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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演辭（2022） 

 

諸位主内同工、牧區代表，特別來賓們，我們感謝上主的慈愛與恩典，大家能夠平安

地來到布里斯本出席今年的年會議會。非常高興，經過將近三年的新冠疫情之後，今

年我們終於可以實體地聚集在一處開會。但願在幾天忙碌的會議中，我們也享受在一

起溫馨團契的時光和實踐彼此相愛的生活。 

小僕人奉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名向各位請安！願上帝的厚恩與平安常與諸位同在。

在此特別真誠地歡迎遠道而來的新加坡衛理公會會督黃昌榮博士，以及新西蘭衛理公

會臨時年議會會長龔紫陽博士和會友領袖林國炎醫生。黃昌榮會督明天早上才能來到

我們當中，因為今晚他在新加坡要主持按牧禮。我們很謝謝龔紫陽會長接受我們的邀

請，擔任本届開幕禮的講員。 

當然，本人也歡迎各位同工和各牧區正式代表、神學生和旁聽者們來參加這次第 21 屆

的年會議會。今年是選舉年。相信大家非常期待新一任的會督和他/她的團隊。敬請大

家多一天的禱告和等待，我們將在明天下午才舉行新一任會督，各部主席和部員的選舉。 

一、感謝恩主 

首先，小僕非常感謝恩主耶穌基督的引領、眷顧和幫助，靠著祂所賜予的智慧、力量

與憐憫，讓本人能夠完成擔任四年的會督。這四年事奉的日子真是很不容易。不只要

面對牧者同工的問題，地方教會與年會的張力，我們又要處理疫情帶給教會的各種挑

戰。其次，也要感謝許多支持小僕的牧職同工和教會領袖們。每逢我探訪各城市時，

你們都給予真誠的接納和熱情的招待，讓我經歷事奉中的喜樂。另外，感謝那些忠心

為本人和年會事工代禱的禱告勇士。從 2019 年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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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僕雖然無法向所有幫助過我的牧職同工和教會領袖們一一提名，但是有必要向以下

幾位道謝： 

• 廖玉強牧師、陳廷忠牧師和龔紫陽會長，幫忙擔任 2019 傳道師退修會臨時講

員；龔紫陽會長也擔任該屆年會議會開幕禮和閉幕禮的講員（因原本受邀請的

講員-邢福增博士-無法離開香港前來澳洲）。 

• 各位積極推動年會各部聖工的主席和部員們。 

• 執行部成員們給予小僕的支持。 

• 年會財政黃新台弟兄幫忙處理年會財務以及編寫「司庫手冊」。 

• 藍秉賢牧師協助更新本會 2020 法規的修訂版。 

• 那些慷概地奉獻金錢支持購買教堂、真道學院、神學生助學金、海外宣教等等

經費的信徒。 

• 會督關懷理事會的成員對小僕以及家人的關心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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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督職責 

