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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督演辞 

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2018 年 

 

亲爱的贵宾、牧者同工、本处传道、年会代表们，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

的灵方能成事。」  （撒迦利亚书 4:6b）  

  

1．问安及序论      

奉我们主耶稣救主的名问候诸位。诚心欢迎每一位前来参加澳洲基督教

华人卫理公会第 17 届的年议会。  

今年是年议会的选举年，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这是年议会首次在任的

会督必须卸任，为了预备新会督的选立。这是根据澳洲华人卫理公会法

规第 190 条所陈明的：“会督之任期为四年一任，连选得再连任一次，

惟新选或受选连任之会督于四年任期中，年龄不得超过六十五岁。”  

有鉴于此，小仆已不符合再被选，因小仆已经以会督的身份服事了两任

共八年时光，即从 2011 年至 2018 年。因此，诸位身为本次年议会的

代表，将要选出一位新的会督来带领我们进入未来的四年。  

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以同心祷告，集思广益及寻求明辨的心态一同回

顾。在圣灵权能的引导中检讨，分享和计划，为要荣耀上帝，造就子

民。感谢上帝信实的带领，在过去廿四年中，相信所有的牧区堂会、布

道所和布道站都丰丰富富地经历了神的供应与恩典。  

两年前小仆曾提及，我们必须以儆醒的心态迈进，因为我们处于非常时

刻，所处的国家在属灵和道德上面临关键的危机。我们必须再一次的被

唤醒，知晓我们身为卫理公会在这国家所持有的特殊呼召和宣教使命，

那就是要在全地上宣扬圣经所教导的圣洁生活。  

我们要重申，澳洲的存立，是在一百年前经投票议决，认定国家是在全

能上帝的主权中，谦卑地倚靠神的祝福而存立。这信念可说是基督徒宝

贵的属灵资产，即享有言论的自由、厘清明辨的自由，宗教聚会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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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这缘故，真理、公义、人的尊严和社会群体得到真正的保护及得

以延续和开花结果。然而今天，谦卑倚靠全能上帝而蒙福的信念受到严

峻的挑战和攻击。我们面临的是国家是神权统治还是人权统治的关键

战。  

今天，世俗洪流正以“激进的政治”之名义发起斗争，反对传统的家庭价

值观、提倡性开放、反对被推崇的正直行为、反对教会、反对圣经，和

反对在公众场合表达基督徒信仰与看法的自由。因此，我们所珍惜的自

由和民主正受到严重的侵蚀。我们的国家甚至已到一个地步，即不再重

视生命，人可以选择摧毁生命并抗拒神，把上帝从生命中赶出去！  

如前文所提，我们正处在一个诡异背叛的时代：对神的否认、推崇个人

主义、提倡无神论、社会价值体系瓦解、个人道德腐化沦陷、生命失去

意义和价值。这一切无疑的使我们更清楚看见神把我们放在这国家，呼

召我们成为卫理公会群体的目的和意义。  

过去两年，我们在实践年会所定下的“转化教会，改变社体”的主题。身

为卫理子民，我们可说责无旁贷，继往开来的被呼召去活出这循道复兴

运动，也就是约翰卫斯理在 280 年前所开始的福音运动。我们要确信，

我们的呼召就是要去传扬圣经中所教导的圣洁生活，借此转化教会，改

变社体，最终达致更新转化国家。虽然我们已实践，但可说仍处于起步

阶段。在往后的年日，我们要在已开始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小仆屡次重复，循道运动是福音布道的运动。约翰卫斯理也相信，在当

时的十八世纪，神的心意是兴起一群被称为卫理子民的去转化教会，改

变社体，并在英国国土宣扬成圣生活（圣经中的圣洁生活）同样的，今

天上帝也在这时代兴起我们，要我们在澳洲这国土上宣扬上帝的圣洁，

犹如当年约翰卫斯理所领受的使命。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并预备好自

己让上帝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转化教会与国家的媒介。  

为要完成我们所领受的呼召和活出循道福音运动的目的，我们必须预备

好去回应与迎接所面临的挑战。让我们共同朝着上一届年议会所订下的

目标努力实践。我们知道无法单凭己力，唯有透过上帝的灵方能成事，

犹如撒迦利亚所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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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恩  

