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督演辭（2020）

諸位主内同工、諸位牧區代表們，大家在主裏平安。感謝上帝的恩眷與保守，我們仍
然有生命的氣息，可以參加本會一年一度的年會議會。雖然我們無法全部代表實體地
聚集在一處開會，還好我們可以藉著在綫平臺舉行這次會議，商討及計劃未來一年的
方向。今年我們已經被逼常常使用在綫平臺舉行主日崇拜、團契查經聚會、禱告會、
特別講座會以及各種會議。一般來説，大部分使用時間應該少過兩三個小時。可是，
在這兩天會議中，我們必須一天連續七八個小時在綫平臺參加會議，大家一定會覺得
疲憊。盼望諸位同工和各牧區代表持有忍耐的心，在溫和的氣氛中進行各項的討論。
2020 年真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因著新冠疫情的肆虐下，社會受到極大的打擊和影響，
我們個人的生活、工作和事奉也充滿了不少的挑戰，每個家庭也面對許多的壓力和焦
慮。當國家領袖發出禁令，教會不能進行實體崇拜，CMCA 各堂會在極短的時間内立
刻籌備，改用在綫平臺舉行主日崇拜、禱告會、小組查經、兒童主日學等等活動。有
些會友跟我反應，使用在綫平臺舉行聚會非常好，也很方便，又不必擔心與他人接觸
而受新冠病毒的感染。透過在綫平臺的聚會，有些信徒認為一天可以參加好幾個崇
拜，獲益良多。另外，他們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時間上網，參加自己喜歡的那個教會音
樂或那個牧師講道。對本人來説，這樣的思想很可能都以自己本身的利益和喜好為出
發點。如此長期下去，會不會讓我們對自己原本所屬的堂會持有應有的委身感。而
且，我們會不會與所屬堂會的弟兄姐妹產生疏離感。
基督徒的生命是委身於神的生命。這樣的生命也必須是委身於基督的教會。保羅在羅
馬書 12:4-5 說：「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我們
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任何器官離開身體就
失去了它創造的本意，會很快消耗死亡。對於沒有委身於某個教會的基督徒來說也一
樣。保羅在以弗所書 2:19 提醒我們說：「這樣，你們……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
人了。」我們需要委身於地方性的教會家庭，認定這個地方性的教會就是我們屬靈的
家，否則我們不可能經歷教會就是神的家的實際。因此，本人呼籲 CMCA 各信徒必須
儘快回到實體的主日崇拜，當國家政府規定我們可以 50 人、或 100 人、或更多人聚
會時。無論前面的光境將如何變化，我們都必須忠於上帝的托付，一起建立合神心意
的教會。
一、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
在去年的會督演辭中，本人提到合神心意教會的五方面的特點：合神心意的教會是追
求合一的教會；同心禱告的教會；培育門徒的教會；活出主愛的教會和普世宣教的教
會。本人也提出一些實踐的行動。盼望各位牧者和教會領袖們都以這些特點來發展教
會的聖工。今年我們各教會在這些方面有什麽表現或進展呢？
在追求合一方面，我們的牧者與牧者們、牧者與執事們、執事與執事們、弟兄姐妹們
有更合一、更同心嗎？我們有否花時間在上帝面前安靜、反省，並檢討自己事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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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以及行事為人的準則等等。另外，我們有否認真熟悉本會的《法規》。謝謝周
政強教區長於7月17-18日在感恩堂，為澳西教區牧者、執事和會友們講解《法規》。
盼望本會的同工和領袖們都以聖經的原則及《法規》的條款來辦理教會的事務，以便
更容易達成一致的行動和方向。
在同心禱告方面，我們個人的禱告生活，家庭成員一起禱告時光有否進步嗎？我們教
會的禱告會人數有否增多嗎？因著疫情的緣故，教會的禱告會采用在綫平臺進行，普
遍來説，參加禱告會的人數有顯著的增多，這是好現象。本人希望透過zoom的break
room功能，有時把參加禱告會的弟兄姐妹分小組，讓他們可以分享個人禱告事項，然
後一起彼此代求或輪流禱告。另外，澳西教區今年進行兩次教區性聯合禱告會，這是
極美的聚會。盼望其他堂會在同一個城市或同一個教區也願意如此做。
在培育門徒方面，我們的計劃是否受到疫情的緣故，無法如期展開？有好些堂會今年
沒有推動紅本、綠本、紫本、金本門徒班課程。在現在政府的管制令之下，以傳統的
方式傳福音、栽培初信者成為主的門徒，的確無法如期展開。因此，我們必須尋求新
的途徑。如何在疫情中傳福音、栽培初信者是我們需要認真看待的事工。當人心在彷
徨、沮喪、失落、恐慌的境況中，在危機中提供安慰和積極信息，介紹他人認識上帝
的福音更是當今基督徒可以捉住的良機。透過在綫平臺基督徒仍然可以進行門徒訓練
的課程。
在活出主愛方面，我們在教會中有否關心哪些有需要的肢體嗎？在疫情中，雖然我們
無法實體地探訪教會中需要被關心的肢體，本人知道有些牧者常用電話聯絡、鼓勵他
們的會友。今年無法實現在社區中設立衛理關懷或服務中心，希望本會基督徒社會關
懷部在明年有些計劃可以落實。
在普世宣教方面，因著疫情，宣教部計劃今年由各教區宣教執行會推動一天半的宣教
營不能如期的展開。許多計劃要到海外短宣的隊伍也被逼取消，無法前進。盼望宣教
部明年能夠安排《把握時機》課程或《挑戰視野》課程，來裝備本會信徒成為「胸懷
普世」的基督徒。原本今年有一位「帶職事奉」宣教士準備出發，也是因為疫情而延
後動身。祈盼上帝在本會興起更多「帶職事奉」的宣教士。
二、再思 2019-2020 副標題
1. 2019 年：「常在主里，多结果子。」（Abiding in the Lord to bear much fruit）
在去年的會督演辭中，本人提到建立合神心意教會需要從與神相連的生命關係開始。
耶穌清楚命令我們要常在主里，才能多結果子。本人也提到我們要讓神的話和神的愛
充滿我們的生命，好叫我們能夠活出好見證。惟有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與主耶穌保持不
間斷的關係，我們才能為上帝而活，結果累累，豐豐富富地過一個得勝的基督徒人
生，榮神益人。
「常在主里，多结果子」不只是 2019 年的目標，乃是每個基督徒人生所應當重視的屬
靈操練。除了維持常常與主耶穌親近的時間（閲讀默想主的話，專心尋求主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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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當渴慕聖靈的充滿，治死老我的軟弱，好叫我們能夠在基督徒群體中彼此相