在這四年擔任會督的年日中，因著新冠疫情的肆虐，將近有兩年的時光無法前往澳洲

各城市拜訪各教會，更不用說到海外參加實體的會議，和關心宣教區的教會。仍然可

以感恩的是，我們可以藉著在綫平臺舉行各種訓練、聚會和會議。在這期間，本人盡

量探訪 CMCA 各教會，包括宣教區的教會，簡報如下： 

2018/12/8-9 巴新基督教衛理公會 成立宣教議會、講道 

2019/2/23-24 

2019/3/8-12 

2019/3/15-17 

2019/4/20-22 

2019/5/17-19, 24-26 

2019/6/24 

2019/7/9-10 

2019/7/27 

2019/8/25 

2019/9/30-2019/10/1 

2019/10/14 

2019/10/18-20 

2019/10/26 

2019/11/2-3 

2019/12/29 

澳西教區 

所羅門群島溢恩堂 

新西蘭臨時年議會 

聖恩堂 

真道學院 

新加坡 

詩巫 

救恩堂和佳恩堂 

福恩堂 

澳西教區 

澳東教區 

巴新基督教衛理公會 

墨爾本謝恩堂 

阿德萊德 

慈恩堂 

擔任領袖座談會、培靈會講員 

主持溢恩堂獻堂禮、講道 

參加會議、講道、主持按牧禮 

擔任教會營講員 

教導《聖經詮釋》課程（實體+在綫平臺） 

參加 WFCMC 神學委員會會議 

參加 WFCMC 首長會議 

擔任衛斯理救恩論講座會講員 

擔任福恩堂 30 周年感恩崇拜講員 

擔任教區牧者退修會講員 

與澳東教區牧者交流會、參加教區議會 

主持第一届宣教議會、講道 

參加澳南教區議會、負責靈修分享 

擔任執事訓練會, 30 周年感恩崇拜講員 

主持成立慈恩堂典禮、講道 

2020/1/4 

2020/1/5 

2020/1/10-20 

2020/2/22-23 

2020/2/29 

2020/4/12 

2020/6/12-14, 19-21 

2020/9/22 

2020/10/17-18 

2020/10/24 

2020/12/12 

2020/12/25 

救恩堂和佳恩堂 

佳恩堂 

以色列信心之旅 

澳西教區 

聖恩堂和思恩堂 

預錄視頻給各教會 

真道學院 

 
巴新基督教衛理公會 

澳南教區 

 

預錄視頻給各教會 

擔任衛理之夜講員 

擔任佳恩堂 3 周年感恩崇拜講員 

帶領一團 42 人前往以色列和約旦 

擔任領袖座談會、培靈會講員 

擔任衛理之夜講員 

負責復活節講道 

教導《新約概論》課程（在綫平臺） 

參加 WFCMC 首長會議（在綫平臺） 

主持第二届宣教議會、講道（在綫平臺） 

參加教區議會、負責靈修分享（在綫平臺） 

參加感恩堂獻堂禮（在綫平臺） 

負責聖誕節講道 

2021/1/9 

2021/4/10-11 

2021/5/15-16 

2021/7/9 

2021/7/13 

2021/7/14-15 

2021/7/21 

2021/7/25, 8/1, 8, 22 

2021/10/23 

2021/10/23-24 

2021/11/14 

澳南教區 

救恩堂和佳恩堂 

聖恩堂和思恩堂 

EEU Conference 

 

WFCMC 

 

Online Sunday School 

澳南教區、澳東教區 

巴新基督教衛理公會 

救恩堂 

參加規劃論壇、負責靈修分享（在綫平臺） 

擔任領袖座談會、衛理之夜講員 

擔任衛理之夜講員 

擔任 EEU Conference 講員 

參加 WFCMC 首長會議（在綫平臺） 

參加第七届神學研討會（在綫平臺） 

參加 WFCMC 神學委員會會議 

教導《新約概論》課程（在綫平臺） 

負責靈修（在綫平臺） 

主持第三届宣教議會、講道（在綫平臺） 

擔任救恩堂 30 周年感恩崇拜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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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15 

2022/3/20 

2022/4/24 

2022/5/15 

2022/5/21 

2022/6/5 

2022/6/9-13 

2022/7/2-3 

2022/7/23 

2022/7/30 

2022/8/20 

2022/8/21 

2022/9/18 

2022/9/29 

2022/10/22-23 

2022/10/29 

 
佳恩堂 

CMCNZ-ILI-Online 
慈恩堂 

澳西教區 

頌恩堂 

新加坡 

阿德萊德 

墨爾本 

朗塞斯頓 

布里斯班 

福恩堂 

主恩堂 

WFCMC 
巴新基督教衛理公會 

澳東教區 

參加 WFCMC 首長會議（在綫平臺） 

主持佳恩堂獻堂禮、講道 

教導 ILI「設定目標」一堂課程（在綫平臺） 

主持慈恩堂獻堂禮、講道 

擔任衛理之夜講員 

擔任頌恩堂 25 周年感恩崇拜講員 

參加 WFCMC 首長會議和宣教大會 

擔任衛理領袖論壇講員 

擔任衛理領袖論壇講員 

擔任衛理領袖論壇講員 

擔任領袖訓練、衛理之夜講員 

擔任福恩堂 33 周年感恩崇拜講員 

擔任主恩堂 28 周年感恩崇拜講員 

參加 WFCMC 首長會議 

主持第四届宣教議會、講道 

參加澳東教區議會、負責靈修分享 

（備注：以上的記錄不包括本人在不同教會的一般主日崇拜講道。非常感謝各教會牧

者們給予小僕許多教導和講道的機會。年會會友領袖林國地弟兄一起出席領袖座談

會、衛理之夜等聚會，協助指導安全教會政策。） 

三、回顧過去 

3.1 本會 2019-2022 年一些主要事工、重要事件 

2019 年 

• 2/6-16 衛理醫療與宣教組織一團 6 人短宣隊前往印度 Warangal, Telangana 的村莊。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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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8-12 有 51 位來自不同城市的青年領袖參加 EEU 大會。 