蒙上帝的拣选，也透过年会代表的信任与厚爱，使小仆在过去两届以卫

理公会会督的职分服事年议会及众堂会，小仆深感殊荣，也深深体会这

完全是神的恩典。首先，小仆要感谢上帝给予的恩典，得以从 2011 年

至 2018 年完成履行会督服事主的职分。我深深体会，唯有谦卑和完全

倚靠上帝的恩典、智慧和大能才能够完成过去八年担任会督的职责。毋

庸置疑，是你们恒切的代祷与鼓励支持，使得小仆有健康的身心灵完成

这八年会督任期的服事。小仆在这最后一次的会督演辞中，将以无尽的

感恩作为反省和总结。  

 

3．会督职责和代表  

A． 巡回探访服事  

在先后两任的会督任期中（2011-2014 年；2015-2018 年）小仆都尽最

大的努力履行做会督的职责。为了年议会圣工有美好的发展及和各牧区

堂会加强联係，小仆每年都访问本会属下所有的牧区，佈道所及佈道

站，包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教会，在巡回探访中也透过

宣讲服事各教区和牧区堂会。此外，小仆也定期在「卫理之声」双月刊

撰写文章，藉此勉励同工和会众。与此同时，也提供会督的行程服事

表，借此让诸位透过祷告托住和记念小仆在各地巡回探访的服事。  

 

B．出席与主持会议  

小仆出席了所有年议会的会议，并召集和主持执行部的会议。小仆尽可

能出席参与各部的会议及各教区和牧区议会。此外，也按需要按立副牧

和长牧。在年会闭幕礼委派牧者前，小仆花时间与委派部同工商讨协调

委派牧者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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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短宣培训  

小仆主动带领医疗短宣队前往柬埔寨，尼泊尔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通过

以身作则，小仆鼓励各牧区堂会的牧者们也带领会众参与短宣的服事。

这也是培训门徒的跟进，在完成门徒课程后，和他们一起出征，将课堂

所学习的知识化为具体的实践。  

 

D．授职典礼  

每年的三月份，小仆被新西兰华人卫理公会宣教议会（CMCNZ）邀请成

为他们年议会的顾问，并按立牧者。今年，新西兰华人卫理公会宣教议

会在奥克兰举行的年议会中被提升为临时年议会。在第一届临时年议会

的闭幕礼中，小仆主持新当选之会长龚紫阳牧师的授职典礼。  

作为会督，在过去两任期间，小仆曾三次代表世界华人卫理公会教会联

会（WFCMC）出席在柬埔寨卫理公会（MCC）的宣教年议会。今年九

月柬埔寨卫理公会在金边的年议会中被提升为临时年议会。小仆当时是

代表世界华人卫理公会教会联会参与了新当选会长 Lun Sophy 牧师的授

职典礼。  

 

E．巴布亚新几内亚宣教区成为宣教议会  

上个月，小仆以澳洲华人卫理公会年议会会督的身份，随同年会会友领

袖陈守仁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天恩堂举行的牧区议会。天恩堂在

Port Moresby 以外的地区已植了四所布道所。在牧区议会中，小仆向

出席的牧者及布道所的代表们提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成立宣教议会的提

案，与会者一致接受通过在 2019 年 1 月，在巴布亚新几内成立宣教议

会。荣耀归于上帝。  

 

F．在美国参加世界卫理公会会议  

2016 年 8 月底，小仆带领了牧者和领袖代表团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州休

斯敦参加世界卫理公会会议。会议结束后，小仆安排代表团在肯塔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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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莫尔的阿斯伯里神学院（ATS）进行为期四天三夜（6-9/9）的退修

会。与此同时，小仆被邀请在 ATS 向宣教班学生发表关于「文化处境中

的宣教」讲座。在世界卫理公会会议后，小仆第一次参加了 2016-2021

为期五年的世界卫理公会理事会会议。今年 7 月 12-15 日，小仆第二次

参加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世界卫理公会理事会的会议。  

 

G．在香港参加世界循道卫理宗宣教大会  

在 2017 年 7 月，小仆带领牧者和领袖代表团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循

道卫理宗华人教会联会举办的第七届宣教大会。主题是：整全宣教 .代

代相传。相信参加的同工们获益匪浅。  

 

