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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演辭（2021） 

 

諸位主内同工、諸位牧區代表們，我們感謝上主的恩惠與憐憫，大家能夠平安地出席

今年的年會議會。非常遺憾，今年我們仍然無法實體地聚集在一處開會。今年五月時，

本人看到有優惠機票，立刻傳訊息給墨爾本、悉尼、布里斯班的牧者和執行部成員們，

呼籲他們趕緊購買前往珀斯的機票。後來因著無法預測疫情，珀斯營地負責人准許我

們取消在那裏辦年會議會，并且全數退還我們的租用定金，執行部就決定今年的年會

議會再一次像去年那樣藉著在綫平臺舉行。期盼明年可以回到實體會議。 

去年因著新冠疫情，教會事工受到極大的變化，大部分的事工無法在教堂裏舉行，教

會活動都改用在綫平臺舉行。在去年的會督演辭中，本人擔心本會的弟兄姐妹們對自

己所屬的教會失去委身感，信徒與信徒之間若沒有實體崇拜而產生疏離感。其實，參

加綫上崇拜，特別那些只是觀看 Youtube 直播，弟兄姐妹們實在沒有什麽參與感，而

且隨時可以很自由的離綫停止崇拜。好些弟兄姐妹不按時參加綫上崇拜，有些弟兄姐

妹參加綫上崇拜同時還在進行其他活動，這樣放肆的崇拜不能造就信徒的屬靈生命。 

送走 2020 年，迎接 2021 年，我們期盼今年比去年好。可是，2021 年的新冠疫情更嚴

重、更可怕。新冠病毒在不斷地進化，隨著高傳染力的Delta病毒快速傳播，全球多個

地區的新冠感染率再次暴增。這種病毒具有更大的殺傷力，而且好些年輕人也因此病

毒而喪命，連小孩子感染病毒人數不斷攀升。今年仍然是非常不安的一年，新南威爾

士州和維多利亞州有許多日子都在 LOCKDOWN 中渡過。大部分教會的事工還是要在

綫上進行。我們可以感恩的是，接種疫苗大大減低了個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並在

預防重症、住院和死亡方面非常有效。 

一、回顧與感恩 

回顧今年本會的聖工，本人仍然感謝上主諸般豐富的恩典和慈愛。以下有幾方面與大

家一起分享： 

(1). 疫情逼我們無法前往拜訪各教會，今年至今還能到兩個城市：悉尼和阿德萊德。本

人和年會會友領袖林國地弟兄於四月十日在悉尼舉行《領袖營：興起，屬靈的領袖》

和《衛理之夜：年會事工異象分享》，參加人數有 50 人左右；次日本人在救恩堂和佳

恩堂証道。我們於五月十五日在阿德萊德舉行《領袖交流會》和《衛理之夜：年會事

工異象分享》，參加人數有 20 多人；次日我們分別在聖恩堂和思恩堂証道。 

(2). 佳恩堂於今年二月十六日順利在 3, Hartley Road, Seven Hills, NSW 2147 購買一棟建

築物作為教堂，價格為$626,000。慈恩堂於今年五月 19 日順利在 13, Plumbs Road, 

Tanah Merah, QLD 4128 購買一棟教堂，價格為$850,000。特別感恩的是，這兩間教堂

都不需要向銀行貸款。另外，信恩堂於今年九月也把他們多年前購買65, Kingston View 

Drive, Kingston, TAS 7050 物業之貸款全部付清。在疫情中，我們仍然看見恩主豐富的

供應。 

(3). 教會非常須要培育神學生。培育神學生需要經費。去年本會神學教育助學金所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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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支付不敷。今年的情況大有改善，感謝恩主感動個人及教會奉獻金錢支持培育神