• 7/19-28 佈道部舉辦全國七個城市巡迥的佈道培靈會。講員：李順長博士；主

題：美化人生七訣。 

• 8/2-4, 10-11 崇拜研討會「真實的敬拜」在柏斯和墨爾本順利進行，講員：美國

衛理公會長牧及崇拜學教授卓俐康絲博士和施謙益牧師。 

• 8/25 福恩堂慶祝 30 周年感恩崇拜。 

• 25–30/9 佈道部洪南明牧師帶領堪培拉短期佈道團隊，共有六個堂會 33 位短宣

隊員在澳洲國立大學的校園裡接觸華人學生們。 

• 11/3 思恩堂慶祝 30 周年感恩崇拜。 

• 12/1 副牧按立：陳方恩牧師。長牧按立：林良敏牧師，張濟富牧師，李金龍牧

師和劉孫宏牧師。 

• 12/10 神恩堂影音團弟兄姐妹們主演「如果我能唱」在 Rocks Church 首影，超出

400 人參加！ 

• 29/12福恩堂Wishart佈道站升格為慈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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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 LAMM 為本會第二代青年人提供初級神學課程：Christian Spirituality (19 attended); 

Introduction to OT (15 attended); Introduction to NT (16 attended). 

• 2/15 澳南教區在榮恩堂舉辦一天的講座會--「重建家庭事工，翻轉復興教會」，共

有四講，由蔣祥開弟兄主講。 

• 3/29 由于政府对新冠疫情的管制，主日崇拜在綫上平臺舉行。 

• 4/10 由于崇拜场所受限制，崇拜與音樂部预录的耶稣受难日崇拜在 YouTube 播

放。主题为「耶稣的十架七言」。 

• 因新冠疫情，年會青團於七月份不能舉辦 EEU Conference，決定通過 Zoom 進行

在綫網絡研討會。 

• 8/7-9 第一届家庭門訓大會，講員：池金代會長；主題：「回家」。約有 550 位

弟兄姐妹們參加。 

• 11/27-28 本會年會議會首次通過在線平台進行。各城市的正式代表們聚集在所

指定的地點透過 Zoom 舉行會議。 

• 11/28 長牧按立：鄭義強牧師。（按牧禮於 2022 議會中舉行） 

• 12/12 感恩堂舉行獻堂禮。因邊境關閉，黃永森會督委任官佰全榮譽會督主持。 

• 支持跨文化波斯人福音事工。2020 年目標捐獻$55,000，實際捐款為$55,000。 

• 本會採用 NCCA 的《兒童安全政策》作為我們的總體指導。CMCA 完全致力於維

護兒童，年輕人和弱勢群體的安全。 

2021 年 

• LAMM 為本會第二代青年人提供初級神學課程：Biblical Interpretation (22 人參

加), Church History (7 人參加), Christian Worship (11 人參加) 。 

• 2/26 佳恩堂在 3, Hartley Road, Seven Hills, NSW 2147 購買一棟建築物作為教堂。 

• 5/19 慈恩堂在 13, Plumbs Road, Tanah Merah, QLD 4128 購買一棟教堂。 

• 5/23 神恩堂慶祝 25 周年感恩崇拜。 

• 7/5-9 EEU Conference，共有 54 青年人參加。 

• 7/25 宣恩堂慶祝 10 周年感恩崇拜。 

• 8/13-15 第二届家庭門訓大會（中文），講員：鄭摩西牧師；主題：「神的祝

福：福音與家庭」。約有 400 位弟兄姐妹們參加。 

• 8/27 宣教部舉辦「2021 網絡宣教研討會」。主題：「21 世紀宣教新趨勢」；

講員：王寳星牧師。另設三個工作坊： 城市宣教，日本教會的困境，柬埔寨學

生宿舍事工。 

• 9/10-12 第二届家庭門訓大會（英文），講員：鄭摩西牧師；主題：God’s 

Kingdom Blessings: The Gospel and the Family。約有 300 位弟兄姐妹們參加。 

• 9/19 蒙恩堂慶祝 30 周年感恩崇拜。 

• 11/14 救恩堂慶祝 30 周年感恩崇拜。 

• 11/26-27 本會年會議會再次通過在線平台進行。 

• 11/27 副牧按立：高秋雄牧師和劉智恩牧師。長牧按立：Rev Sean Kong，于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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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和陳方恩牧師。（按牧禮於 2022 議會中舉行） 

• 基督教教育部開設綫上主日學班：聖經詮釋(英), 新約概論(中), 舊約概論(中)。 

• 支持跨文化波斯人福音事工。2021 年目標捐獻$44,000，實際捐款為$40,000。 

2022 年 

• LAMM 為本會第二代青年人提供初級神學課程：Christian Theology (16 人參加), 

Methodist Studies (10 人參加). 

