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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宗课程纲要 

 

 题目 

一 圣公宗历史 

 1. 圣公宗起源及本质 

 2. 圣公宗信念 

 3. 圣公宗伦理 

 4. 圣公宗结构及组织 

 5. 圣公宗团体 

  

二 圣公宗仪式 

 1. 公祷书 

 2. 39 Articles/39条纲领  

 3. 敬拜及公祷文 

 4. 神的话及圣礼 

 5. 圣公宗传统 

  

三 为何圣公宗？ 

 1. 牧师的职务 

 2. 会督的角色 

 3. 领导模式的进展-平信徒及牧者 

 4. 宣教为生活方式 

 5. 有意识的门徒训练 

  

四 回应存在的呼召 

 1. 大马圣公宗教会历史 

 2. 大马圣公宗教会的挑战 (使命) 

 3. 教会间的合一及合作谅解 (泛基督教主义) 

 4. 圣公宗会友及国家建设 (社会关怀) 

 5. 向前迈进- 圣公宗教会为变化主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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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马教区/圣公宗课程 
 

宗旨: 让所有参与西马圣公宗教会任何事工的人了解圣公宗。 这是对新加入教区的牧者及平信

徒的要求。这当被视为一个在圣公宗教会服侍的预备，好让我们的身份及特征被了解及欣赏。 
 

目标: 让我们圣公宗会友，尤其是在服侍的会友，简略的理解在改变中的圣公宗团体的圣公

会。但愿这可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重要的事上。 
 

方法: 此课程包括讲课，课堂内讨论, 分配阅读刊物及功课。此课程在各会吏长区局部的进行。 

(那些涉及在会吏长区不同中心教课的人会有个集中的训练) 
 

第一部分: 圣公宗历史 
 

1. 圣公宗起源及本质 

 

引言 
 

大部分有关圣公宗教会的记载于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及英国教会脱离罗马开始。但是圣公宗教

会的根源，是在更早期，它起源于英国的小岛的基督教。圣公宗教会非在十六世纪贸然的出

现。就算是宗教改革运动期望如此，历史是不能因要从头开始就可抹清的。宗教改革运动对圣

公宗教会的形成是重要的。“圣公会”一词只在十九世纪出现，但他的特征、形式及常规已在

很早期就存在了。 

1. 早期 : St. Alban (第四世纪) 

                St. Augustine (597) 奥古斯丁 (大公教会)到英格兰布道 

       Celtic Mission （凯尔特人） 

2. 罗马时代的教会 

成长 : Archbishop Theodore (602-690) 西奥多大主教 

 St. Wilfrid  (634-709) 

爱国主义的成长:   

 外来教皇制度的张力 

 英国基督教会生活的问题及不足  

社会关怀的成长:   

 基督教信仰的元素不被看重 

 平信徒对圣徒代祷的迷信 

 机械式的参与圣礼及宗教礼仪 

 牧者的道德准则低落 
 

3. 新改革:  强烈反对罗马教权主义 

 政治: 罗马教皇的权力被英国君主限制 

 神学: John Wycliffe （约翰威克里夫）质疑罗马教皇的权柄，反对功德、赎罪卷 

 文化: 以英文读圣经 (从廷代尔版本的圣经（Tyndale‘s Bible）至 R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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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会改革 : 亨利八世的统治 

 Archbishop Thomas Cranmer (1552) 汤马斯大主教 

 Reign of Elizabeth 1 (1532-1603) 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 

 
5. 英国以外的改革 

 苏格兰: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爱尔兰: 从上层按于下层以致不普遍 

 威尔士: 成为圣公宗教会的一部分直到 1920 年 

 
结论 

 

 

 

 

 

 

 

 

 

 

 

 

 

 

 

 

 

 

 

 

 

 

 

 

 

 

 

 

 

 

问题讨论: 

1. 在你自己的堂会，有哪些主要的发展是造成我们“做”教会？ 

2. 在每个时代，教会需要改革。你同意吗？为什么？你的教会需要怎样的改革呢？ 

3. 在今天的当地教会，保留过去的传统重要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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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公宗信念 

 

引言 
 

Bede: ―教会生活是人民生活故事的容貌。上帝永远被视为存在的。” 
 

