧）

主任牧師

林長贈

主任牧師（副牧）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龐君華

安素堂
主任牧師

黃寬裕

東吳大學

主任牧師（副牧）

徐至強
曾以勒
楊世昌

校牧室主任

黃寬裕

衛理女中
校牧(副牧)

許

帆

華恩堂
主任牧師

莊美蘭

羅東佈道所
主任牧師

龐君華（兼）

主任牧師
協理傳道

陳信成

東港佈道所
主任牧師

謝

炯

蔡偉文

春湖佈道所 （體制外）
本地傳道

張慧美

中教區
台中衛理堂
主任牧師

林樹輝

台中衛道堂

外島特區

主任牧師（副牧）

吳東泰

逢甲衛理堂

馬祖衛理堂
主任牧師

戴祖聖

北竿佈道所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湯祖和

信正教會
主任牧師

鄭憲章

徐雪坪
(至2019/07/22)

大里佈道所

北二教區

主任牧師

吳劍鋒

太平幸福佈道所
主任牧師

恩友堂
主任牧師

林烽銓

雅各堂
主任牧師

徐秀蓉

沛恩堂
主任牧師

石鎮瑜

平安堂
主任牧師

蘇福全

木柵衛理堂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林添福

南教區

榮揚手語佈道所

侯協明
王先緻

主任牧師（副牧）

李相蘭（兼）
林怡君
李相蘭（兼）
蘇崑寧

台南安平堂
彭美玲

永康衛理堂

聖保羅堂
主任牧師（副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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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怡慧

主任牧師

高禎吟

金美景

李相蘭（兼）
林大聖
莊璧如

二、教區長：
北一教區(兼外島特區)
北二教區
北三教區
中教區
南教區

龐君華
林烽銓
陳信成
林樹輝
李相蘭

三、附屬機構職員聘派：
總會
執行秘書
門徒培育中心主任

劉天惠
徐秀蓉（兼）

衛理神學研究院
院

長

林瑜琳

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主

任

曾中一

四、退休牧師：
吳承禧、郝文章、蕢建華
曾紀鴻、王春安、鐘撒該
歐陽輝

五、神學生：
衛理神學研究院
衛理神學研究院

台南衛理堂
主任牧師
協理傳道
主任牧師
義務本地傳道

大直衛理堂
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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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長森

嘉義衛理堂

辛俊傑

松德佈道所

劉天惠（兼）

竹山衛理堂
主任牧師

協理傳道

高思凱

桃園衛理堂
主任牧師

陳啟峰（兼）

小港衛理堂

三峽衛理堂
主任牧師（副牧）

鳳山衛理堂
主任牧師

(至2018/12/09)

樹林約翰堂
主任牧師

陳啟峰
(至2018/12/09)

三重衛理堂

城中教會

李相蘭

高雄榮光堂

板橋榮恩堂

內湖佈道所

高以琳

高雄衛理堂
主任牧師

北三教區
永和天恩堂

主任牧師

本地傳道

畢重道
秋郁瑄

見證分享

以 馬 忤 斯 之 旅

上帝的
◆王子賢
真的很感謝這次以馬忤斯的旅程，讓我更
親近神，並且讓我知道神是有多麼的愛我，其
實還記得第一次被邀約的時候，其實內心是很
排斥的，因為不能使用手機，而且整體旅程時
間有點長，對我這個業務工作的年輕小夥子來
說挑戰非常的大，因為時間長、又不能用手機
聯絡客戶相關事宜，所以雖然當下我勉強地答
應了，但是其實我考慮了很久，甚至到出發前
一天我還在猶豫，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好笑。
我以前是個無神論的人，因為本身是基督
徒家族長大的孩子，小時候總是被逼迫著去教
會，所以對這個信仰非常排斥和叛逆，我從小
在馬祖衛理堂長大，直到我一上大學到了高雄
之後，就一直都沒有去到教會，我出社會的早，
20歲我就開始在我現在這個公司實習(大二暑
假)，在大三的時候我就升了主管，雖然看起
來有點小小成就，但是這也是惡夢的開始，我
開始目中無人，驕傲自大，聽不進去任何人的
建言，人緣變得非常地差勁，帶人始終都帶不
起來，還好那時候在馬祖衛理堂的林其忠弟兄
(他是從小到大非常照顧我，看我長大的一位
叔叔)，建議我去高雄衛理堂聚會，說上帝會
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我半信半疑，但我
已經走投無路，只好回到上帝的身邊，我還記
得當我剛踏進高雄衛理堂時，那天證道的題目