學生發費用。求恩主親自報答奉獻者。今年二月時，神學教育助學金部收到兩筆比較

大的奉獻，為數$86,000。另外，今年的神學教育主日奉獻，從各教會和幾位弟兄姐妹

的個別奉獻共有三萬五千元。 

(4). 今年共有五間教堂舉行周年感恩慶典之時，要出版紀念刊，邀請本人書寫會督的話。

他們是救恩堂（30 周年）、蒙恩堂（30 周年）、神恩堂（25 周年）、宣恩堂（10 周

年）和真恩堂（8 周年）。在這歡慶之際，我們實在不能忘記天父的一切恩典，感謝

恩主的引導與祝福。盼望每個堂會所走過的歲月，都留下好些美好的蹤跡。 

(5). 藉著使用網路平臺，有些教會的事工得以擴大它的範圍。有些教會主日崇拜的參加

者不只是自己教會平時的會友，也能夠接觸到在海外的家人和朋友們參加。最近本會

的一間堂會因 LOCKDOWN 不能舉辦實體的中秋節佈道會，就改用 ZOOM 方式進行，

當晚有 203 人登入，超過 70 位福音朋友，有 13 位決志信主，一半是當場決志，另外

是在會後的陪談室（BREAK-ROOM）中決志。另外，這兩年的家庭門訓大會也讓我們

經歷到本會各堂會所有願意參加的弟兄姐妹們可以同一時間在綫上接受裝備。不像以

前一個講員要花一個禮拜飛到不同的城市舉行多場同樣的聚會。今年，基督教教育部

推出 ONLINE 主日學給本會的弟兄姐妹們參加，每課程為八小時，以四個主日晚上在

綫上進行。至今，已辦完三個課程，反應良好。 

(6). 今年澳洲衛理醫療與宣教（MM&M）所計劃在印度、尼泊爾、柬埔寨、斯里蘭卡

等地方的事工能夠順利的進行。感謝上帝感動衆多弟兄姐妹和 MM&M 之友們慷慨奉

獻金錢支持這些工作。特別一提的是，India Covid19 Crisis Appeal在短短四星期之内，

籌到超過原定 15 萬澳元的目標，為了幫助在 Oorugonda 鄉村裏的災民和 Gujarat 衛理

公會教區中的災民，以及購買呼吸機給 Nadiad 衛理醫院。那些受惠的災民開始參加教

會聚會，有些接受主耶穌並接受洗禮。（其他詳細資料，請查閲MM&M的報告書。） 

(7). 感謝恩主的帶領，今年有三間堂會堂聘到英文牧者：謝恩堂於今年 8 月聘用 Allan 

Quah 傳道、福恩堂於今年九月堂聘用 Clarence Koh 傳道、救恩堂經過二年后沒有英文

牧者，於今年 10 月聘用 Philip Ng 傳道。愿上主藉著這幾位英文牧者帶給堂會英文堂

事工大有進步。 

二、檢討與反思 

2019-2022 年 CMCA 的主題是「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從主耶穌的教導來看，本人

認為合神心意的教會應該是 (1) 追求合一的教會; (2) 同心禱告的教會; (3) 培育門徒的教

會; (4) 活出主愛的教會; (5) 普世宣教的教會。本人真是盼望本會的牧者、各牧區的執

事、會友能夠認真以這些特點來發展教會的聖工。 

為了實現本會所定的主題「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我們於 2019-2022 年擬定四個副

標題：2019 為「常在主里，多结果子」；2020 為「建立家庭，忠心事主」；2021 為

「關懷社區、為主得人」；2022 為「裝備教會，參與宣教」。在去年的演辭中，本人

提到這些副標題不是只為那一年的事工的目標，而是這幾年本會所當最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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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屬靈成長 

參與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是從每一位事奉者操練與神有美好的關係開始，並以此為信