圣公宗没有如长老会的信仰宣告、也没有主张以卡尔文及马丁路德的神学为基础、没有如天主

教有中央权柄、设定可接纳的信仰和仪式。只有同意以圣公宗教义为根基、并分享普世宗教会

议的三个伟大的信经：使徒信经、尼吉亚信经、Athanasian 信经及的珍藏在‗芝加哥-坎特伯

利 Quadrilateral’原则。 
 

上帝及道成肉身 

 强调在人类事务中上帝的同在 

 上帝在主耶稣身上的道成肉身 

 相信拯救的上帝在世界里 

i. 在社会及社会契约中的开放 

ii. 坚信重要课题 

iii. 被接纳的教会生活 
 

信仰的核心 

 宗教改革: 系列的事件让英国教会脱离罗马天主教及教皇的权柄 / 公式汇编 

o 39 条纲领 

o 公祷书 (1662) 

在英国圣公会教会使用的许多祷告书的共同书名。在 1594 年第一次出版。 

o 授任仪式书 

会督、牧师、会吏的圣职。这成教会称为―信仰的传承‖  (Canon 15 of C of E) 
 

圣经 : 相信圣经含有所有有关救恩所需的一切事 
  

信经 : 使徒信经: 基督徒最早的信经，名字取自十二使徒。 第一次在成人洗礼仪式使用为教

义问答集。起源可早至第二世纪，为了抵抗 Docetism。强调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死亡和复活 
 

尼吉亚信经: 从使徒信经而来，但拥有更多详细的有关基督论及三位一体论的阐述 

此二为首个 Council of Nicea (325) 拒绝 Arianism 
 

事工及圣礼 : 会督、牧师及会吏的事工、平信徒、礼拜仪式 

 

 

结论 
 

 

 

 

 

 

问题: 
 

1. 圣公宗教会的根基是什么？ 

2. 你认为圣公宗的特征和精神是什么？ 

3. 我们如何照上帝的旨意建立教会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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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公宗伦理 

 
引言 

 
圣公宗伦理的根源始于一个信念，就是相信上帝的体系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教导而建立的。此信

念持着基督身份及行动是超越个人的虔诚及他和上帝的关系。一个完整的信仰生活是所有影响

人类生命的事，必须以十诫的观点来看，既“爱上帝及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一样”(太

22:37-40)。 

 
圣公宗会友再每次更新我们洗礼之约时，都如此确定这信仰（公祷书 305页） 

 
圣公宗伦理的根源 

圣公宗对教会伦理的观点被神学家理查德胡克(1554-1600) 影响 

 以基督教教会制度的法规来回应挑战  

 来自罗马天主教及清教徒 

 指出圣公宗的是和早期基督教教会的真正意义是一样的 

 坚持为了要建立忠心、充满生气的真正的信仰群体，圣经、传统及理性是必须的。

这是圣公宗的―3 legged stool‖  

 
圣公宗伦理是什么？ 

 解释– ―道德‖ 及 ―伦理‖ 

 道德问题 – 关于对错的问题 

论理– 关于一个人或群体在处理道德问题的规则及原则 

 
理查德胡克留下的传统 

 

1. ―因信称义‖ (1585) 

2.  ―基督教教会制度的法规‖ (1594) 在罗马天主教及清教徒间的中庸立场 

3.  ―自由主义的学术‖ 

教会机构，如政治机构是其中一个对上帝来说是无所谓的事。他主张不太重要的教

条与救恩无关，但是他们是信徒道德生活的架构。 

 
结论 

 

 

 

 

 

 

 

问题: 

1. 今天我国圣公会会友问的道德问题是什么呢？ 

2. 你觉得教会如何回应以上的问题呢? 

3. 在有不同信仰群体的国家里，是否有基督教伦理和其它宗教的伦理呢？请举例。 



 6 

4. 圣公宗结构及组织 
 

引言 
 

圣公宗其中一个特点是没有国际性的司法权柄。所有 39 教省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有各自的大