愛，也在社會的人群中活出主愛。
與神美好的關係是我們信仰的根基。神要我們在家庭、社會、和世界（直到地極）作
合神心意的門徒。因此，我們需要「建立家庭、忠心事主」，「關懷社區，為主得
人」，以及「裝備教會，參與宣教」。
2. 2020 年：「建立家庭，忠心事主。」（Building healthy families to serve the Lord）
教會是以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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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家一起事奉主。
今年二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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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受益良多。後來因著疫情，四月的另一
個講座會和六月的恩愛夫妻營被逼取消，各教會的家庭營或教會營也無法舉辦。
本會基督教教育部按著年會的主題和異象，在 2020-2022 年推動《家庭門訓》事工，
擬定每年八月份舉行全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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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 7-9 日是本會第一次全國《家庭門訓》大會，我們很榮
幸邀請砂拉越華人年議會會長，池金代牧師/博士擔任大會的講員。大會的主題：「回
家吧！」，共有四個講座，超過 550 人報名參加。大會之後，謝謝池金代牧師免費提
供我們家庭祭壇的中英文資料。
因著疫情，澳洲政府施行動管制令，有好幾個月時間，不少的大人被逼在家裏上班，
小孩在家裏上課，甚至主日也得在家裏參加綫上主日崇拜。雖然這樣的情況帶給我們
許多的不便和挑戰，一家人在一起的時間比以前多了許多。這是神給我們建立家庭的
好機會。當基督徒家庭能夠善用在一起的時光，我們能夠享受更多的天倫之樂，增進
家人之間的情感。希望這次疫情讓我們能夠與家人建立更美好的關係，也讓我們更依
靠神，並抓緊機會事奉神。我們要學會珍惜現有的生命，因為人生無常，我們都不知
道主還給我們多少時間留在世上為祂作見證。
三、落實 2021 年「關懷社區，為主得人」的計劃
當我們持續操練「常在主里，多结果子」和「建立家庭，忠心事主」，明年我們要進
一步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中為主耶穌作美好的見證。合神心意的教會應當要關懷社區。
無論是舊約或是新約聖經，我們都很容易看到上帝要祂的子民參與關懷社區的經文。
聖經中共有 400 處提及神關懷貧窮問題的經文、有 42 處與社會服務有關的經文。主
耶穌在大誡命中教導我們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彷要愛人如
己。愛人如己這一句話，簡單扼要說明了基督徒社會關懷涵蓋的範圍和原則。主耶穌
在世以傳福音為首要的任務，但衪也周遊四方行善事，醫治病人，使飢餓者得飽足。
關懷社區是一個範圍很廣大的課題。對好多華人教會來説，這也是很爭論性的一個論
題，特別是涉及社會行動和參與政治。有些基督徒認為我們和政治、社會的關係愈疏
遠愈好，我們只要消極的服從法令、克盡職守和按理納稅就夠了。我們真正關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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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播福音、聚會禱告、彼此相愛、來建立基督的教會。另一些基督徒卻認為我們也
是社會的一分子；我們是天國的子民，也是地上的國民，而且我們有基督的使命在人
群中為主發揮光鹽的本分，以好行為來見證上帝的愛在人間。對這班基督徒而言，基
督徒要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和社會的關懷，協助建立和諧安定的社會。有些教會甚至認
為教會的工作包括消除社會弊端、從事社會改革，甚至可以干預政治問題。在這群基
督徒中，有些甚至熱愛推動反政府，激動人民起懷疑之心，讓百姓有反政府的意識。
盼望明年本會的信徒對這個重要的課題有更多的探討和反思。
約翰斯托得在《當代基督教與社會》一書中提到，社會關懷，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型：（1）社會服務（例如：幫助弱勢族群）。（2）社會行動（例如：參與示威遊
行，反對墮胎、同性婚姻、種族歧視、環境污染等）。社會服務是救濟人的需要；社
會行動是解除使人需要救濟的原因。社會服務是慈善活動；社會行動是政治與經濟活
動。社會服務目標是照顧個人與家庭；社會行動是目標是改變社會結構。社會服務是
好憐憫；社會行動是行公義。
本會關心社會福利，是從會祖約翰衛斯理傳福音開始。對他來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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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救恩的福音化為實際的行動，
給社會裡有各種需要的人盡量帶來實際的幫助，讓那些得幫助的人能實際體會基督的
愛。因此，我們不只是在社區做一些上是善事，而是帶著主耶穌傳福音的使命為主得
人。
約翰衛斯理不單具體的關心貧困的人的福利，例如為他們設立一個貸款機構使他們能
夠自力更生、提供免費的診所服務、提供房子給貧困的婦女和小孩，他也勇於對社會
上不公義的事情提出抗議，例如對商人、釀酒業者、醫生和律師，發出公義的譴責。
當約翰衛斯理企圖進行社會改革，經常傳講脫離罪惡的道理，那些從事與社會罪惡有
關行業的人就開始迫害他。當時有些城市直接把循道會當成革命份子，說他們破壞社
會秩序、顛覆國家政權，動用所有手斷來消滅他們。同樣的，今天若基督徒起來攻擊
社會的罪惡行為，企圖改革社會的結構，我們先要預備面對種種的逼迫。單凴本會微
弱的力量，目前很難成就什麽。也許，本會可以考慮與其他基督徒團體聯合，如
NCCA，才能夠有機會向政權表達基督徒對社會種種問題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們需
要教導信徒在社會上有我們必須履行的國民責任，我們也祈求神在本會中興起一些敬
畏神的人，樂意參與國家的政治。
本人感謝基督徒社會關懷部主席周家熹牧師和他的部員們擬定以下明年的計劃：（詳
細資料請參閲該部的報告）
•

