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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纵使我们正在享受着基督徒社体里的灵里团契，
但却很难解释其中的意思。”

 约翰卫斯理在 1764 年 7月，班会成立了22年后，在他
的日记里写了这番话。

 历史学家把班会称为“卫理宗的生殖细胞”， 也成为
“世界上训练年轻信徒的最佳研究所”。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起源及影响
 有些人认为1678年英国国教的信徒运动，也称为宗教会

社，是设立卫理会社的主要动力。
 也有些人认为是摩拉维亚人带来的动力。
 但卫斯理在各种紧密小组里的经历，更可能是影响他后来

成立班会的动力。



班会

起源及影响
 回想:

i. 苏珊娜·卫斯理 在爱普沃思的家庭组织严谨。这些有条
有理，爱中的管教方式，成为卫斯理班会中的元素。卫
斯理把学术性的神学讨论和实际的信仰生活结合在一起

（备注——查理的诗歌常被称为“实际神学运动”。）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起源及影响
ii. 牛津大学的‘圣洁会’– 我们在牛津大学看见个人的虔
诚和社会服务的开始。这小组不但渴望加深对神的忠 心，
他们也到处行善，喂饱饥饿的人。这都记载在英国国教宗
教会社里。 (有关圣经及其含义常被提出讨论。) 
但卫斯理并不满足于知识的寻求，他要求的是实际的表现。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起源及影响
iii. 在许多不同的小组模式里，卫斯理最被天主教贵族，德
伦蒂影响。德伦蒂自己也被托马斯·肯皮斯的书 《效法基督》
影响极深。宗教协会的焦点是由自我反省带出个人成长，
而德伦蒂反以服侍为个人成长的中心。宗教会社把信徒的
服侍看为个人圣洁最终的结果，而德伦蒂则把服侍看为个
人圣洁的途径。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起源及影响
iv. 这圣洁生活（虔诚）最清楚显明在一群被称为弟兄会
的人身上。在德国的虔信派教徒中有一位领袖，名叫菲
利普·雅各布·斯皮纳。他为认真寻求基督教教导的人设立
了家中的查经小组。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在斯皮纳的
小组模式加上了实际的公义行动。这就是摩拉维亚人的
简单生活方式，简单的信仰及不懈的服侍。 这也是卫斯
理首次与摩拉维亚人相遇。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起源及影响
iv. 在船上前往乔治亚州的时候，他与摩拉维亚小组互动，
也从中让他领悟到彼此扶持的重要性。
摩拉维亚人简单的信心有着深度及韧劲。这信心具有启
发性，同时充满着威严。
他们的平静与自己内心的不安成为对比。
- “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
- 练习铸件及索菲亚·霍普*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起源及影响
v. 卫斯理与彼得·博勒 的相遇带来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
雅德门。卫理宗首先要是一个“由衷的信仰” – 而不仅
是一个只顾得体行为，正确神学，人道服务的宗教。博
勒将进一步影响他。他们共同建立了费特里社团。这不
是摩拉维亚，也不是卫理公会的社团，而是连接于英国
国教。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起源及影响
vi. 在雅德门经历后不久，卫斯理兄弟前往赫恩胡特去。
他们在那里重整自己的思想，同时了解当地的德国国籍
的门徒。
这趟让卫斯理再次确认信徒们只能在团契里稳定信心与
信仰。
他也看见了团体里如何分享各人的才艺及资源。领袖们
也能敏锐地了解人们的需要，并给与适当的建议。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起源及影响
vi. 摩拉维亚人在赫恩胡特澄清了卫斯理对某些事的想法
- 促进国际宣教
- 妇女在教会崇拜及事工的参与
- 组织复兴的道理：恢复及复兴教会组织的方法是从大组
织中许多独立复兴的小组增殖开始-教会中的教会。

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起源及影响
vii. 回到英国后，卫斯理采纳并调整了一些从摩拉维亚人
和英国国教里宗教社学的概念。
在初期设立社团时，卫斯理从宗教社里找了许多愿意加入
的信徒。在同一时期，他也从怀特菲尔德 身上学到室外讲
道。当他看见布里斯托尔有许多未被牧养的群体时，他看
见了把福音传给贫穷、困苦人的需要。这也是卫理宗复兴
的开始。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
在18世纪的英国，有一群英国国教牧师开始传讲关
于因信称义及重生，其中包括了怀特菲尔德和卫斯
理。怀特菲尔德也将室外传道这概念介绍给卫斯理。
怀特菲尔德是非常有魅力的传道。他常到英国各地
方，甚至渡过大西洋去传道。无疑的，怀特菲尔德
比卫斯理更有讲道的恩赐。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曾听见有关怀特菲尔德的传统，
反而听到卫斯理的传统？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
约翰·克拉克（传道者）的传记里提到：