• 3/13 宣教部舉辦「數碼宣教」講座會，探索線上平台海外宣教新方式。 

• 3/20 佳恩堂舉行獻堂禮，由黃永森會督主持。 

• 4/19-28 佈道部洪南明牧師帶領朗塞斯頓和伯尼的短期佈道團隊，向當地居民傳

揚福音。 

• 5/15 慈恩堂舉行獻堂禮，由黃永森會督主持。 

• 6/5 頌恩堂慶祝 25 周年感恩崇拜。 

• 6/9-13 WFCMC 在新加坡舉行宣教大會，本會有 99 位在綫上參加。 

• 7/10 美國 Asbury 神學院講師 Gregg Okesson 博士在悉尼主講兩堂宣教講座。 

• 7/12-13 美國 Asbury 神學院講師 Gregg Okesson 博士在墨爾本主持特別講座，題

目：Public Witness in a Complex World. 

• 8/12-14 第三届家庭門訓大會（中文），講員：龔紫陽會長；主題：「基督徒家

庭與信仰傳承」。約有 300 位弟兄姐妹們參加。 

• 9/24-30 佈道部洪南明牧師帶領堪培拉短期佈道團隊。 

• 9/16-18 第三届家庭門訓大會（英文），講員：Robin & Ruth Lim；約有 100 位弟

兄姐妹們參加。 

• 基督教教育部開設綫上主日學班：教會音樂與崇拜（中）；聖經中的出埃及記

（中）；基督徒的呼召與使命（英）；啓示錄（中）；教會歷史（英）。 

• 支持跨文化波斯人福音事工。2022 年目標捐獻$33,000，實際捐款為$37,000。 

• 除了一間在布里斯班的教會，其他各堂會都與年會簽署一份備忘錄，於 2019 議

會上通過的議決。 

• 衛理大樓屋瓦翻新已於九月完工，總費用為澳幣$157,107.50。 

3.2 本會 2019-2022 年主題與副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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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特點方面，小僕都建議兩個實際

的行動： 

• 追求合一方面：(1) 對付自己，(2)遵守《法規》。 

• 同心禱告方面：(1) 建立個人禱告負擔，(2)更新禱告聚會内容。 

• 培育門徒方面：(1)重整門徒訓練的方向，(2)重整團契聚會的方向。 

• 活出主愛方面：(1)在教會關心有需要的肢體，(2)在社區設立衛理關懷中心。 

• 普世宣教方面：(1)培育「胸懷普世」的基督徒，(2)培育「帶職事奉」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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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本會所定的主題「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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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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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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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穩固的信仰根基，我們就當在家庭、社會，以及普世中作合神心意的門徒。從

2020-2022 年本會舉辦三屆全國性的《家庭門訓》大會，透過網路連線直播，邀請各

牧區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們參加。第一屆以中文為主，第二届和第三屆以中英分開來舉

行。另外，從 2021 年開始，本會定九月份第二個主日為「家庭主日」，幫助大家看重

家庭事工，信仰傳承，建立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 

除了在家庭中，我們也必須在社會中作合神心意的門徒。對衛理公會來說，社會關懷

事工是教會重要的事工之一。會祖約翰衛斯理非常重視關懷社區中的需要，並給予實

際的行動。在 2021 年，基督徒社會關懷部出版中英小冊子和錄製視頻剪輯介紹該部的

事工計劃，舉辦「教會與社會關懷」綫上講座會。該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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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該部又舉

辦多次綫上與社會關懷有關課題的講座會，呼籲各教會奉獻金錢幫助馬來西亞和澳洲

新南威爾士州和昆士蘭州水災災民，得到大家慷慨的支援。 

合神心意的門徒也必須胸懷普世，參與海外宣教事工，因為我們所敬拜和事奉的上帝

就是一個宣教的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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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會理當成為