教育信徒有關本會的社會原則及信條。本會法規的第三部為社會準則，它包括
五大方面：家庭、經濟生活、教會與一般福利、人權和和平與世界秩序。為了
讓信徒更加瞭解這些社會準則，該部將編寫一套中英教材。
5-4

•

計劃在名四月在各教區舉行「基督徒社會關懷意識日」，提升信徒對社會的責
任和角色，並在七月舉行「從衛斯理看社會關懷與公義」的講座會，探討本會
的社會關懷之異象、衛斯理運動與社會關懷、地方堂會與社會關懷等等論題。

•

鼓勵各堂會每兩月推動一項與社會關懷有關的活動。盼望各堂會能夠藉著社會
關懷活動與社區建立橋梁。

•

繼續與 MMM 合作開展任何海外社會關懷活動，盼望個堂會協助籌款資金支持
MMM 在尼泊爾、柬埔寨、印度等地區的扶貧工作。

•

擬定每月與社會關懷禱告事項，並邀請全體會友為這些事項禱告。我們可以計
劃所要推動的聖工，我們需要祈求神的幫助，成就我們所計劃。

•

向政府註冊一個衛理公會社會服務機構，設立董事會成員，擬定該機構的章程
及運作的指南，及組織所有必要的部門。去年的會督演辭有提到，我們可以尋
求政府的津貼，來發展社區關懷工作。