“从长远的经历中我认识到卫斯理先生的劝告：‘无论到哪里，只要
你有传道，也有愿意专心听的人，你就当设立班会及社团；因为若
我们只传道但不去这样做，神的话就会像撒在路边的种子。’ 如此
我们才能在世界各地设立永久的教会。卫斯理先生从一开始就看见
这需要。 怀特菲尔德先生与卫斯理先生分离后，并没有遵从。后
果呢？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成果与他的生命一同结束了。卫斯理先生
的成果却保留了，并且倍增。”



班会

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
历史学家描述了怀特菲尔德与约翰·普尔 的一段对话：

“怀特菲尔德: 约翰，你还在卫理宗吗？
“普尔: 是的，先生。我感谢神我有这荣幸能认识卫斯理先生和他的
一位传道人。
“怀特菲尔德: 约翰，你在对的地方了。我的兄弟卫斯理行事精明；
在他的事工里唤醒的灵魂都参加了班会，因此他辛苦得来的果子都
保留下来了。这是我忽略的，因此我的人成了一片散沙。”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
金斯伍德的贫民窟，就在布里斯托尔以
外，成了怀特菲尔德的室外传道处，因
为没有任何教会愿意让他到会堂里传道。
在1739年2月17日，怀特菲尔德在小山丘上传道。
在几周内，人数增加到两万人。
怀特菲尔德邀请卫斯理一同来，共享英国全地复兴的异象。



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
怀特菲尔德积极的向 ‘社会边缘人’
传福音，但卫斯理更注重培训门徒。
“怀特菲尔德开始大众化的布道，但卫
斯理整理了整个运动，并将它归纳在有系统的管理底下。”
从城市到城市，卫斯理和他的同事们传道，
并将人们归纳到班会里，帮助他们属灵成长。
班会便成为传道及教义的工具，帮助属灵的复兴。



班会

圣经/神学根据
班会包含了几个新约基督教的主要原则：
• 在紧密团契的环境下促成个人的成长
• 属灵管家的责任
• “承受彼此的负担”
• “在爱里说诚实话”
这成为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命令而使人做门徒的一种模式。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圣经/神学根据
卫理宗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们带进班会，而是帮助他们
在基督里信心坚固。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卫斯理写说只要持守所给予这运
动名字的卫理神学以及卫理纪律，卫理宗就不会消失。



班会

圣经/神学根据
在1746年，卫斯理对卫理宗的主要教义作了简明扼要的陈述：
“我们的主要教义，包括其余所有，共有三个：悔改，信心和
圣洁。这就好比宗教的门廊；接下来，门；第三，宗教本身。”
卫理公会宣讲的不仅是将一部分，而是生命的全部移入上帝之
家的可能性和紧迫性！ 但卫斯理的经验是，人们很少在这方
面独自取得进展而进入上帝的家，因此需要有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组织
对卫斯理来说，团体事工是他讲道的支柱。 他了解，若讲道
是传福音的主旨，那么这个小组必须提供必要的门徒训练。
• 卫斯理把新信徒组织成会社。 他们团结在一起，“为了一

起祈祷，接受劝勉，并以爱来彼此监督，以便彼此帮助活
出救赎。”



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组织
 进入会社前的一个基本条件：“渴望摆脱即将到来的愤怒，

从罪恶中得救。”
 卫斯理很快发现，在这些会社中，有必要将一些人聚在

一起进行牧养。 这些较小的团体确保他们能够“毫无保留
地倾泻自己的心，特别是那些容易使他们感到困扰的罪
恶和难以胜过的诱惑。”



班会

组织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会社

班会 班会

小组

小组

小组



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组织
 班会是于1842年偶然地在布里斯托成立。为了支付传教

所欠的债务，有人提出了将会社分成每班12个班级的建
议，并委任了领导人收集每周的会费。

 而且随着领导者们每周收集会费，班级组很快变得牧养
多于财务。

 领导们反利用班会来核查他们属灵的进展。



班会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组织
 这很快成为一种属灵的盘点和成员属灵健康检查的形式。
 班上有七到十二名成员。
 男女共同组成的班级也由男女共同领导！ 这是早期卫理

公会派徒唯一男女混合的小组！
 班会主要按地理位置划分。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组织
班会注重三件事：
• 要求人们遵守一般规则。
• 卫理公会教徒被鼓励每周救济穷人。
• 每个卫理公会教徒都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的灵魂怎么样？”
（或在现代环境中：“你的生命与上帝的关系如何？”)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组织
 这很快成为一种属灵盘点和成员属灵健康检查的形式。
 班会是成员可以彼此畅所欲言的地方。 在这里，人们

可以“告诉每个人你对他人错误的看法，并尽快告诉别
人，否则它将在你的心中恶化。 要竭尽全力将火从怀
抱中扑灭。”

 班会每个星期聚会一次以说明他们的灵魂状态，并一起
祈祷 - 这不是查经班。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