H．圣地之行-走访耶稣服事的脚踪  

今年 2 月，小仆带领牧者和领袖代表团前往以色列和约旦进行为期 12

天的圣地行程。所有牧者都获得牧者援助经费（非年会的经常费）的资

助。这资助获得牧职部和执行部批准并在年议会通过。小仆于 2012 年

启动了牧者援助经费（Ministerial  Support Fund），以便牧者们通过类

似的圣地之行获取宝贵的经验，提升及开阔牧养服事的领域与视角。本

趟圣地之行可说丰硕了牧者及领袖同工们的眼界，不但亲临圣经中所叙

述的场景，也亲身体验耶稣所遍及的脚踪。这对牧者及领袖同工们的服

事可说带来甚大的激励。  

 

I． 发表学术论文及接受邀请参与服事  

受邀参加下列聚会及参与服事。（1）2016 年 8 月，小仆被邀请在奥克

兰举行的 Wesleyan 卫理公会神学研讨会上发表关于「同性恋」的论

文。（2）2017 年 8 月，小仆在奥克兰举行的界循道卫理宗部佈道机构

研讨会（WMEI）中与 CMCNZ 的陈永荣牧师共同发表有关「文化敏感

氛围中的佈道」讲座。（3）界循道卫理宗宣教部  （WME）执行干事

Kim Reisman 博士邀请担任 WME 东亚区总监。（4）今年 6 月，

WFCMC 神学委员会邀请小仆于台北举行的神学研讨会上回应关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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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会对主餐的理解」的神学专论。（5）今年 7 月，在世界卫理公会

理事会会议中，WME 主席 Deborah Wallace 邀请小仆成为 WME 执行

团队的成员。  

 

J．在东马及新加坡参加总议会及介绍宣教事工  

受邀参加下列的会议。（1）2016 年 10 月 1-3 日受邀参加在东马砂拉

越诗巫举行的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第 11 届总议会的会议。（2）新加坡卫

理公会第 11 届总议会会议。担任 1/12/2017 早上灵修的讲员。参与新

选会督张振忠博士的授职典礼，由卸任的黄文合会督主持。（3）亚洲

区卫理公会联会会长林崇智博士邀请参加 2018 年 9 月 19 日在新加坡

举行的亚洲区卫理公会会督和会长会议；向出席的领袖介绍世界卫理公

会佈道部（WME）的事工。  

小结：小仆非常荣幸能够在澳洲华人卫理公会担任两任共八年的会督。

小仆也在世界卫理公会理事会和世界循道卫理宗宣教部（WME）被选

为代表。这表明澳洲华人卫理公会（CMCA）在世界循道卫理宗的服事

与贡献得到认可。  

 

4．2015-2018 年其它圣工重点概述  

2015 年  

• 福恩堂植堂。  

• 主恩堂植堂。  

• 购买普雷斯顿（Preston）的怀恩堂；参与献堂礼。  

• 年会对瓦努阿图飓风和尼泊尔地震救灾行动提供经费奉献。  

• 带领卫理公会医疗短宣队前往柬埔寨的马德望。  

• 成立卫理医疗宣教机构（Methodist Medical & Mission Ltd.）  

• 霍巴特（Hobart）佈道站升格为堂会，取名信恩堂。  

• 在年议会中按立一位副牧和两位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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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 在神恩堂 20 週年堂庆中讲道。  

• 在蒙恩堂 25 週年堂庆中讲道。  

• 在救恩堂 25 週年堂庆中讲道。  

• 参加谢恩堂 30 週年庆典。  

• 诺克斯（Knox）佈道站升格为堂会，取名荣恩堂。  

• 莫利（Morley）佈道所购买了物业作为聚会用途。  

• 信恩堂购买了一处物业。  

• 带领卫理公会医疗短宣队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  

• 真道事奉与宣教学院聘请一名全职院长。  

• 三位门徒导师（周家熹牧师、林良敏牧师和张维扬本处传道）在    

        古晋接受新加坡卫理公会门徒训练中心所提供的训练。  

• 卫理医疗宣教机构获得澳大利亚税务局注册为免税捐献的团体。  

• 年会神学生陈芳恩神学毕业，成为年会的试用传道。  

• 在年议会时按立一位副牧和一位长牧。  

 