宣教的教會。 

被神重用的當代宣教領袖 Dr. Seamands 在被人詢及宣教的根基時，曾說：宣教的使命

不是基於少數幾節經文，而是全本聖經；不只是一些命令，而是整本聖經的精髓。從

整本聖經，神給教會一個明顯的目標--「宣教」。根據舊約，永活神是一位宣教的

神；根據福音書，復活的基督是一位宣教的基督；根據使徒行傳，聖靈是一個宣教的

靈；根據使徒書信，基督教會是一個宣教的教會。 

去年宣教部提出一個偉大的計劃，希望本會在 2025 年差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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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和支持宣教士費用的來源。今年七月，上帝特別安排

Asbury 神學院講師 Gregg Okesson 博士在悉尼參加會議之後，接受我們的邀請，在救

恩堂主講兩堂宣教講座。另外，我們經歷恩主在感動一些弟兄姐妹們積極奉獻宣教經

常費和長期宣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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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望未來 

4.1 明年主題 

今年七月十六日執行部會議中決定了明年主題為：「作主門徒、傳揚福音」。對基督

徒來説，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和熟悉的課題，可是，很多基督徒（包括基督徒領袖）在

實際行動上需要更多的操練。這也是初期衛理公會信徒所看重並實踐的信仰生活。約

翰衛斯理告訴他的傳道人包括本處傳道們，他們「除了拯救靈魂無事可做」。當年衛

理公會在英國、美國、印度、東南亞各地教會被建立起來，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衛

理信徒遵守「務要傳道」的命令。盼望感動會祖約翰衛斯理的靈繼續感動本會的牧

者、執事、職員和弟兄姐妹們，大家以實際行動活出耶穌眼中的真門徒。 

在約翰福音書中，主耶穌曾經三次說道：「你們若………，你們就是我的門徒。」約翰

福音 8:31 記載，「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

徒。」真門徒的第一特徵是「常守主道」。簡單來說，就是把主的道理遵行出來，或

是說「按主的教訓而生活」。約翰福音 13:34-35 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

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

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真門徒的第二個特徵是「彼此相愛」。因此，我們

可以說，耶穌眼中的真門徒是實踐彼此相愛的基督徒。約翰福音 15:8 說，「你們多結

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真門徒的第二個特徵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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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人的果子（羅

1:13，林前 16:15）。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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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們活出好見證來領人歸向神。這是傳揚福音的必

要途徑。 

4.2 七項建言 

(1) 積極支持年會行政 

這四年擔任會督讓本人感覺本會的牧者、各牧區的領袖和衛理子民對年會的向心力有

待加强，可以更積極支持年會行政。不少領袖們所關心的只是自己所屬的堂會，有的

領袖覺得每年繳納給年會那麽多的錢，自己的堂會從年會得到什麽。有些覺得自己的

堂會有自己的 ABN，自己有自主權，為何還需要聽從年會的管理呢？如此想法的領袖

們是否忘記自己本身就是年會的一分子？為了積極支持年會，盼望大家認真再思衛理

公會的行政和衛理精神。不然，有些堂會就變成在衛理公會系統中的獨立教會。 

本人呼籲牧者、堂會代表們務必支持下一任會督的領導，除非他的計劃和行動不合聖

經的真理或對本會的工作有破壞性。牧者、堂會代表們也要帶領個別堂會的弟兄姐妹

們積極支持會督和年會的行政。就算選上的會督不是你所投票支持的那一位，你也應

該服從三分二代表們所做出的選擇，不然年會的工作不容易推行。 

(2) 擬定教牧支援計劃 

教牧同工們在他們事奉的道路上常常面對許多的壓力與挑戰。幾年神學院的訓練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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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夠讓他們足夠去應對他們的牧養生涯。教牧同工經歷「耗盡」（burnout）是屢見

