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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演辭（2019） 

 

諸位主内同工、諸位牧區代表，諸位列席的弟兄姐妹們，大家在主裏平安。願上帝的恩惠與慈愛常

常與你們衆人同在。一年一度的年會又讓我們再一次的相聚，交通團契、彼此學習、檢討過去的聖

工，以及計劃未來的方向。不知道諸位同工和各牧區代表持有怎樣的心情參加這樣的盛會。盼望大

家以愛護、關愛 CMCA 整體的聖工，互相關懷、同心配搭，實踐恩主托付 CMCA 在這時代的使命。 

感謝上主的選召，去年年會代表的愛戴，委託小僕擔任 2019-2022 年 CMCA 的會督。被選上時，小

僕向當時代表們最先說的一段話，就是：「我完全理解，沒有全能上帝的幫助和力量，以及大家的

協助和團結，擔任會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我們確實需要依靠上帝的智慧，指導和力

量。我們大家需要為 CMCA 熱切祈禱，以便我們能夠依靠上帝的智慧去履行上帝的旨意。」那時，

小僕向大家呼籲：「我們真是需要團隊合作。我們可能不會同意所有事情，但是為了上帝給予

CMCA 的使命，讓我們擁有與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今年，小僕每周給執行部部員、三個教區的同

工群、會督理事部部員們發代禱事項，要求大家同心禱告，尋求恩主的幫助和力量。小僕與三位教

區長也透過 ZOOM 舉行交流和禱告的時光，也盡量參加澳南教區牧者的禱告會。 

一、2019-2022 年主題：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 

「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是小僕在二十多年牧會生涯中的目標與方向。因此，小僕定這個主題為本

會 2019-2022 年的目標。我們建立神的教會，不能只是隨從會眾的意見。我們乃是要回到聖經，學

習主耶穌的教導、初期教會的樣式和使徒們的吩咐，這樣才能合乎神的心意。怎樣的教會才算合神

心意的教會呢？在今年第一期的衛理之聲小僕已經説明合神心意的教會有以下五方面的特點。在

此，經過禱告和思考，尋求上帝的旨意，小僕要與各位牧者和教會領袖分享一些可以實踐的行動。

盼望本會的牧者和教會領袖們在前面的歲月中都願意帶動全體會友和弟兄姐妹們一起建立合神心意

的教會，擴展神國、榮耀主名。 

1、追求合一的教會 

基督徒追求合一是耶穌的心意。約翰福音第 17 章記載，主耶穌在最後臨別禱告中，特別為門徒的合

一，以及為歷代教會的合一向天父懇求說：「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

去。聖父阿，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我不但為這些人祈

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約 17:11, 20-21a）。教會的分

裂必定會使主的名蒙羞辱，弟兄姐妹被絆倒，聖工遭受到破壞。唯有合一的教會才能興旺福音，發

展事工，榮耀主名。保羅在以弗所書 4:1-6 也提醒信徒要竭力保守主裡的合一。他教導我們要「凡事

謙虛、溫柔、忍耐、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合一」。盼望本會的牧者與信徒都願意竭力

保守主裡的合一。求神幫助我們有捨己的精神。對約翰衛斯理來説，「捨己的信念就是自己不再作

自己生命的主人，而是要按神的旨意作為我們行動的原則。」 

實踐的行動： 

• 對付自己：「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羅 12:16）我們要做到彼此同心，我們不要

志氣高大，原文直譯是『不要思想那令人高傲的事』。我們必須嚴格地對付自己，限制自

己。已就是追求合一的阻礙，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有些領袖不合作，因為那些通過的議案不

合他本人的意思。如果牧者和教會領袖們都在追求個人的利益、自己的權利和榮耀，弟兄姐

妹怎麽可能與我們同心配搭事奉主耶穌。求神給我們有施洗約翰的心志：「祂必興旺、我必

衰微。」（約 3:30）在此，請求各位牧者和教會領袖們時常在上帝面前安靜、反省，並檢討

自己事奉神的動機，以及行事為人的準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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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法規》：《法規》是衛理公會治理教會的重要文件。它不但讓我們能夠傳承衛斯理復