2017 年  

• 帕拉马塔佈道站升格为堂会，取名佳恩堂。  

• 庆祝真道事奉与宣教学院成立五週年和第一届毕业典礼。  

• 参加颂恩堂 20 週年堂庆。  

•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完成神学训练，并成为年会试用传  

        道，在三一堂牧养波斯会众。  

• 莫利佈道站升格为堂会，取名真恩堂并举行献堂礼。  

• 在年议会中按立六位副牧和四位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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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 带领牧者和教会领袖及其配偶们参加以色列和约旦的圣地之行。  

• 购买伯尼（Burnie）佈道站的教堂，举行献堂感恩礼。  

• 在信恩堂十週年堂庆讲道。  

• 购买感恩堂的教堂。  

• 出售感恩堂在 7 Balannup Road, Harrisdale 的物业。  

• 为真道事奉与宣教学院海外教学中心 6 名学生举行毕业典礼。  

• 在卫理大楼设置档案室和历史走廊。  

• 两名新同工被接纳为年会的副牧。  

 

从上述事工的美好发展，看见神恩待了我们。  

以下是第二个四年任期内完成的重要事工和里程碑。愿一切荣耀都归于

上帝！  

• 三间植堂。  

• 收购了 5 处教堂物业。  

• 卫理医疗宣教机构通过税务局授予免税捐献团体的资格。  

• 庆祝真道事奉与宣教学院（LAMM）成立五周年。  

• 真道事奉与宣教学院（LAMM）有 8 名学生毕业。  

• 按立了 8 位长牧和 8 名副牧。  

• 接受 3 名其他宗派的牧者加入卫理公会年议会成为副牧。  

 

注：在过去两任八年期间，牧职部接受了 12 名神学毕业生成为澳洲华   

       人卫理公会的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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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督对澳洲华人卫理公会的异象  

让小仆再次精辟的重申异象：『荣耀上帝，造就子民』。这异象是藉着

教会总动员，建立全然委身的基督门徒。藉着思想、言语及行为荣耀上

帝，在圣工上建立信、望、爱的群体。  

我们的愿景是希望每个成员都能成为主的门徒；与其他个体、家庭、团

契及会众往相同的方向迈进，形成一股的推动力，以展现群体存在的目

的：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于上帝。  

我们致力藉着“卫理子民”  （M.E.T.H.O.D.I.S.T.），建造门徒的教会。

“卫理子民”可作下列的注解。  

Missionary    （宣教使命）  

Evangelical    （福音布道）  

Theological    （神学理据）  

Holy     （追求成圣）  

Organized    （组织规划）  

Disciplined   （纪律生活）  

Intimate    （密契关系）  

Socially Concerned  （社会关怀）  

Thankful    （感恩欢欣）  

 

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被呼召活出“荣耀上帝，造就子民”的生命。

这呼召其实就是我们的异象，也是我们的使命。  

这异象宣言（荣耀上帝，造就子民）精彩的刻画出年会长远的使命。不

但如此，它也回应了约翰卫斯理一生竭尽全力展现“卫理子民”的特殊使

命：竭诚爱主及爱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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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竭诚爱主，追求成圣，藉此转化教会，改变社体。我们乃是藉着敬虔之

工与怜悯之工去达成这使命。  

 

理据  

身为卫理公会的会众，当晓得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

活出卫理子民的特殊身份，在这土地上宣扬主的圣洁，以达致转化教

会、改变社体。  

我们必须明白，把“荣耀上帝，造就子民”定为澳洲华人卫理公会的年会

主题，强调重点不在于卫理公会是一个宗派，重点乃是要真正活出卫理

子民这特殊的身份。因为这身份是怀抱使命，即竭诚爱主，在全地上宣

扬主的圣洁，藉此转化教会，最终达致改变社体。  

让我们好好地谨记：我们不只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福音运动。这福音

运动藉着圣灵的引导驱使而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转化教会，改变

社体。故此，我们必须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地投入在转化更新的使命

中。  

今日，我们身为约翰卫斯理的跟随者，我们必须谨记卫理宗的信仰是强

调追求成圣。基于这缘故，我们被兴起，为要在全地宣扬主的圣洁，透

过这意义深远的重大任务，成为医治和更新的团体。  

上述提及的异象与使命乃小仆在担任会督期间，蒙年会议决通过并落

实。故此，小仆心里深切的祈愿是这使命与异象可以继往开来并开花结

果。  

推动门徒事工是小仆和师母心里深切的负担。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每一

所堂会里都有足够的导师，以致可以持续不断的开设门徒训练的课程。  

自 2012 年开始（除了 2017 暂停一年），我们每年都致力于推动门徒

导师的训练。我们欣喜看见门徒事工在各堂会被接受及有美好的发展。

我们坚信，持续地推动门徒事工必带来忠诚爱主的领袖。小仆心里期盼

新任会督也继续不遗余力的推动门徒事工，因为异象使命（荣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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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子民）与门徒事工可说唇齿相依。故此，我们要生生不息的一代接