仰的根基。惟有我們認真建立信仰穩固的根基，不然我們在家庭、教會、社會中的服

事只是建造在沙土上，經不起「雨淋、水冲、風吹」的考驗。現今繁忙的世代，基督

徒很容易被工作重擔、錢財迷惑、追求潮流所影響，而失去了屬靈生活的平衡。雖然

上帝看重我們所作的，但是祂更看重我們的「所是」。事奉主當然重要，但是，像主

就更重要。 

基督徒的人生有時會遇到不測的風浪，如何能夠面對這些風浪，仍能站立得穩，活出

基督的形象。關鍵在於每日操練內在的屬靈生命。靈命成長操練，就是操練我們的屬

靈生命，以致能夠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並得着從神而來的能力，去作那些我們

無法靠己力完成的事情，彰顯基督的榮美。魏樂德（Dallas Willard）說：「靈命操練

的真諦就在於效法耶穌基督，祂既是我們靈性上的導師，也是我們整全人格的導師。」 

為了幫助本會屬下各堂會的弟兄姐妹們能夠在信仰上生根建造，本會基督教教育部在

2019 年年會議會擬定基督徒生命成長裝備藍圖，讓信徒從聽道到學道、從學道到行道、

從行道到傳道，一步一步的成長。該部也提供不同的課程（初信造就、信徒造就、門

徒造就和工人訓練）。如果大家真是積極地使用這些資料，肯定對信徒靈命成長有所

幫助。另外，我們每天個人操練與神獨處、安靜、聆聽祂的聲音是我們靈命成長不可

少的行動。我們應該效法約翰衛斯理用的心情閱讀聖經。他曾經寫道：「我在這裡，

遠離煩囂。我獨自坐著：只有上帝在這裡。我在祂面前翻開祂的書來閱讀；為了尋找

天堂之路。」對約翰衛斯理來説，要與上帝和祂的話語獨處，就必須撥出獨立的時間

和保持恭敬專心的態度。讓我們也持續地「常在主裏，多結果子」。 

(2) 家庭門訓事工 

有了穩固的信仰根基，我們就當在家庭和社會中作合神心意的門徒。教會和家庭的關

係是非常緊密的。從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我們看到好些教會是在家庭興起的。神將

道賜給教會，然後神的子民要將這道實踐在家庭裡。一旦我們能確認與掌握這連接，

教會生活是有效力了。因此，「建立家庭，忠心事主」應當是每個基督徒家庭的目標。 

今年本會基督教教育部舉辦第二屆全國《家庭門訓》大會，再一次透過網路連線直播，

邀請各牧區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們參加。中文講座會於八月 13-15 日舉行，英文講座會

於九月 10-12 日舉行，各有四堂講座。此次講員是鄭摩西牧師，講題是：「神的祝福：

福音與家庭」，超過 400 人參加。盼望有參加的弟兄姐妹們，願意以《申命記》6:1-9

的教導實行養育兒女的原則，把信仰傳給下一代。 

另外，今年本會定九月 12 日為「家庭主日」，目的是增强對家庭事工重要性的認識。

基督教教育部邀請會督錄製中英的短勉視頻剪輯，呼籲信徒建立相愛的家庭。當天除

了講員傳講有關家庭的信息，該部也建議各堂會安排一個家庭分享見證或全家獻唱一

首詩歌等節目。很可惜，好些堂會沒有如此行動。再説，若各堂會的家庭有推動家庭

祭壇，我們的孩子們就不只是在教會裏學習真理，更是在家庭中將信仰應用在生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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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家庭祭壇或分享，全家常常在主裏交流，在禱告中互相關心紀念。夫妻關係開始