主教及管理结构。这些教省在不同国家的教会或区域。他们当中有分为更小的部分，称为基督

教教省（ecclesiastical provinces）, 由大主教教区管辖。所有圣公宗教省都有由会督管理的

教区。 
 

圣公宗结构的制度 
会督  

以主教制的制度领导。大主教以 Most Reverend 来称呼。会督授予管理的教区。 
 

＊会督的事工 

会督被呼召带领服侍及关怀上帝的子民，并与他们同工，监督教会。他有特别的责任，维持及

坚固教会的合一、维持纪律、监督信仰。他的责任是看管及为在他管理下的人祷告、教导他

们、以使徒为榜样来管理他们。他按立差遣新的牧师，带领他们，让他们完成他们的事工。他

主持洗礼及坚振礼、主持圣餐、代领祷告赞美。取自：Ordination of a Bishop (ASB 1980) 

 

牧师 

被按立主持圣礼、圣餐、洗礼、婚礼的礼拜仪式。他们负责牧养。通常，他们会被

派到一个牧区。 
  

会吏 

传统的会吏角色是有限的。通常所有圣公宗的牧师先被按立为会吏，一年后被按立

为牧师。 所以当会吏是预备一个人成为牧师。会吏不主持圣餐、不对会众宣读礼文

的解罪文及祝福文。 
 

年议会管理 

 House of Bishops（会督）House of Clergy（牧师）House of Laity （平信徒） 
 

结构 

o 教省 ： 一组圣公宗教区组成，由大主教带领。大主教―Primate‖是从其中一个教区  

        被拣选。 

o 教区 ： 由一个会督管理的指定地方。每个教区有它的行政结构，并独立自主。每 

        个教区分为不同的牧区。 

o 牧区 

o 传道区 

座堂的角色 

o 有主教座的教堂。地方主教/堂主（Dean）看管内部的管理及所有在座堂的礼拜。

堂主（Dean）有特定的坐席。 
 

结论 

 

 

 

问题: 

1. 二十一世纪的基督教会是否有如中世纪的事工一样，有放下权力的根呢？ 

2. 西方一些教区按立女牧师女会督。你觉得此事在亚洲教会可被接纳吗？ 

3. 你认为圣公宗教会在大马有什么主要的贡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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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圣公宗团体 
 

引言 
 

圣公宗团体由世界的圣公宗教会组成。没有一个圣公宗教会有世界性的权柄。每个圣公宗教会

都有自己完整的主权。圣公宗团体是世界圣公宗教会与英国圣公宗教会的联系，尤其是和他的

大主教，坎特伯利大主教有联系。有着七千七百万的会友，圣公宗教会是在天主教及东正教以

后的第三大的宗派。 

1. 是什么把圣公宗教会联合在一起? 

教会学, 教会行政及道德本质 

以上的三个因素把圣公宗教会联合在一起 ： 

圣公宗教会分享同样的教会架构 

信仰的原则在敬拜中表达出来，共同注重公祷书及其礼拜规程 

历史文件影响圣公宗团体的道德本质 

芝加哥-坎特伯利 ‘Quadrilateral’原则 

*圣经的新旧约，包含“所有救恩所需的事情”, 是信仰的条规及主要标准 

*使徒信经是洗礼的记号，尼吉亚信经是基督教信仰的足够声明 

*两个基督自己规定的圣礼--洗礼及主圣餐—以基督的话语来设立及由他规定的元素来 

举行 

*历史的主教职务, 以上帝呼召的当地会友及国家的不同需要而设立的行政方法使上帝的

教会合一 
    

圣公宗团体的元素 

i. 坎特伯利大主教为圣公宗团体的属灵领袖 

ii. 兰伯会议 The Lambeth Conference (1867) 是世界最古老的协商会。它是圣公

宗团体的会督们的论坛，以加强合一及共同掌权 

iii. 圣公宗协商会(1971) 

iv. 大主教会议(1979 第一次聚会)由唐纳德可甘大主教召集。它是“悠闲的沉思的祷

告及深入探讨的协商会” 
 

2. 圣公宗团体的教省 

39教省由不同的国家教会组成  
 

3. 历史及使徒的继承 

在英国可找到没有与改革前的天主教教会历史断根的圣公宗团体教会，英格兰教会、威

尔士教会、爱尔兰教会、苏格兰教会。当英国帝国扩展，英格兰教会也开始扩展。没有

会督被差派到海外。所以，所有海外的教会向伦敦会督汇报。 

使徒的继承: 使徒的继承论持守今天的基督教教会是原本从使徒，基督跟随者的属灵继承 
 

结论 
 

 

 

 

 

问题: 

1. 为什么圣公宗团体看自己为―使命教会‖? 