一代的秉持相传。  

 

6．下一个四年及往后的日子  

如果我们（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要生生不息的继往开来，我们必须致

力栽培新一代的牧者加入服事的队伍。故此，我们当竭尽所能的栽培

30 个牧者以应对前面 10 年的需要。当中 20 个是第二代英语事工的牧

者，10 个是华语事工的牧者。这栽培牧者的事工也是回应去年会督演

辞跟进小组所提出的后续跟进。  

除了致力栽培新牧者加入服事的行列，我们也需要在各堂会透过刻意的

门徒培训以栽培新一代的领袖。门徒事工致力导向纪律的生活。真门徒

是必须活出成圣的生活。因此，成为主的门徒，除了委身在堂会参与服

事，也当积极的参与宣教，布道及社会关怀服事。这两者的参与，可平

衡发展有属灵纪律的信心生活。  

小仆必须再次重申：作为历时不久的年议会有目前这样的进展是难能可

贵的。我们需要屡次不断的被激发唤醒，上至牧者领袖，下达会众群

体，携手同心的走进社群，活出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使命就是在

这片国土上宣扬圣经所教导的圣洁生活，因为转化更新需要从我们开

始。主啊，是的，靠著主的恩典，我们祈求改变这属于我们的社会群

体。  

小仆由衷的给予提醒，在未来四年及往后的年日，我们需要把所定下的

使命付诸完成。此外，在 2017 年的会督演辞后续跟进商讨中，小仆提

出下列的目标作为年会前面十年的事工蓝图。  

• 培育门徒的目标：刻意的培育信徒作主门徒，以致全体门徒各尽

其职的参与服事。  

• 人数增长的目标：十年内达致一万名会友。平均每年百分之十一

的增长率。这增长率乃藉著全澳各牧区堂会，布道所与布道站，

不论是个人或群体，万众一心的火热布道并领人归主。  

• 布道与宣教的目标：在全澳卫理公会联系十二所的堂会，共同专

注并刻意的培训下一代多元文化群体的年青人，使他们在主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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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熟长进的门徒。经由会督演辞跟进小组的回馈，请允许我建

议新任的会督与年会领导层的领袖们，在 2020 年的时候聘请部分

时间的布道与宣教干事，以推动这刻不容缓的事工，使年会可以

充满活力并生生不息的延续布道与宣教事工。  

• 神学教育的目标：在三到五年内，提升真道事奉与宣教学院成为

符合澳洲神学协会的学院。  

• 维护社会公义的目标：呼吁会众（特别是澳洲公民）关注政治领

域的动态。联系不同宗派的基督徒，不论在州或联邦，成为社会

公义与良心的发声筒。  

• 投入学校教育的目标：聘请基督教教育干事，在短期任职期间，

到各堂会呼吁年轻的一代投入教育界，以致可以在教育蓝图或学

府教育方面给予正确的价值体系。除非有人踊跃的参与教育界或

政治界，不然我们无法有效的制衡制定法令者的施政策略。  

• 设立托儿所与安老院的目标：在长期事工目标中，致力的发展托

儿所与安老院的事工，使卫理公会的基督教教育体制，从幼到

老，得到全面的兼顾与推展落实。  

 

虽然过去两年我们致力藉着“卫理子民”（M.E.T.H.O.D.I.S.T）  建造门徒

的教会（有关 M.E.T.H.O.D.I.S.T.的注解，参第五要点），但可说尚处于

起步中，我们仍得继续努力不懈的在未来年日中加以推广实行。  

十八世纪在英国兴起的循道卫理福音运动，是因著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

使人生命从里到外经历巨大的改变。年会若要继续走在古圣先贤的蒙福

道路，就得继续以培育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作为使命与首要事工。换言

之，每一个卫理公会的信徒，都当与神有正确美好的关系。这正确美好

的关系是藉著圣灵更新的大能，在恩典的途径中以祈祷、读经、敬拜作

为管道。透过恩典的途径，走进社群，活出成圣的生活，忠心履行敬虔

之工与怜悯之工的服事。成为卫理公会的信仰跟随者，当努力不懈的在

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里里外外，展现与经历在主爱中的恩典与怜悯，这

乃是藉着顺服主的话及美善的行为而达成。  

至于 2019 年其他不同领域的事工，由各部的负责人向年会分享汇报以

寻求接纳通过。因此，在会督演辞中省略这部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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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议会在进展中所面临的挑战  