更新改變，成為孩子的榜樣。健康的家庭可以帶動教會的更新和興旺。 

(3) 社會關懷事工 

過去兩年會督演辭中，本人從聖經、會祖約翰衛斯理的榜樣提到社會關懷事工是教會

重要的事工之一。基督徒社會關懷部主席周家熹牧師和他的部員們擬定今年一系列的

計劃。雖然無法完成所有的計劃，盼望本會牧者、教會領袖和弟兄姐妹們對社會關懷

事工能夠產生更大的負擔。為了讓弟兄姐妹對今年的社會關懷事工更多的認識，我們

定二月 21 日在各堂會舉行「年會主日」，當天講員的講題與今年副標題「關懷社區、

為主得人」有關，基督徒社會關懷部錄製頻剪輯製介紹該部事工，會督也提供「關懷

社區、為主得人」雙語 PPT 幻燈片。在年初，此部出版中英「基督徒社會關懷部」小

冊子，介紹該部的事工計劃。 

因著沒有找到合適的講員，四月在各教區舉行「基督徒社會關懷意識日」取消。澳南

教區基督徒社會關懷執行組當天（17/4/21）在綫上舉行交流會，該區牧者、各牧區基

督徒社會關懷執事們彼此分享各堂會的社會關懷事工計劃。原本要在七月舉行「教會

與社會關懷」綫上講座會延後到九月才舉行，中文場有 110 人參加，英文場有 50 人參

加。此部與 MM&M 合作開展海外社會關懷活動，得到各堂會鼎力相助，籌款十多萬

澳幣支持海外扶貧工作。其他詳細事工，請查閲 MM&M 和基督徒社會關懷部報告。 

去年計劃中，有一項提到「鼓勵各堂會每兩月推動一項與社會關懷有關的活動。」十

月初，本人邀請各堂會列下該堂會一兩項主要的社會關懷活動。他們的回應記載附錄

一。詳細的報告，請看各牧區的報告書。謝謝各牧區所推動的事工。盼望各堂會能夠

多花心思與自己所屬的社區建立橋梁。 

(4). 培育英語青年 

培育英語青年是當前非常迫切的事工，只是我們遇到很大的挑戰和阻礙，讓本人感受

到無助感和挫折感。年會所要推動的兩項事工，從參加者的反應，顯示得不到英語青

年人的認同和參與。第一個是透過「真道事奉與宣教學院」（LAMM）為本會第二代

青年人提供初級神學課程。今年計劃要推出四個課程：Biblical Interpretation, Christian 

Leadership, Church History, Christian Worship。第一課程有 22 人參加，第二課程因太

少人而停辦，第三課程有 7 人參加，第四次課程有 11 人。（這些參加人數也包括一些

成年人。）2022 年將推出另外三個課程。能不能如期開課要看參加者們的反應。 

另一個是「兩年事工培訓計劃」（Ministry Training Strategy: two years internship）。

此計劃是在訓練那些有興趣或明白呼召的人，在教會實習，接受牧者的培訓和指導。

感謝主，今年有兩位青年人參與此計劃，一位在謝恩堂，另一位在榮恩堂。期盼他們

得到美好的培訓。 

也許年會領導層不夠瞭解本會英語青年人的需要，他們所面對的困難，以及其他非本

宗的英語教會對他們的影響。盼望青年指導和年會青年職員們有建設性的溝通。本人

比較擔心的是有些青年人對認識本宗的起源與歷史、信仰與神學、特徵與組織沒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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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也不認同本會的行政。唯有迫切祈求上主興起愛主的衛理青年！ 