總之，在我們與社區接觸時，我們需要準備以關心和支持社區的熱情融入社區。我們
的教會需要成為改變，改革和重建社區的一種社會變革推動者。我們需要大力支持符
合我們信仰的政府政策和計劃。
我們的真道學院可以考慮展開為社區服務，例如向新移民提供英語課程和其他基礎課
程。除了加强信徒屬靈知識和事奉技巧，培育本處傳道，真道學院可以考慮發展成為
一個被認可為註冊培訓組織（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zation），提供一些基礎課
程，如 Cert III in Child Care; Personal Care assistant; Social Work。此計劃是為了造就
社區的群體有就業機會，同時也讓本會能夠與社區保持聯繫。
四、加强本會英語事工
加強本會的英語事工是我們大家必須關切的事工。我們期盼能夠留住我們的下一代繼
續在我們的教會中忠心的、熱心地事奉主。我們需要培育本會第二代英語事工的傳道
人。我感謝周家熹牧師（本會英語事工協調員），劉孫宏牧師和 Rev Sean Kong（本會
青年指導）以及所有牧師和教會領袖們，在各方面協助擴大和加強我們講英語的教會
事工上所做的努力。
在去年的年會議會中，本人啟動了兩個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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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供初級神學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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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舉辦了
三個課程：Christian Spirituality, OT Survey, NT Survey。第一課程有 19 人參加，第二
課程有 11 人參加，第三次課程有 16 人。2021 年將推出另外四個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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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是「兩年事工培訓計劃」（Ministry Training Strategy: two years internship），
由周家熹牧師推薦給牧職部。此計劃是在訓練那些有興趣或明白呼召的人，在教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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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接受牧者的培訓和指導。今年因疫情的緣故，此計劃不能如期推展。我希望並祈
禱當地的教會將在明年充分利用這些計劃來確定和培養潛在的牧者和教會領袖。
我們還有其他需要做的事情。從年會方面來看，我們將邀請知名衛理公會學院和神學
院的講師，不僅講解衛理公會運動的獨特性，而且對有助於實現衛理公會運動的因
素，有更好的了解，好讓我們更多知道有關 18 世紀在英國，歐洲，美洲等地方的大復
興。18 世紀衛理公會運動之所以如此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循道衛理信徒不僅是聖
言的學生；他們也是上帝話語的行動者。衛理公會充分參與社區活動。在聖靈的感召
下，他們在市場，酒吧，煤礦和監獄中服務。隨著衛理公會運動從英格蘭擴展到世界
其他地區，他們建立了學校和診所，並繼續以切實有效的方式與社區互動。那時衛理
公會對社區產生了重大影響。配合明年的副標題--「關懷社區，為主得人」，鼓勵英
語會眾，特別充滿活力的青年和初成們，積極找到方法與我們的社區有更多地接觸並
在他們當中有些可行的服務，並為社區帶來祝福。
其次，本人希望在英語場服侍的傳道人，能夠定期透過 Zoom, Whatsapp 或其他綫上平
臺有彼此分享、彼此分擔、彼此鼓勵的時光。有時也邀請英語場的信徒領袖們在綫上
平臺一起參加社會課題、事奉技巧或其他課題的交流會。隨著網路的便利，盼望各英
語場舉辦某些講座會時，也開放並通知其他本會英語場的弟兄姐妹們參加，甚至可以
考慮舉辦全國 CMCA 英語綫上禱告會、研經會。為了實現這樣的活動，我們需要建立
一個有向心力的英語牧者團，並同有建立合神心意教會的心願。
五、其他事項：
5.1 神學教育助學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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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羅奕宏弟
兄，林書賢弟兄神學畢業，明年投入全職事奉。明年我們還有三位神學生：許守勤弟
兄、高延安和梁凱翔弟兄。去年的 25 周年感恩崇拜中，為神學教育助學金籌款才籌到
$4,843.30，離目標兩萬元差得甚遠。目前此項銀行存款只有一萬多元，單靠神學教育
主日的第二次奉獻肯定是不夠的。盼望各堂會牧者、領袖和弟兄姐妹們能夠看重培育
傳道人的重要性和緊急性。
5.2 ABN 事宜
在去年會督演辭中本人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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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會議中，我們通過各堂會與年會簽署一份備忘
錄。希望各教會領袖儘快完成這項議決案。
5.3 安全教會計劃（Safe Church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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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諾：（a）安全招募領導人；（b）對領導人進
行適當的培訓；（c）有明確的行為準則；（d）繼續監督領導人；（e）對有遭受傷害
（濫用）和嚴重不當行為的指控作出回應；（f）應對其他有關濫用的披露；（g）提
供開放的安全環境；（h）了解並重視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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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教會都需要設立一個「安全教會委員會」來監督所需的培訓，以及確保所有教會
工作者和志願者保留適當的註冊表。
在年會層面，我們需要一名 Safety Officer 來協調整個澳大利亞的安全教會計劃。
5.4 增加辦公室人員
因著疫情，今年沒有考慮增加辦公室人員。當年會的工作量有明顯的增加，本人還是
認為年會辦公室聘用多一名員工。去年本人曾經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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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至少有部分時間的幹事，協助推動
年會所計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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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上帝的榮耀，藉著聖靈的幫助和耶穌的恩典，讓我們一起同
心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

主僕，
黃永森會督

22/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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