就是「人才在哪裡」，我當場眼淚就掉下來了，
不自主地掉下來，記得那天聚會完開車回家，
眼淚一直都沒有停過，我才發現上帝的愛始終
充滿在我身上，迷途羔羊總算是願意回到主的
身邊，上帝總是不跟我們計較，我做錯了很多
事情，但是祂仍然願意無條件的愛我，關心我
的任何事情。自從回到高雄衛理堂聚會之後，
我以凡事感恩的心出發，後來帶人就順了，整
個工作都順了起來，也在去年買了房子，今年
1月1號在馬祖衛理堂完成了婚禮，這些都是上
帝的恩典，「恩典之路」這首歌就是我的寫照。
這次的旅程就是讓我想起了這些，上帝給予滿
滿的恩典在我這個年輕人身上，沒有上帝在我
裡面這些都不可能會發生，旅程結束之後回到
高雄衛理堂，我更盡心盡力的在詩
班服侍，委身在主的身邊，用詩歌
傳揚上帝美好的福音，讓大家都可
以領受到上帝的奇妙恩典。
(本文作者為
高雄衛理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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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華人婦女領袖訓練會

◆施小惠
每隔三年舉辦一次的「華人婦女領袖訓練會」，第一
屆由主辦國新加坡在棉蘭舉行。今年第二屆由台灣主辦，
主題為「委身婦女的喜樂」。會中有來自新加坡、西馬、
沙巴、砂勞越、香港、印尼和台灣將近130位各地區的婦
女領袖及代表參加。在這五天四夜的營會中，大家從世界
各地聚集在一起，享受美好的團契，彼此分享委身的體驗
與事奉上的喜樂。
開幕禮拜特別邀請陳建中會督分享──「委身婦女的喜
樂」，會中引用以弗所書五章22、23節經文，談到委身的
喜樂來源是來至「順服」、「相愛」和「敬重」。
晚會由救世傳播協會洪善群會長以彭蒙惠老師的故事
為例，提出一個委身的榜樣。接著透過江兒牧師及李相蘭
牧師的分享，提醒婦女要先能夠認識自己、知道自己的恩
賜，並說明委身的意義以及方法。
最後的閉幕禮拜由王先緻牧師談「轉變生命的三部曲」──
在撒馬利亞婦人與耶穌相遇之後，她的生命得到徹底改變，
從此致力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
現代的教會裡，婦女參與的服事非常多，這次透過大
會對婦女為傳揚福音的擺上有更多肯定。各地的婦女領袖
及代表們也在彼此的分享中重新得力，並帶著滿滿的收獲
與祝福回到自己服事的禾場，繼續為主所用。
第二屆華人婦女領袖訓練會已經圓滿落幕了，我們期
待三年後，在西馬舉辦的第三屆婦女領袖訓練會，將會有
更精彩的成果！我們2021年一起相約在西馬～
(本文作者為大直衛理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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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培育中心

2018/10/20-22

第二屆文字營

點燃閱讀火種

從讀者到作者

詳細資料及報名表

基督教信仰因為聖經的存在，使得閱讀與語言有其特殊
的屬靈意義。基督教信仰的流傳和推廣，也是靠語言的建立
和傳遞。從牧者到平信徒，都需要有豐富的語言來傳講基督
教的信仰。寫作更需要字彙的儲存和文學語言的建立。
閱讀便是建立語言很重要的一部份。很多寫作靈感和技巧
都是從有品質的閱讀裡得來。這是一種文學和文字感的建立，
是寫作必須有的"底蘊"，因此本課用文學欣賞來切磋寫作，
同時也幫助基督徒用信仰與文學對話。
課程目標有下面幾種：
1. 建立文學眼光
2. 學習文學性的寫作技巧
3. 建立思考能力
4. 學習用信仰來和人世對話
盼所有想豐富心靈，又欲用信仰回應，且從美文中積累
文字語言的基督徒，一起享用這心靈美筵，文學培靈會。