(5). 綫上主日崇拜 

由於疫情的緣故，從去年三月開始教會主日崇拜、團契聚會、小組查經、事工訓練、

和各種會議都改由綫上進行。針對綫上主日崇拜，本人想與大家提出一些看法和改進。

一開始，本人是持有無奈的心態，參加綫上主日崇拜或向自己的電腦講道（因看不見

會衆）。經過一年來的反思，本人現在接受這樣的新常態。 

本人想到，從舊約到新約，我們看見敬拜神的方式在轉變：第一、在摩西時代—會幕

式的敬拜；第二、在大衛王朝時代—聖殿式的敬拜；第三、在被擄期間—會堂式的敬

拜。在新約，主耶穌清楚説明，「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

撒冷。…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因為父要這

樣的人拜祂。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 4:21-24）因此，

今天我們無論在實體敬拜神或是綫上敬拜神，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

祂。 

大部分本會的堂會在進行綫上主日崇拜時是采用 Youtube 直播。本人認為這樣做法不

理想，因為主日崇拜 Youtube 直播不能達到團體一起崇拜的效果，參加者只是觀賞禮

拜，沒有什麽參與感，更沒有任何的委身感。參加者很可能不準時參加崇拜，也可能

在崇拜時還進行其他活動，甚至可能隨時離開崇拜，反正無人看到他觀賞禮拜時的舉

動。因此，這樣的綫上崇拜沒有在綫群體（online community）的真實感。本人建議

本會堂會在必要進行綫上主日崇拜時，考慮采用 Zoom 平臺。大家準時參加崇拜，在

Zoom 平臺裏打開個別的視頻，每主日安排不同的人禱告、讀經、見證，講員講道時

也可以和會衆有互動的對話，家事報告時也有新朋友介紹。崇拜後，鼓勵大家在綫上

分組交流 10-15 分鐘。如果能夠這樣進行在綫崇拜，弟兄姐妹們就能感受到在綫群體

的真實感。 

三、計劃與展望 

(1). 落實 2022 年「裝備教會、參與宣教」計劃 

當我們持續操練「常在主里，多结果子」、「建立家庭，忠心事主」和「關懷社區，

為主得人」，明年我們還要邁向「裝備教會、參與宣教」。合神心意的教會應當要關

心普世宣教的事工。本人曾經向大家説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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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舊約或是新約聖經，我們都很可以看到我們所敬拜的上帝是「地上萬族」的上

帝，祂也是宣教的上帝，祂希望地上的萬族能夠蒙福。著名舊約教授 Walter C. Kaiser 

Jr 提到，當人類墮落、洪水淹沒大地、建造巴別塔的野心失敗等事件發生後，神曾賜

下偉大的救贖信息。（參創 3:15，9:9-27 及 12:1-3）對 Kaiser 來説，舊約有三段重要

的經文（創 12:1-3、出 19:4-6、詩 67）清楚説明，神向所有以色列民頒佈宣教使命。

神在祂永恆的計劃與心意裡，常常把向萬邦傳述祂恩典的責任交託給以色列，神定意

要以色列成為傳述祂救恩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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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藉基督和祂的教會來成就。新約聖經一開始便提到亞

伯拉罕，馬太福音是以「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諸：亞伯拉罕

生以撒……」來開始。對馬太來説，得到這應許的不一定是亞伯拉罕的血緣後代，而是

屬靈後代，就是要以悔改和信心迎見彌賽亞。馬太福音記載耶穌說：「我又告訴你們，

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

8:11） 

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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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心願是地上的萬族都能

在祂的國度裡面有份。啓示綠記載，約翰在異象中看到「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

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啓

7:9）這裏的許多人是指那些相信耶穌救贖大功的外邦人。 

如何裝備教會參與宣教的工作呢？在 2019 年的會督演辭中，本人曾經建議一些可行的

行動，例如：培育信徒有普世宣教的異象和使命；組織教會的福音隊，操練個人佈道

事工；差出短期宣教隊去體驗海外宣教工作；為長期宣教士儲備他們的生活費；差派

合適的宣教士到工場。本會也可以考慮在澳洲本土參與異文化的宣教工作。 

為要實現本會參與普世宣教事工，本人認為我們最基本的功夫是裝備教會牧者、領袖

和弟兄姐妹們有主耶穌那樣愛失喪者的心--「耶穌走遍各城各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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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困苦

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

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 9:35-38） 

我們怎麽能夠有主耶穌那樣愛失喪者的心呢？本人提共三方面給大家參考：第一、我

們要效法耶穌的使命。在路加福音 19:10，耶穌宣佈祂來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上帝渴望每個人都能被那改變生命的福音大能所觸摸並得著。正如耶穌在地上行走時