興運動及早期衛理宗的精神和傳統，也可以幫助現今教會在執行各種事工時達成一致的行動

和方向。一位牧師說得好：「《法規》的功用乃是讓我們能夠知道教會團契的精神和契約，

使我們在『循規蹈矩』之下能夠促進和睦共處、同心合意及彰顯主門徒的生活。」因此，小

僕建議每位牧者、教會領袖需要熟悉本會的《法規》，並且按《法規》辦理教會的聖工，因

為《法規》是教會行政管理的藍本。 

2、同心禱告的教會 

基督徒同心禱告也是耶穌的心意。耶穌在地上最後一周潔净聖殿時，對那些在聖殿做買賣的人說：

「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太 21:13）可見，耶穌要今天

的教會是同心禱告的教會。在馬太福音 18:19，耶穌告訴我們有關同心禱告的應許。耶穌說：「我又

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這裡

讓我們看見信徒團體同心合意禱告的重要性。當耶穌升天之後，那時信徒第一次的聚集就是舉行同

心合意的禱告會，帶來了五旬節聖靈的降臨。從使徒行傳的記載，我們看到初期教會非常重視禱

告。因此，那時神藉著使徒們行了許多神蹟奇事，教會的事工不斷地拓展。 

約翰衛斯理非常重視個人和集體的禱告生活。在他有生的年日，超過五十多年的每個早晨，他都是

在清晨四時至五時之間起床禱告。在他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見他總是抓住機會，聚集幾個朋友或

是旅行者一同在早餐前後的時間禱告。這是因為衛斯理堅信禱告是恩典途徑的信念。盼望本會的信

徒也看重並參與同心合意的禱告。 

實踐的行動： 

• 建立個人禱告負擔：要建立同心禱告的教會，我們必須先建立領袖們的禱告生活。如果

CMCA 教會領袖本身不重視、不委身、不操練個人的禱告生活，自己都不參加禱告會，或與

其他領袖有定期在一起禱告的事奉，單凴牧者的口呼籲信徒要來參加禱告會，那是行不通

的。建議牧者和教會領袖們認真去閲讀有關禱告的書籍，來建立個人禱告的負擔；也願意定

期與兩三位屬靈同伴彼此守望，以便可以彼此得鼓勵和扶持；并且願意安排時間參加教會的

禱告會。另外，盼望能夠建立家庭成員們每周有有一起禱告的時光。基督徒父母與子女們應

該操練不單為自己家人的需要而禱告，也為本會各種聖工、未信者的救恩、當前社會問題、

普世宣教事工的需要帶到神的面前。 

• 更新禱告聚會内容：鼓勵本會禱告會采用有一個比較明確主題和中心（1st周：教會福音/門訓

事工；2nd周：教會團契/家庭事工；3rd 周：年會/教區事工；4th周：本地/海外宣教事工等

等），讓參加者感到充實、豐富和有内容。另外，經常在禱告會中安排一位作 5-10 分鐘的

見證，特別是分享經歷禱告大能的見證。也可以考慮一年中有兩次區域性的聯合禱告會。牧

者和教會領袖們必須願意為更新禱告聚會内容花時間去策劃和預備，重視每一次的禱告聚

會。 

3、培育門徒的教會 

基督徒培育門徒是耶穌的命令。耶穌在升天所頒布的大使命，就是要祂的門徒「去、使萬民成為主

的門徒」。耶穌在約翰福音三次提到門徒生命的三種特徵：(1) 常守主道（8:31）；(2) 彼此相愛

（13:35）；(3) 多結果子（15:8）。教會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傳揚福音，培育門徒，好叫他們繼續

在地上為主耶穌作見證，產生更多的門徒。初期教會的信徒經歷「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

們」。當時的信徒肯定非常積極與他人分享耶穌的福音。當主耶穌把得救的人加給他們，那時的使

徒們培育那些剛信的人，讓他們「都遵守使徒的教訓」。在保羅的宣教旅程中，他回到以前曾經建

立的教會，為了「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徒 14:22）在歌羅西書 2:6-7 他也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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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信徒們接受主耶穌之後，還需要繼續在基督裡「生根建造，信心堅固，生命增長，感謝增