不鮮的事情，也是教牧離開事奉職位的主因之一。耗盡會導至工作滿足感降低、缺勤、

士氣低落、工作質素減低，亦會增加轉換工場。盼望牧職部能夠擬定教牧支援計劃，

例如安排合適之生命導師（mentors），建立屬靈的師徒關係。路易士（Rick Lewis）的

Mentoring Matters: Building Strong Christian Leaders 是探討有關課題的好開始。 

為甚麼我們需要生命導師？韓霍華、韓威廉（Horward Henricks & William Henricks）這

對父子檔所寫的《鐵磨鐵》（As Iron Sharpens Iron），提示我們如下的答案：(a) 生命

導師可以促成真正的成長與改變：生命導師本質上是一名教師。他不是像課堂上的老

師已經預備好的一系列的教材，乃是按著你所提的問題而教導你。(b) 生命導師是可以

效法的榜樣：屬靈成長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我們可以有各種知識，但除非我們付諸

實踐，否則我們沒有任何學習的證據。當我們有人指導我們生命的成長，並定期與我

們聚在一起，我們就更容易更有效地達成目標。有些壞習慣也容易祛除。 

(3) 培育領袖的接班人 

培育領袖的接班人，不論在教會和福音機構，都視為重要的行政策略。教會不單要帶

領人相信主耶穌，加增教會的人數，也要積極的透過培養領袖去培增領袖。身為教會

的領袖必須懂得辨認那些是可造之才，並懂得怎樣裝備其他信徒成為將來教會的領

袖。一些可行培育領袖的步驟：物色合適的人選、提供訓練的機會、發掘他們的恩

賜、肯定他們的優點、賦予他們責任和權力、定期與他們做檢討…。 

領導者必須能信任人，願意把責任交給手下的人。領導者要有海量能接納後起之秀。

領導者也應知道自己甚麼時候該退下來。我們沒有必要在教會裏的同一個職位抓著不

放。鼓勵各堂會定期培育新人進入執事會事奉。 

(4) 看重訓練小組組長 

在舊約，摩西採用小組的方式來牧養以色列人的需要，尼希米採用小組的方式來重建

城牆。在新約，耶穌採用小組的方式來訓練十二門徒，初期教會採用小組的方式來建

立教會。教會的小組事工肯定合乎神的心意。會組約翰衛斯理所建立的班會，將信徒

每十二人分成一組，其中有一人擔任領袖協助監督組員的屬靈狀況，促使循道衛理宗

信徒人數大大增多。本人認為今日時代的基督徒需要看重訓練小組組長。現今的政府

和社會對基督徒、基督教持有不友善的態度。而且，這種的現象會越來越惡劣。有一

天，基督徒可能受更大的逼迫，我們不能自由地聚會敬拜主。到時，當我們無法公開

在禮拜堂聚會時，採用小組聚會是危機時代的選擇。 

(5) 支持偏遠地區事工 

當本會參與海外宣教，我們不可以忘記澳洲本土的福音使命。我們也應該支持偏遠地

區的福音事工。感謝恩主，本會頌恩堂透過已故官佰威牧師在 Burnie 設立 North-West

佈道站。目前由許守勤傳道帶領那裏的聖工。他正在準備發展成立 Devonport 和

Smithton 聚會地點。有關 North-West 佈道站比較詳細報告，閲讀頌恩堂報告書的附件。 

除了呼籲大家定期為偏遠地區事工禱告，本人盼望經濟比較強的教會能夠考慮金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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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因為偏遠地區教會的人數無法與城市教會相比，所收到的奉獻相對來說也是比

較少的。 

(6) 聘用受薪工作人員 

三十年前，在教會裏接受薪俸的人只有牧師和傳道，比較大的教會可能會聘用一個辦

公室書記。其他參與教會各項事工都是志願者。可是，如今在教會中尋找志願者參與

帶領某些聖工非常不容易。現今時代的處境與以前不一樣，大家都非常忙碌。為了應

付生活上經濟的需要，培育優秀的兒女，或追求更多財富、生活享受，現代人無法分

出太多的時間給教會。因此，我們必須聘用受薪工作人員，例如：宣教部幹事、基督

徒社會關懷部幹事、家庭事工幹事、教會安全總負責人、會督秘書等等。當然，本會

也必須按年會經濟能力來作定奪。 

(7) 需要僱用法律顧問 

鑑於現今社會關係之複雜化，政府之政策及所實施新法令之導引，使人與人之間或人

與機構之間所產生的矛盾糾紛，趨向以法律訴訟為解決之途。此外，由於政府在某些

領域加強立法管制及民間運動，也使個體或機構極容易於不察間，違反法律規定或被

視為違法而被取締，甚至面對法律訴訟。 

本會雖為宗教團體，但亦不能倖免於這股趨勢。目前本會內部頗缺乏法律支援可供諮

詢，每須法律諮詢時，往往未能有效的及時獲得正確指導，做出有效決定，因而影響

了行政效率，同時也使本會面對因不明實況所帶來的潛在法律風險。為了讓本會能夠

免於面對潛在的法律風險及有自信地運作，本人建議本會以年費方式僱用法律顧問提

供日常法律諮詢，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提供其他法律服務。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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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幫助我們持守聖經的真理，

勇敢抵擋黑暗世界的潮流。衛理子民需要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裡，活出榮耀神的生

活。讓我們以「作主門徒、傳揚福音」為我們生命的目標。 

 

主僕， 

 

___________________ 

黃永森會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