组织
 卫斯理为班长发布了一系列问题，以帮助成员进行自我

检查：
i. 自上次班会以来，你犯了哪些已知的罪过？
ii. 你克服了哪些诱惑？
iii. 上帝是如何拯救你的？
iv. 你想过、说过或做过什么可能是犯罪的事吗？ 班会

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相互问责制有助于检查
越界和犯罪。



小组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组织
 与班级会议不同，小组不仅是以性别，而且是年龄和婚

姻状况同类来分组。
 这些是自愿的小组，宣认在基督里有信心，希望在爱心、

圣洁和意愿的纯洁中成长。
 小组的环境是完全的诚实和坦率的开放。
 因此，如果会社是头的话，班会就是手，小组是心！



卫斯理的系统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组织
 会社-认知模式
 班会- 行为模式
 小组- 情感模式
 特殊社会-培训模式
 悔改小组-康复模式



卫斯理的系统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逐渐消失的班会？
为什么教会没有组织班会了呢？
减少的原因可能是

• 主日学运动的兴起
- 该运动重视智力和认知发展，而不是情感问责制。

• 细胞小组或教会的兴起
- 阅读有关游泳和自己跳进水里的区别！
- 头和手的问题！

• 其他培训计划兴起的竞争
- 门徒课程或圣经研读团契



卫斯理的系统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逐渐消失的班会？
为什么教会没有组织班会了呢？
减少的原因可能是

 卫理公会会友在社会阶层的上进。试想卫斯理关于金钱使
用的建议，并以此与新加坡基督教卫理公会在社会关怀的
工作比较。 我们是在付出多余的钱还是尽力而为（或全
部）？ 结果就是“许多人都拥有宗教的形式，但没有它
的力量！”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你们要思考上面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西3：2）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21世纪的卫理宗门徒培训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班会的价值
我们被召不仅是为了使人悔改，我们也要使人成为门徒！
凯文·沃森（Kevin Watson）提供了两个理由，让我们看见
班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要意义，能推动人们的信仰前进：
• 班会将人们分成小组，这样他们就不会在教会中迷路！
• 班会的模式每周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成

不变的！



21世纪的卫理宗门徒培训

班会的价值
参加课堂会议并不能保证基督徒的成熟。这不是一个魔术，
能把人变成圣人。但是参与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空间，让我
们表达我们的奋斗和胜利。“这种纪律将使你更加了解自己
与上帝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它还将帮助你了解你的信仰社
区中其他人的情况。”我们不是孤独的门徒！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卫理宗门徒培训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含意
• 新冠病毒带给教会前所未有的改变。 在使用科技

的当儿，我们是否忘了卫理宗的基本元素呢？
• 虚拟教会的后果是非常多，这里也不是举例说明

它们的地方。 但重点在于我们是否在虚拟的思想
和信息的自助餐中培育了一代基督徒，而他们的
生活却没有随之而来的改变！

• 这会如何影响教会？



卫理宗门徒培训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含意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像使徒一样传道
的人，如果没有联系那被唤醒的人，并以上帝的
方式训练他们，只会为谋杀者生出孩子。这二十
年来，整个彭布罗克郡传了多少道！ 但却没有会
社、纪律、秩序或人脉。结果是，在曾经醒来的
人中，十分之九如今沉睡得更快！”



卫理宗门徒培训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含意
• 通过有效地执行会社，班会和小组，卫斯理证明了教会

在宣教和门徒训练方面需要有规范性的结构。
ecclesiolae in ecclesia — 教会中的教会

• 班会和小组聚会也是使每个人都参与教会事工的具体方
式。 每个成员都应在基督的身体中发挥作用！



卫理宗门徒培训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含意
• 班会和小组会议也藉由同伴承担责任，具体地实施

教会的纪律。
“难怪我们发现基督徒人数如此之少，基督教的纪律
何在呢？”——卫斯理

• 除纪律外，班会是建立基督身体的方法。



卫理宗门徒培训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含意
“我们毫不怀疑，基督徒聚集讨论圣经经文可能会受益匪浅。
但是，最有益的锻炼方法是对心境开放式的查询。 因此，
我们将这些聚会局限于基督徒的经历，在介绍和总结中仅
以唱歌和祈祷相伴。 我们赞美主，他们为数以万计的人们
带来了福气。”
弗朗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和托马斯·可口可（Thomas Coke）



卫理宗门徒培训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含意
 门徒课程虽然班级会议不是圣经研究小组，但门徒圣经

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在小组中建立问责制的基础。
与班级会议相结合，这些都可以为你带来启发和变革！

• 为什么我们不利用此资源？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千万不要错过与你的班会或小组见面……” 
这些是我们会社的筋骨。 而无论削弱或趋于
削弱，我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或参加这些活
动的迫切性，都打击着我们社区的根基。



有益的资源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有用的资源

卫理宗的门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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