多」。教會必須認真推行佈道事工、栽培事工和裝備事工。 

約翰衛斯理清楚地知道，單靠宣講不能產生成熟的屬靈生命。他意識到，聽了宣講而信主的人需要

立刻栽培。這就是他設立會社制度的目的之一。後來，信徒人數不斷增加。為了需要繼續進行個人

培育，幫助信徒靈命成長，他設立班會和小團。盼望本會的信徒不單參加門徒班，也可以引領他人

信耶穌，並栽培初信者成長。 

實踐的行動： 

• 重整門徒訓練的方向：本會已經多年重視推動門徒訓練的事工，不少信徒也上了紅本、綠

本、紫本門徒班課程，有些也上完了金本門徒班課程。可是，有多少上了這些課程的學員有

積極的向人傳福音、栽培初信者成為主的門徒、然後又訓練他去傳福音，以及訓練他也可以

幫助其他初信者在靈命上長進。 

耶穌的命令--「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是要我們明白和領受「倍增繁殖」的異象。繁殖

過程不斷延續，這樣才能實現《提後》2:2，「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

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因此，小僕建議每間教會應該設立福音隊、定期出隊向慕道友

傳福音。除了福音隊，我們也應該有栽培隊、為初信者提供至少三個月的栽培訓練。教會要

考慮訓練更多信徒參與傳福音和栽培初信者的事工，不要只注重知識的增多，而沒有實際的

行動。 

• 重整團契聚會的方向：目前，大部分教會的團契聚會以節目為重點。節目不是不重要，我們

應當視節目為達到聚會目標的途徑。聚會的目標是引領未信的朋友認識上帝的救恩、幫助契

友作個長進的門徒，培育他人成為主的門徒。查經聚會不是為更多認識上帝的真理，而是裝

備自己去栽培初信者。根據華克理牧師，真誠的團契是「坦誠交心，彼此分擔傷痛，傾訴感

受，承認個別的失敗與弱點，並且要求別人的幫助與代禱。只有當我們將自己的生命敞開，

才能經歷真正的團契生活。」團契聚會不是為了製造節目，乃是真誠的生命的交流與建造，

包括用基督給我們的新生命，去影響他們的生命來認識我們的上帝。 

4、活出主愛的教會 

基督徒活出主愛也是耶穌的命令。耶穌吩咐我們：「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

的命令」（約 15:12）。使徒彼得也告訴我們：「有了愛弟兄的心，還要愛眾人的心」（彼前

1:7）。保羅教導我們，愛心是基督徒一切行為的準則。在羅馬書 13:9-10 他強調，愛是不加害於

人，愛是使人得益處，愛人如己是誡命的總綱。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他以「勞苦」為「愛心」的具

體表體現。（帖前 1:3）這裏「勞苦」的涵義非常豐富，含有「勞碌」、「困難」、「煩惱」等含

義。保羅意思是，擁有「愛心」的上帝子民，必須甘願忍受「勞碌」，甘願迎接「困難」，甘願面

對「煩惱」。榮耀的基督甚至責備以弗所教會：失去起初的愛心。（啓 2:4）一間合神心意的教會必

是一間活出主愛的教會。 

約翰衛斯理的信仰系統裡面，對外的憐憫事工（works of mercy）正如向內的敬虔事工（works of 

piety）那樣，乃是神施恩惠於信徒的恩典途徑（means of grace）。他的事奉座右銘是：「藉所有的

資源，盡一切的方法，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向任何人，盡你所能去行善。」盼望本會的信徒真

實地活出主愛，關懷所居住在社區中的鄰舍。不過，請大家注意：「盡你所能」這四字。在實際的

操作中，這不代表我們必須無條件的贊助所有對本會有所要求的團體。有些事工支持多年若不能自

立，本會非必要繼續。年會有權凝定哪些事工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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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行動： 

• 在教會關心有需要的肢體：活出主愛的教會要關懷教會中有創傷的人、被困擾的人、被捆綁

的人、情緒失調的人等等。牧者和教會領袖需要更多輔導的裝備，能夠更深認識和瞭解會衆

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們所面對的掙扎，給他們個別的輔助、關懷、支持、鼓勵、牧養和屬靈