在今年八月份执行部的会议中，我们商讨了英语会众与华语会众的不同

及目前英语会众所面临的需要。有鉴于此，在九月十三日于墨尔本举行

的会议中，小仆和三位教区长及年会会友领袖与英语会众的牧者们探讨

成立英语年议会的可行性。此举主要是面对日益增加的英语会众及希望

达致更全面与有效的牧养英语会众。我们拟定了建议报告书，由蓝秉贤

牧师代表小仆在本次年议会中向诸位代表提呈这提案，藉此供诸位商讨

并寻求诸位的接纳。  

从地理横跨角度而言，目前在澳洲的年议会可说是全球最大的年议会。

因这缘故，会督在全澳各区域奔波的服事可说面临相当大的挑战。我们

可预见澳洲华人卫理公会在全澳各地将继续的拓展。这也表示，我们将

设立更多的堂会，布道站或布道所。对会督而言，需要在这广大的国土

上来往奔波服事，的确不是一件易事。除了在澳洲国土，会督还需要代

表澳洲卫理公会到世界各国参与服事与开会，这对会督的身心灵与服事

而言，可说承受很大的负担。因此，小僕建议年议会当考虑在不久的将

来，把目前的年议会划分为两个或甚至三区域的宣教议会，最终成为两

个或三个的年议会。年会领导层，牧者领袖及与会代表们当以开放的心

态看待这提案并探讨其可行性。  

 

8．总结与反省  

感谢上帝，因为祂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有聚焦的服事使命，即人们称之

为卫理公会的团体：一个专注于转化教会的信仰团体，透过教会改变社

体。  

我们需要致力并更深入的委身于门徒培训的事工。因为影响世界的，是

忠心跟随主的门徒。此外，为使更多的人得到身心灵全人的关怀，我们

需要借作卫理医疗宣教机构，基督徒社会关怀部和宣教部这三个管道的

携手合作，在教区与牧区及全国各地广泛全面的接触社会群体，以致使

更多的群体得到全人身心灵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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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缘故，我们必须刻意并认知地重新宣告我们独特的身份与特殊的使

命，即要明白我们身为卫理子民的身份及为何我们存活在这国土上的意

义，那就是要在这国土上宣扬圣经中的圣洁生活。  

有鉴于此，小仆在担任会督的第二任期间，和妻子林美君师母共同肩负

起教导卫理宗研读课程。我们将课程设计的既有扎实的理论作为基础，

也不乏实际生活运用，目的是希望学习者可以丰丰富富地了解与欣赏卫

理宗的课程。我们付出的努力已经开始结出一些果子；因为我们看到越

来越多年轻一代的领袖，包括许多年长的成员已经开始掌握卫理福音运

动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传承给我们丰富的属灵资产和生活化的圣经教导。  

论成立年日，澳洲华人卫理公会可说资历尚浅。虽然如此，我们却获得

世界卫理公会理事会的欣赏和肯定。我们的弟兄 Robin Lim 于 2012-

2016 年被选为世界卫理公会青年与初成的事工委员。此外，小仆也曾

两次受邀参加世界循道卫理宗布道部的研讨会。其中一次在 2011 年于

耶路撒冷举办的研讨会中被邀请分享“门徒事工”的专题讲座。另一次是

在 2016 年于奥克兰举办的研讨会中被邀请主讲“在文化敏感氛围中的布

道事工 ”讲座。目前小仆担任世界循道卫理宗布道部之东亚（包括澳

洲）区域的总监，同时也是世界循道卫理宗布道委员会的执行成员。  

 如今是时候让我们共同迎向下一个四年及往后的发展。不厌其详的，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卫理公会的信徒如何能够重振 18 世纪约翰卫