尋找失喪的人一樣，今天祂仍然在尋找失喪的人，我們是祂的使者。身為耶穌的使者，

耶穌的使命也應該是我們的使命。第二、我們要看到成熟的莊稼。在約翰福音 4:35，

耶穌說：「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

莊稼已經熟了（原文是發白），可以收割了。」耶穌用田間正在生長的莊稼作為一個

實際的教訓，來說明接觸失喪者的緊迫性。當麥子成熟時，收成不能遲延，否則就會

倒在地上損失了。身為耶穌的門徒，我們需要求主幫助我們憐憫失喪的靈魂，並求使

用我們出去收割成熟的莊稼。第三、我們要明白地獄的可怕。關於神的最後審判，這

的確是一個事實，因為聖經上有明顯的教導。耶穌談到地獄的次數比聖經中任何人物

加起來都多。在福音書裏，祂他談論地獄多於天堂。當不信者死去時，他們會立即意

識到地獄的痛苦、苦難和折磨，如耶穌在路加福音 16:22-24 所描述的。這樣的知識肯

定激勵我們哎失喪者的靈魂，盼望他們能夠有機會聽聞並接受福音。 

本會宣教部計劃在 2025 年派遣一名全職長期宣教士（與宣教機構合作），由宣教部全

額資助，此後每年增加一名。到 2030 年，我們期盼有 7 名長期宣教士由 CMCA 派遣和

資助到世界各地。此計劃非常龐大，相信帶給本會很大的挑戰，特別是長期宣教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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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和支持宣教士費用的來源。有關宣教士候選人，我們求神打發祂自己的工人。有

關支持宣教士費用，希望各堂會願意從現在支持宣教事工的 2%，每年增加 1%，至到

10%。（目前大部分堂會支持宣教事工的經費佔堂會收入的 2%。）請查閲宣教部詳細

的報告。讓我們的年會積極參與普世宣教工作，順從主耶穌的大使命。 

(2). 培育工人的迫切性 

目前本會在職的 22 位長牧中，按照 65 歲退休年齡來算，今年底有 2 位退休，2022-

2025 年有 4 位退休，2027-2030 年有 6 位退休。盼望本會的牧者和各堂會的領袖們看

見培育工人的迫切性，大家能夠積極商討並提供可行的政策和計劃。 

除了積極禱告之外，求恩主在本會興起更多的傳道人，各堂會也應該在會友中尋找有

獻身心志的基督徒，並鼓勵他們在本會「真道學院」或本地神學院就讀一些神學課程。

過去的年會青年團契每年舉辦全國衛理青年大會，在主題講道中呼召青年人獻身作傳

道人。其實，現在我們可以使用宣教週或特殊的星期日如青年主日、初成/成年主日來

傳遞「主可以差遣誰去？」的信息。 

牧職部或教區牧職執行委員會可以計劃在不同的城市舉行兩天一夜的「獻身營」，探

討「我為什麼要考慮全職傳道？」、「如何明白上帝的呼召？」等課題。當中也請本

會的神學生分享他們的見證。各堂會牧者應該定期召集這些獻身的基督徒，鼓勵和指

導他們走全職事奉的路。每個牧者和退休牧者若願意每兩周花一個小時栽培這些獻身

的基督徒，肯定本會生學生的人數會增加。 

另外，本會也必須加強「真道學院」運作模式。希望這學院能夠有更多修學分的學生

就讀、安排更多的在綫課程，並有全職或半職的老師、行政同工。要辦好一間學院，

除了有足夠的人力，也需要有豐富的財力。其實，在過去的九年裏，我們都在缺乏人

力和財力。感恩的是，本院有栽培幾位的本處傳道，而且有一位畢業生在墨爾本一間

教會擔任傳道人，被按立為他們教會的牧師了。盼望新一屆的董事會能夠有比較周詳

和長遠的計劃，讓這個學院有一日可以訓練出有本宗特色的傳道人。同時，也盼望本

會的弟兄姐妹們能夠看重神學訓練的重要性，而願意在金錢上大力支持本院的事工。 

(3). 考慮退出世界衛理公會理事會 World Methodist Council (WMC)，並加入全球衛理

公會 Global Methodist Church (GMC) 