的指導。若牧者無法給他們比較專業的輔導，牧者也應該介紹他們到合適的基督教輔導中

心。 

• 在社區設立衛理關懷中心：本會應該要計劃在社區中設立衛理關懷中心，以便集中各教會的

資源，以及尋求政府的津貼，來發展社區關懷工作。例如：為新移民舉辦英語課程、為兒

童、青少年和老年人提供健康活動等等。本會基督徒社會關懷部需要進一步去研究更多可行

的事工。 

5、普世宣教的教會 

基督徒不單只關心和參與自己教會份內的事，神也要我們把祂愛世人的救恩傳到地極。耶穌在地上

傳天國福音，走遍各城各鄉，從未把福音對象鎖定在某一個種族、階層及宗教的次文化。耶穌不只

向猶太人傳福音，也強調撒瑪利亞的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祂特別提醒門徒「福音要傳遍天

下，對萬民作見證」（太 24:14）在祂升天之前應許門徒們從聖靈那裡得著能力，並吩咐他們「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可見神的心願是天下萬國

萬族的人都能在祂的國度裡面有份。 

自從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主之後，保羅清楚領受主的呼召及託付。後來他自述說：「上帝......將勸人與

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林後 5:18-19）在他的一生多

次的宣教旅途中，他有清楚的目標：「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

處。」（林前 9:23） 

約翰衛斯理在亞德門街經歷了復興後不久，他就發表了著名的宣言：「我視世界為我的牧區」（The 

World is My Parish）。我們了解衛斯理所謂「世界牧區」的意義，在起初並不是指海外宣教。他的

觀念只是想呼召教會從事真正的福音工作：也就是在其國內、任何地方，與任何人一起同工傳揚福

音。真正開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是於 1771 年，他差派愛斯百利（Francis Asbury）到北美大陸宣

教。後來到了十九世紀初英國循道會與美國衛理公會才開始積極參與海外宣教工作。因此，循道衛

理宗教會在世界各地被建立起來。 

今天世上仍然有許多的人未聽聞上帝的福音。面對世界上龐大大的禾場，我們又豈能坐視不理，豈

能沒有任何行動呢？除了差派幾隊短宣隊出去到海外宣教，盼望以後本會有自己的宣教士在海外參

與宣教的工作。 

實踐的行動： 

• 培育「胸懷普世」的基督徒：教會要推動宣教事工，必須先對信徒進行宣教教育。教會有責

任向信徒宣講，教導對普世宣教的認識，好讓他們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我們要培育

信徒建立起合乎聖經的宣教理念，信念，並付諸實踐。在此推薦兩個課程：一、《把握時

機》課程--它深入淺出，對宣教有全面和具體的教導；精彩震撼，帶出觸動心弦的共鳴見

證。二、《挑戰視野》課程--是現今最精簡而全面的基礎差傳教育課程，包括四大範疇：差

傳聖經基礎、宣教歷史、跨越文化及生命策略。其目的是燃點信徒對普世宣教的熱誠，以正

確的觀點看世界和普世宣教的需要。鼓勵教會推動培育「胸懷普世」信徒的計劃。 

• 培育「帶職事奉」的宣教士：所謂帶職宣教是指一位基督徒帶著他的職業到宣教工場，在那

裡以職業支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同時向當地人傳福音及建立教會。今天我們非常需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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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教士，因為現時很多伊斯蘭國家、共產國家和獨裁國家都不歡迎全職宣教士入境。但

是，這些國家都歡迎有專業知識的外國人來工作或投資。故此，帶職宣教是進入這些創啟地

區的好方法。而且，現今各行各業全球化的大趨勢帶給信徒很多跨國或跨文化的就業機會，

我們應該把握這些機會參與帶職宣教。盼望本會宣教部能夠重視培育「帶職事奉」的宣教

士。 

二、2019-2022 年副標題 

1、2019 年：「常在主里，多结果子。」（Abiding in the Lord to bear much fruit） 

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需要從弟兄姐妹與神相連的生命關係開始。在約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穌多次提