親愛的創文夥伴：
最近有幸讀到一位新進創文同工分享一路走來與文字之間的關係。
她形容自己與文字「像是認識長久，卻很少聯絡的老朋友，非常陌生卻又有點熟悉。」「
在我的認知中， 文字是屬於功課好，品學兼優的同學所有，更何況寫作？而我和它的關係
隨著年紀增長，環境改變，為工作、繁忙生活，及家庭繁瑣事物所掩蓋，距離也越離越遠，
唯一還存在的是對閲讀還有一絲絲的渴慕。」
你，對閱讀也有一絲絲的渴慕嗎？
無論你承認與否，我相信在每個人的身體裡，都隱藏著一個閱讀的靈魂，一個詩意與
詩性的靈魂。如同這位同工所說的，隨著年紀的增長，來自社會、環境與生活的壓力，讓
我們無法持續餵養這個靈魂，滿足閱讀的渴慕; 而望著漸行漸遠的文字，經常只能垂頭喪
氣，任憑內心深處裡那個閱讀的火花在暗夜中獨自閃爍。
文學閱讀的能力必須從閱讀的習慣開始培養，而閱讀的習慣則始於一顆好奇的心。
如何喚醒你裡頭那位呼之欲出的文學閱讀者靈魂？
你知道如果認真培育加上耐心等候，這個閱讀的靈魂有一天可能冒出創作的嫩芽，甚
至假以時日，會開出令人驚豔的花朵？！
莫非老師不僅在南加各區域、教會、神學院，也推到芝加哥、德州、亞利桑那州、賓
州等地，甚至發展到台灣、香港、東馬、大陸五個城市，藉著閱讀李白、莎士比亞、龍應
台、張曉風、史鐵生、福克納、喬哀思的文學篇章，挑動學生們渴望閱讀的味蕾，也教導
學生們如何用信仰的屬靈眼光來讀文學。
安徒生的作品如何影響世人？托爾金為何能創造出一個魅力無窮的中土世界？杜斯妥
也夫斯基如何透過文字中對上帝的熱情讓人打開靈性的天線？狄更斯的小說又怎麼像透視
鏡般帶領讀者看清這個世界？
讀到這裡，如果你的心已經蠢蠢欲動，鼓勵您立刻報名《從讀者到作者》，在今年的
文字營，與我們一起搭上文學閱讀的列車，共享文字旅途上的瑰麗風景。
願神賜福你我手中的筆，都能成為宣教的利器，也賜福你使用3C產品宣教，讓我們成
為團隊作戰的「網路宣教士」。
創文同工 施玲羽敬上
2018.06 衛訊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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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尋求生命熱情的循道衛理信徒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
切道理的總綱。」
(太22: 37-40)

親愛的牧長及弟兄姊妹，值此衛理公會在臺設教65週年值得紀念的日子裡，
誠摯邀請您一同思想：我們，從過去、現在到未來，走在世代「救恩旅程」中
的循道衛理信徒們，是否仍看見生命充滿 神所賜的熱情與盼望？是否仍深深體
悟敬虔與憐憫之工的美善？無論日子如何，是否仍全心全意愛上帝、全力以赴
愛鄰舍？
感謝主，當反思此信仰基要時，相信我們即一同走在循道衛理運動當中。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神學觀強調，效法基督並展現真基督徒的火熱之
源頭，全都是愛。的確，「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約壹4：19) 衛斯理離
世前最後遺言說：「無與倫比的美好之事，
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The Best of all
is, God is with us）。
親愛的循道衛理信徒，願我們一起持
守「救恩旅程」，時刻在心的割禮中尋求
內在聖潔性情，恢復與主愛的連結。9月
28、29日兩天的奮興培靈退修會是循道衛
理信徒們的重要聚集，誠摯邀請堂會牧者、
傳道、執事、會友及青年領袖，和核心同
工們，再次經歷循道衛理運動的精神及感
動，叫內心炙熱火焰生生不息。弟兄姊妹
們，求主保守衛理公會，憐憫、悅納我們
願作的心，一心跟隨主直到日子終了。
衛理公會在臺設教65週年
奮興培靈退修會 籌備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