首先，簡單介紹這兩個組織：(1) 世界衛理公會理事會（WMC）是由 80 個衛理公會、

衛斯理會和相關的聯合和聯合教會組成，代表 138 個國家/地區的超過 8000 萬成員。

它通過鼓勵、授權和服務成員教會，好使大家能夠在團結中見證信仰、促進世界宣教

以及促進普世和跨宗教活動的參與。 

(2) 全球衛理公會（GMC）由來：美國「聯合衛理公會」長期因同性議題爭議於 2020

年 1 月 3 日宣佈分裂。堅持男女夫妻制者成立「全球衛理公會」。由「衛斯理聖約協

會」（Wesleyan Covenant Association）及 17 名成員成立過度領導理事會，而下屆聯

合衛理公會總議會（2022 年 8 月 10-14 日）、將正式宣佈分家。全球衛理公會正式成

立後不久，當地教會就可以加入。過渡領導理事會主席波耶特（Keith Boyette）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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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說：「全球衛理公會的主要宗旨，是建立耶穌基督的門徒，致力於熱情敬拜、彼

此相愛與勇敢見證。」另外，GBC 將堅持「傳統上對基督教婚姻的教導，認為這是男

人和女人之間的盟約，也是上帝為人類性表達所設定的條件。」有關全球衛理公會更

詳細資料，請查閲 www.globalmethodist.org 網頁。 

本會於 2005 年正式加入世界衛理公會理事會，被接納成為衛理公會大家庭的成員之一。

從世界衛理公會理事會近年來所出版的 Frist Friday Letter 月刊中，我們獲知 WMC 在性

别议题上，倾向包容及开放的解释，這與本會信仰立場不同。本人提議本會應該考慮

退出世界衛理公會理事會（WMC），並加入全球衛理公會（GBC）。當聖經原則被藐

視，聖經的權威被踐踏時，留在這樣的組織中沒有多大的意義。 

結語 

感謝會督理事會的成員對本人及師母的關心和愛戴，並在禱告中常常記念我們的需要。

也很感謝那些牧者同工們把每周會督所列出的禱告事項帶到教會的禱告會，讓更多的

肢體為本人和年會的需要獻上禱告的祭。 

年會還有其他重要的聖工，敬請大家閲讀各部主席的報告書。最後，小僕再次呼籲全

體牧者、諸位代表，同心配搭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求神幫助我們都以清潔的良心和

正確的動機，事奉那位為我們捨命的主基督。 

 

主僕， 

 

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永森會督 

 

 

  

http://www.globalmethod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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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21 CMCA 各堂會主要的社會關懷活動 

Appendix 1: Main social care activities of CMCA churches in 2021 

EMP MC • Support MM&M India Appeal. 

•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hoebox. 

Sherwood MC • Sherwood MC sisters made wool beanies and socks and donated to RSL and 
local community services. 

•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hoebox. 

Carlton MC • Partnership with Anglicare, Red Cross, and Uniting Annesley Haberfield 
through blood donation and caring for those who were homeless, mentally 
ill, and disadvantaged in our local community. 

• Sending mission fund and prayer supports for overseas social concern needs. 

Redeemer MC • Observing 40 Days Lent “Fast, Prayer and Give” from 17/2 to 4/4/2021 to 
participate and to donate money saved from fasting toward Christian Social 
Concern Fund. 

• Essential care packs consisting of hand sanitizer, toilet papers and face masks 
were delivered to elderly families (26x packs) as a way of showing our care 
for them during pandemic lockdown time. 

• Woolworth gift cards were mailed to elderly members during the parent 
Sunday week as a token of our love and care for them. 

Mercy MC • Supported MM&M India appeal ($9,850.00 was collected). 

• Raising fund ($5570) for a missionary who was diagnosed of lung cancer. 
After he has gone with the Lord on Easter Sunday, Mercy MC raised more 
fund ($5600) to assist his wife and two children. 

• Asking our members to donate food in support of our local foodbank during 
the Christmas Festive session. 

Canberra PC • Helping Lisa whose husband is suffering kidney failure. 

• Providing support for Nick’s family as their baby was severely underweight. 

• Giving care to a person who suffered suicidal thought during Covid. 

Camberwell 
MC 

• Church & members support MM&M in providing Covid aids to India & Nepal 
(Church supported A$30,000.00) 

• August’s Food Drive to support Iranian Church for Christ (raised $2150.00) 

• Support HISTEAM, Malaysia in provide social care (partnering with churches 
in Malaysia) (Church supported A$20,000.00) 

Trinity MC • Supported MM&M India appeal ($12,100.00 was collected). 