到門徒要多結果子（15:2, 5, 8）。祂盼望神的兒女們能夠結果累累，豐豐富富地過一個得勝的基督

徒人生。耶穌說：「你們要常在我裡面。」耶穌清楚吩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

人就多結果子....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15:7-8） 

「常在主裡」的基督徒要常在主的話裡。耶穌說：「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

（15:7）。讓耶穌住在我們裡面的最好方法就是讓祂的話充滿我們的思想、心靈和情感。本會會祖約

翰衛斯理十分看重以敬拜的心研讀聖經，以敬虔的態度聆聽神的話。 

「常在主裡」的基督徒要常在主的愛里。耶穌說：「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

愛里」（15:9）。讓耶穌住在我們裡面的另一個好方法就是讓祂的愛激勵、引導我們的人生。「常在

主裡」的基督徒不但在星期日在教會做基督徒，他們在工作上、在家庭裡、在思想上、在意志上、

也在人看不到的地方，都常常遵守主的命令。 

當基督徒們讓主的話充滿我們的思想、心靈和情感，讓主的愛激勵、引導我們的人生，我們才能為

主多結果子。什麼果子呢？新約聖經至少提到四種的果子：1、聖靈的果子（加 5:22-23）；2、讚美

的果子（來 13:15）；3、善事的果子（西 1:10）；4、領人歸主的果子（羅 1:13，林前 16:15）。神

不單要我們在生命上更加像耶穌的性情，在言語上歌頌他，在行動上多做善事，神最終的目的把得

救的我們繼續留在世上生活，就是要我們作他的代言人，要我們活出好見證來領人歸向神。 

盼望「常在主里，多结果子」不只是今年的目標，基督徒的人生應當持續性的與神建立美好的關

係，并且在生活中為主多結果子。 

2、2020 年：「建立家庭，忠心事主。」（Building healthy families to serve the Lord） 

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也必須看重建立健康的家庭。教會是以衆多的家庭單位所組成的。若家庭單位

能夠健康，教會也就更能夠合神心意。所謂「健康的家庭」是指以神為中心的家庭，按聖經真理而

行的基督化家庭。每當家庭面對内憂外患，成員受到罪的重壓或捆綁，他們無法積極投入教會的事

奉。 

神在造人時，就為人建立了家庭，原是美好的。可是，今天的世代卻讓人憂心地看見不少的家庭悲

劇--夫婦離異，兄弟姐妹不和，兒女悖逆父母等等。現今越來越多家庭處在複雜的婚姻型態裏，遠

離上帝起初設立家庭的心意。面對家庭解體的困境，合神心意的教會必須幫助基督徒重建聖經的家

庭觀，培育敬虔的父母，實踐信仰的傳承和實行全家事奉主。盼望本會更多家庭能夠說：「至於我

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 24:15） 

約翰衛斯理在他的一篇講道「關於家庭宗教」（On Family Religion）中，他闡述了婚姻，家庭和撫

養子女的重要性。儘管他本人並沒有美滿的婚姻，但他的建議仍然有用，因為他很了解聖經的教

訓，而且他從母親蘇珊娜了解很多有關父母對孩子信仰形成的責任。在該篇講道中，他提到父母有

責任向孩子傳授屬靈的知識，塑造他們屬靈的生命。另外，他也認為父母要指導孩子的職業和婚姻

生活都能夠討神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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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本會信徒重建聖經的家庭觀和培育敬虔的父母，建議年會基督教教育部或各教區基督教教

育執行組舉辦這些專題的講座會、恩愛夫妻營、兒童品格營。另外，鼓勵各堂會推動信徒閲讀有關

書籍，安排明年小組查經有一季選用與家庭有關的課題，以及舉辦家庭營。 

為了幫助本會信徒實踐信仰的傳承和實行全家事奉主，建議各教會認真推動家庭祭壇，訓練父母起

來牧養兒女的任務，並培育父母與孩子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在家庭中也推动门徒事工。另外，鼓勵

父母和孩子一同崇拜、參與教會的服侍，甚至全家一起參與短宣隊的事奉。 

目前，我們年會只有兼職的基督教教育部主席、青年指導。他們都忙於自己牧師的職務，很難有更

多的時間去思考、策劃、訓練、推動兒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家庭事工。也許，教區或牧區可考慮