2. 今天圣公宗团体的使命是什么? 

3. 圣公宗团体在不同文化的世界有什么可以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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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圣公宗仪式 
 

1. 公祷书 
 

引言 

1662 公祷书的全名是，公祷书及圣礼及其他英格兰教会典礼的管理、及诗篇或大卫的诗（它

们是以读或唱的方式来指明）、按立会吏、牧师及祝圣会督的礼仪。 
 

公祷书前的时期 

英格兰教会中世纪后期的牧区敬拜仪式是跟随拉丁罗马的仪式。最常用的字眼是―Use of 

Sarum.‖ 不同的崇拜仪式是采用天主教弥撒的祷告书、每日的祈祷书、崇拜的手册及主教仪典

书； 即主教主持的崇拜—坚振礼及按立礼。 
 

公祷书时期 

o 汤马斯大主教在英文崇拜礼仪有所贡献，这是比较有改革宗的特性 

o 公祷书被 Peter Martyr, Martin Bucer 及 Hermann of Wied 影响 

o 汤马斯大主教的第一本公祷书在 1549 年出版，包含圣餐崇拜、经课、及以 Sarum 礼仪的

祝文 

o 汤马斯大主教的第二本公祷书在 1552 年出版，比较倾向改革宗，比较少在圣餐里的献祭

元素，删掉为去世的人的祷文及其他的仪式。 
 

1662 年的公祷书 

1662 年公祷书在君主政治复位，Savoy 年议会两年后出版。大概有 600 个 1559 公祷

书的改变。其中重要的改变如：  

o 为教会斗士祷告 

o 努力挽回奉献。在礼拜规程有所改变，要求把奉献带到座前，而不是放进盒子里。 

o ―阿们‖ 穿插在授职礼后及圣餐前 

o 没用到却被祝圣的饼和酒当被吃喝完 
 

当代的再版 

ASB (Alternative Service Book): 第一本教会完成的公祷书。自 1662 年在英国, 它不是被推

选来取代公祷书 

1. 教省公祷书 

2. 共同敬拜： 是一系列崇拜的名称。由英格兰教会年议会授权，在 2000年降（将）临节 第

一个主日推介。它代表了近期教会礼仪运动的发展。 

3. 内容及风格：用现代的言语。它留住了圣餐礼仪的模式。它不像 ASB。它有三本书： 早

祷和晚祷，洗礼及圣餐。 

4. 共同敬拜的经课：取自 1969 年罗马天主教的经课，在 1983 年修订。它以三年的 Cycle 

A, B and C 操作。 

5. 宗教影响 ：  

o 对其它的宗派有很大的影响  

o 祝文可在其他的祈祷书找到 

o 在 1960 年, 当罗马天主教采用本土化的修订版弥撒，许多的英文祷文是根据汤马斯

大主教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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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9 条纲领 

 
引言 

 

39 条纲领在 1563 年形成。在历史当中，它是圣公宗对英国改革的争论，尤其对加尔文论及

罗马天主教作风的争论，的一个信仰立场宣言。 

 

早期的发展 

 英国教会设定他对罗马天主教及一些改革宗立场的信仰立场 

 信仰立场及政治情况在亨利八世 (1533)及伊丽莎白一世(1570)被逐出教会开始改变 

 首个信仰立场宣言: 1536 年的 ―10 条纲领‖ 存有改革宗的立场 

 第二个信仰立场宣言: ―6 条纲领‖ (1539 年) 及 ―君王书‖ 回到熟悉的罗马天主教的信

仰立场 

 第三个信仰立场宣言: ―42 条纲领”(1552 年) 在汤马斯大主教的领导下。它们是简

短的宗教仪式惯用语，表达在圣经中启示的信仰及天主教的信经  

 

39 条纲领 

它们不是完整的基督教信仰的宣言，它们是英国教会的立场。 

 

内容： 

1 – V111 条纲领: 天主教的信仰 

1-5 （信仰的实质）表达天主教有关上帝在三位一体中体现的本性的信经宣言 

6-8 （信仰的基础）6-7 有关圣经 8 讨论重要的信经 

 

1X- XV111 条纲领: 个人宗教 

(信仰的生命) 有关罪、称义、灵魂永恒的课题 

 