• Blood donations drives in April (2 times), 7 participants. 

City Light MC • Present gifts to two old-folks home during Christmas and Parent's day. 
Showing cares and loves towards the old-folks home residents. 

• Weekly live streaming prayer meet that also prays for the community. Pray 
for COVID, Victoria legislative situation and etc.. 

Preston MC • In December 2020, Preston MC donated AUD2700 to Nepal churches for 
providing 500 dinners and distributing 40 winter clothes to homeless people 
on the streets of Kathmandu, as well as children's Christmas gifts of Nepal 
churches.  



5.10 
 

• ICC (International China Concern) promoted the donation of red envelopes 
for China orphanages on Chinese New Year Sunday Service at 14 Feb. 2021. 
Total raising fund is AUD1260. 

Monash MC • Organised an online medical talk on 24/07/21. The speaker was Dr Yeng 
Kwang Tay.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 participants. 

• Caring for a single mother family. Thank God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join our 
church and are going to be baptised. 

Glory MC • Blood donation on May 1st. (6 participants) 

• Collected imperishable food from the congregation and delivered to Knox 
Infolink on 7/7. 

• Encourage member to approach pastor and group leaders for any emotional 
supports and mental supports during this extended lockdown. 

Goodwood MC • Conducted an online auction and managed to raise $953 for Hutt Street 
Centre supporting homeless community. 

Holy MC • Giving gifts to elder over 60 years on Parents Sunday. 

•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hoebox. 

• Caring giving gifts to elder over 60 years on Parents Sunday: church members 
take turn to deliver food and accompany her after her operation for two 
weeks time. 

Praise MC • Do not undertaken any social concern ministry. 

Praise NW PP  • Community meal and food delivery to the community on every Tuesday 
evening. 

• Vinnie van at church site to provide hot foods and drink as well as 
information support to the community on every Thursday. 

• Has setup Emergency food relieve open to the community. 

• Burnie PP is Christmas Operation shoe box Drop-off and collection point in 
Burnie. 

Faith MC • Conducted few English learning sessions since April 2021. 

• Broaden our view of Christian Social Concern Ministry and have a greater 
idea of the special ministry in Hobart through the Prison Ministry talk by 
Pastor Norm. 

• Organized Chinese New Year, Dumpling Festival and the Mooncake festival 
gatherings in outreach and to get to know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Hobart. 

Kingsway MC • Study on Methodist Social Creed through small groups. 

• Cyber Security talk was held on 11th Sep. 

• Kingsway Street Party was held on 11th Sep. supported by Local Council with 
a grant of $300. 

Immanuel MC • Brightwater Ministry on 1st Saturday of Every month with restricted 
visitations only. 

• Salvation Army – Clothing and Goods during 8/8 – 25/8. 

•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hoebox. 

Grace MC •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 Completed Bushfire, Flood, Cyclone ($1500) 

• COVID Support Relief – completed, India MMM and Compassion (~$6000) 

• Myanmar Support: $2000 was donated to Methodist church at Myanma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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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on to help Covid-19 related victims. 

• Caring for Homeless: Red discipleship students made food and gifts for the 
homeless on 14/08/2021 and evangelises to them. 

•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hoebox. 

Gospel MC • Feb 2021 Lord Mayor’s Bush Fire Distress Relief Fund. 

• Promote MMM India Covid Appeal in May. 

• October 2021 Salvation Army non-perishable food collection. 

Hope MC • To raise fund for the Persian ministry. 

• Prison Ministry in Korat: To demonstrate Christ’s love to prison inmates 
through toiletries care packages. 

•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hoebox. 

• Blood Donation: Encourage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Sep. Blood drive. 

Calvary MC • Salvation Army –Food Bank: Twice a year, Before Christmas and Before Easter. 

• On April 5th, the church allocated $500 yuan to help a family in needs during 
Covid. 

• Promote MMM India Appe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