聘用專職的家庭事工、兒童事工、青少年的同工。 

3、2021 年：「關懷社區，為主得人」（Caring for the community to reach the lost） 

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也必須看重關懷社區，為主得人。無論是舊約或是新約聖經，我們都很容易看

到要上帝的子民參與關懷社區的經文。舊約彌迦書 6:8 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

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學習行善，好憐憫

是參與社會服務的行動，行公義是一種社會行動的表現。新約馬太福音記載主耶穌對門徒的教導：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另外，主耶穌「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教導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 10:27）耶穌本

身更是以身作則，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祂看見

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太 9:35-36) 

約翰衛斯理的社會倫理信念一直推動著他不斷的從敬虔之事工轉向憐憫之工作；從個人的聖潔延伸

至社會的聖潔。在發動憐憫之工的過程中，他身體力行地為他人，特別是貧困者謀求福利和公義。 

信徒參與社會關懷乃是出於主愛的激勵和人的需要。無論關懷的對象是信徒還是非信徒，基督徒必

須以愛心關懷對方。然而，在生活上，除了關懷人民福利以外，有一個更重要的使命和關懷，是信

徒不能忽略的，就是關懷人的靈魂、人與神的關係、人的生命因悔改相信主而得救。 

為了與社區接軌，本會除了繼續捐血活動、為「救災」提供幫助、關心貧窮者等事工，也可以考慮

這些計劃：設立兒童音樂班、衛理托兒所、新移民英語會話班、衛理小學、老人活動中心等等。盼

望基督徒社會關懷部將開發一些可行的計劃去參與關懷社區。 

4、2022 年：「裝備教會，參與宣教」（Equipping the church to engage with cross-cultural 

missions） 

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也必須裝備教會參與宣教。教會應該參與普世宣教事工，因為我們所敬拜和事

奉的上帝就是一個宣教的上帝。神關心的不只是以色列神的選民，乃是全人類。上帝差派自己的獨

生子耶穌基督來到人世間，是關心全人類的需要，為世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拯救信靠祂的人脫離罪

惡的權勢，給他們豐盛的生命，並頒佈他們大使命去傳天國的福音，使萬民成為主的門徒。 

在初期教會，使徒們能夠積極地傳揚福音，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他們期望耶穌基督會在他們的世代

中再次降臨。因為在馬太福音24:14，耶穌曾經親口對門徒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

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今天我們是否失去主再來的迫切性。聖經明説到了末期，世界將會發

生許多災難，如今好些都在應驗中。如果我們真是相信主來的日子近了，我們應當關心世上失喪的

靈魂，重視裝備教會參與宣教的工作。 

為了裝備教會參與宣教的工作，建議以下可考慮的行動： 

• 首先、透過聆聽講道、閲讀宣教書籍、參加宣教課程或宣教營會來培育信徒有普世宣教的異

象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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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鼓勵信徒參加教會的福音隊，實際地操練個人佈道事工。一個在本地不積極做個人佈

道的信徒，他也不太可能在宣教區會積極向人傳福音。 

• 第三、鼓勵那些在本地積極做個人佈道的信徒參加教會所舉辦的宣教隊，實際地去操練做短

期宣教事工。 

• 第四、鼓勵有長期宣教負擔的信徒，禱告尋求去認定將來要服侍的群體。在本地先學習該宣

教群體的語言和文化，並參與那群體的福音工作。 

• 第五、宣教部應該為將來長期宣教士儲備 3-4 年的生活費，也要設立甄選宣教士小組去挑選

合適的宣教士。 

• 第六、本會也當考慮在澳洲本土參與異文化的宣教工作，因今天有許多其他民族在這國土上

仍然未接觸到福音，例如：越南人、柬埔寨人、日本人等等。也許，不同的堂會可以認領不

同的群體當作宣教的對象。 

三、培育第二代英語事工的傳道人 

本會一直以來都在缺乏講英語的傳道人，我們必須設培育第二代英語事工的傳道人。小僕希望透過

「真道事奉與宣教學院」（LAMM）為本會第二代青年人先提供初級神學課程。LAMM 將定於 2020-

2022 年提供「基督教事工副文憑」，共有十個課程，每個課程十五個小時。這十個課程包括：NT 

Survey, OT Survey,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Christian Leadership, Church History, 