斯理所发起的复兴布道运动？”答案是：“我们都必须持守”。持守当初

循道卫理宗所秉持的教义、精神、纪律；即同时具备信仰的形式和能

力。透过上帝在每一位循道信徒生命中所展现的能力，我们将目睹教会

被转化，社体被改变，最终达致转化与改变国家！  

经过担任两任年会会督的服事，我决定在今年底从全职游行牧者的服事

中退休。小仆的计划是希望明年在肯塔基州威尔莫尔的阿斯伯里神学院

做一些研究和写作。小仆这决定蒙年会牧职部的应允与祝福，由衷感

激。  

在过去两任八年的会督任期服事中，小仆已与世界循道卫理宗许多的领

袖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因此，小仆盼望在下一个阶段的服事中，可以在

世界循道卫理宗的大家庭及超宗派背景的教会里参与服事与贡献，藉此

给主的教会带来祝福。因此，小仆会继续在有需要的领域中积极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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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教导、布道和宣教的服事。在此，也要感谢卫理医疗和宣教机构 

（MM&M）  继续邀请小仆担任他们的顾问。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的会督演辞；因此在卸任前，小仆想借此机会再次感

谢澳洲基督教卫理公会大家庭中亲爱的牧者与领袖同工们。小仆深感荣

幸，也何等有福，因为你们给予小仆爱心的团契和关怀。不但如此，也

经历和诸位同甘共苦，真诚相待的服事。感谢诸位对小仆的忍耐与包

容。因为你们恒切的守望代祷，使得小仆可以专注服事，在灵性上健壮

及带著警惕之心。谢谢诸位给予的代祷与鼓励。  

深切盼望在过去年日中，小仆在领导、教导、宣讲方面都给诸位带来美

好的指引。通过牧区堂会积极的爱心奉献，年会经常费从 2010 年的赤

字到今日有美好的积累；截至 2017-18 财政年度，结算时有超过

800,000 元的盈余。你们热心的奉献与贡献，不但使年会各部事工有美

好的发展，同时也给各牧区堂会、布道站、布道所及社区带来美好的祝

福。祈愿我们继续落实异象使命，那就是荣耀上帝，造就子民。  

我要感谢妻子林美君（师母），由衷的给予她敬重和赞赏。在担任八年

会督的期间，妻子形影不离的陪伴我，给予我劝勉与鼓励。三十四年前

当她嫁给我的时候，我想她没有想到最终会走上师母的服事道路。因为

这不在她的计划中，师母以为她最终会嫁给工程师。在 1984 年 11 月

10 日的婚礼誓约中，师母在宣誓中提及，无论顺境或逆境，她都承诺

作一个忠诚，完全信任与支持丈夫的妻子。自从小仆担任牧师及之后担

任会督，妻子从始至终，不论面对多大的挑战和困难，妻子从没暗示或

表达说她希望小仆离开全职的服事。当我看到不如意和黑暗面的时候，

师母总乐观并积极的看到希望的曙光。所以，我亲爱的妻子，我要衷心

的感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事工也不会如此的美

好。  

我向亲爱的卫理公会这大家庭的同工再一次的表达，我在行为或话语上

有犯错及得罪任何一个人，小仆真诚的请求你的原谅宽恕。请不要对我

这微小的仆人心有纠结或怨恨。希望你能接受我真诚公开的道歉，以致

我们可以恢复美好的关系，上帝的名也因着我们的和好而得荣耀。因为

我们不可表里不一，徒具宗教形式但却没有实质与能力的生命。何况，

我们不能成为身边的人的绊脚石。如果我们没有展现上帝的爱与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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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仰可说苍白无力，那我们无疑等同政党与社团一样，而非圣约

的团体-让真理和爱战胜虚伪和仇恨。  

让我们把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记载的一段话铭记于心。“惟用爱心

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祂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 4:15-16）  

最后，小仆要向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表达无上的尊崇，因祂为我舍己，

复活并成为至高无上的掌权者。主耶稣和父神是天上人间唯一了解我及

诸位心肠肺腑的掌权者。在最后的审判日，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都要在

主的亮光中赤露敞开，毫无隐藏。诚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4 章 5 节所提

的：“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

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唯有主的

宝血和公义方能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和污秽，使信靠祂的人放胆说：

“谁能定罪呢？从今往后，没有！”  

最后，小仆以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段经文作为结语：   

 

“惟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

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

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提摩太后书 4:17-18）  

 

 

主仆, 

 
官佰全  

22-11-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