Christian Worship,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Methodist Studies, Christian Ethics. 講師都是本會的牧者

們。 

此計劃的目的是使參加者接受基本的神學教育，以使他們在基督徒的見證和事工上更加有效。這可

能有助於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接受進一步的神學訓練，以準備自己成為全職的工人。盼望教會牧者

和領袖們多多鼓勵貴教會的青年人參加這些課程。 

另外，小僕非常同意推展周家熹教區長向牧職部提議的「兩年事工培訓計劃」（Ministry Training 

Strategy: two years internship）。各教會可以甄選一兩志願者參與此計劃。在周末，他們必須接受牧

者給予的培訓，以及參與所安排的服侍。教會也要給他們經濟上的支持。相信此計劃可以讓年輕人

尋求上帝的旨意，瞭解是否上帝呼召他們走全職事奉的道路。詳細計劃有待牧職部深入研究和討

論。 

四、其他事項： 

4.1 神學教育助學金籌款事宜 

感謝各教會在神學教育主日都安排收第二次奉獻支持神學教育助學金。今年李翌曦姐妹神學畢業，

明年投入全職事奉。明年我們還有三位神學生：羅奕宏弟兄，林書賢弟兄和許守勤弟兄，希望還有

新的神學生。執行部決定在 29/11 下午的 25 周年感恩崇拜中，為神學教育助學金籌款，目標為兩萬

元。盼望各教會能夠鼎力支持。 

4.2 ABN 事宜 

今年三月份執行部會議中通過各堂會可以注冊自己的 ABN，CMCA 屬下的各堂會仍然必需根據本會

的《法規》辦事。為了以後各堂會的領袖繼續遵行衛理公會的《法規》（不因有自己的 ABN 而各自

為政），建議各堂會與年會簽署一份備忘錄，内容包括：各堂會必需遵守 CMCA《法規》；各堂會

未得年會牧職部同意，不能自聘傳道人；各堂會必需向年會繳納年捐；各堂會購買產業必需歸於年

會等等。 

 



5.8 
 

4.3 增加辦公室人員 

目前年會辦公室只有一位職員（許思易弟兄），負責年會所有財務事務和行政事務。他也需要協助

協調其他特殊項目和活動，例如 LAMM 課程，衛理大廈房間的出租，印刷衛理之聲，統計各堂會門

徒班學員和導師的資料，安排門徒班導師訓練等事務。我發現他的工作量太多。因此，小僕建議年

會辦公室聘用多一名員工。 

為了年會事工更有效的擴展，年會的基督徒社會關懷部和宣教部應該要考慮在 2021 年、2022 年聘

用至少有部分時間的幹事，協助推動年會所計劃的工作。 

4.4 加强年會經濟管理 

謝謝大部分的牧區堂會都能夠按期的繳納年捐。目前年會的收入大部分都是從各堂會繳納的年捐和

衛理大廈房間所收的租金。各堂會繼續將復活節主日的所有奉獻，交給年會當作經常費。另外，會

友事工主日、宣教主日和神學教育主日的第二次奉獻也交給年會，以便推動該部聖工的經費。盼望

明年每間堂會都願意按期繳納年捐和所指定的奉獻款項，也希望透過銀行轉賬時注明該堂會的名字

及該款項的用途，以方便年會財務人員辦事。當年會需要增加員工，我們就需要更多的經費。希望

年會經濟部作深入的研究如何增多年會的收入。 

4.5 聖地之旅（10-20/1/2020） 

小僕將於明年正月 10-20 日帶領一團 42 人前往以色列和约旦，進行十一天信心之旅。大部分團員是

澳南教區的弟兄姐妹們。此行是由西馬「活石機構」（Livingstone Agency）所安排。盼望大家在禱

告中記念，好讓參加者都有平安的旅途和美好的學習。 

結語 

年會還有其他重要的聖工，小僕沒有一一的説明，讓各部主席在報告中向大家解説。盼望大家細心

聆聽、專心關注，並同心參與。最後，小僕再次呼籲全體牧者、諸位代表，為了上帝的榮耀，藉著

聖靈的幫助和耶穌的恩典，讓我們謙卑自己、同心配搭、一起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 

 

主僕， 

 

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永森會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