X1X- XXX1X 条纲领 

（全备的信仰） 

 

X1X-XXV1 条纲领: 群体宗教 

注重群体的信仰  

制度化教会、教会协会、敬拜、事工、及圣礼神学 

 

XXX11-XXX1X 条纲领: 其他各方面 

有关神职人员的独身、逐出教会、 教会传统 

 纲领的意义、 历史及影响 
 

 

结论 

逐出教会: 

它是一个宗教责备，

用来取走或停止某人

在宗教群体的会友身

份。它是教会惩罚中

最严厉的一个。 

圣经根据: 太 1:8; 林前
16:23 
 

虽然律法说明教会如

何对待被逐出教会的

会友，英国教会没有

特定的律法如何及为

何某人被逐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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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敬拜及公祷文 
 

引言 
 

圣公宗崇拜是公开给所有人。原则上，圣公宗崇拜始於汤马斯大主教，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

如改革派教会前的崇拜礼仪，却又是比其多元化节期来得简单，并使用本土化言语而非拉丁文

的礼仪。此礼仪让圣公宗的崇拜和其他改革派的不同。 

早祷和晚祷 
 

颂歌/颂赞: 

是取自圣经以拉丁文写的圣诗(不包括诗篇)。颂歌包括古代非来自圣经的诗歌，如赞美颂( ―Te 

Deum‖) 及其他在礼仪中的诗篇。在英国教会，根据公祷书的早祷和晚祷常使用颂歌： 

早祷: 都来颂/Venite (诗篇 95); 赞美颂/Te Deum 或万物颂/Benedicite, 撒迦利亚颂

/Benedictus (路 1:68-79) or 欢呼颂/Jubilate Deo (诗篇 100) 

晚祷：尊主颂/Magnifcat (路 1:46-53) Cantate Domino (诗 98) 西面颂/Nunc Dimitis 

(路 2:29-32) 或怜悯颂/Deus Misereatur (诗 67) 
 

 祷文 

主祷文   为人代求的祷文 

为教会代求的祷文 为上位者代求的祷文 

感恩的祷文 
 

 祝文  

礼仪的行动及简短的祷告。在中世纪，拉丁文祷文称为  ―collectio‖ ，在更早期称为 

―oratio‖. 在古代的文化是祝文在众人被邀跪下后被读出，让众人可有简短的默祷。过后众人

被邀起立，主持人以一般祷文的请愿，“收集”众人祷文来做结束的祷告，这被称为祝文。 
 

 日祷 

第三时日祷/Terce: 上午九时/第三小时祷告/大部分为诗篇/求圣灵来临  

第六时日祷/Sext: 中午十二时/第六小时祷告/包括诗篇/求脱离试探和罪 

第九时日祷/None: 下午三时/第九小时祷告/包括诗篇 

寐前日祷/Compline: 一日结束前的祷告/ Compline 来自拉丁文―Completorium‖ ，即一

日的工作完成了。强调属灵平安。在许多的修道院, 在寐前日祷后，所有人包括来宾都静默

至第二天清晨的早祷。 
 

圣餐： 讲道  认罪文  平安礼  圣餐礼 
 

信经  代祷 
 

结论 
 

 

 

 

 

求洁心祝文 

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

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

常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圣灵的感化，

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尽心爱主，

恭敬归荣耀于主的圣名。这都是靠着我主

耶稣基督。阿们。 

问题: 

1. 你最享受圣公宗崇拜的哪一部分? 

2. 你认为本土的可亲及大同合一的平衡有何等的重要呢? 

3. 圣公宗的教省是否有些体现错误的上帝的样式，我们如何纠正呢? 

4. 你是否有些你持守的祷文或经文，在你需要是可派上用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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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经及圣礼 
 

引言 

圣公宗承认两个圣礼: 洗礼及圣餐是基督设立的。只有它们被认为是救恩的必须。其他五个仪

式被圣公宗认为是完整的圣礼（ full sacraments），也被福音派认为是“圣礼”

（―sacramental rites‖）。圣经及圣礼不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它们是上帝的双手，彼此相连。

在教会里, 圣经是明显可见的上帝的话语而圣礼是无形的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不局限于文字，神要和我们沟通。他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临到我们： 

 上帝的话语在创世及历史 

 上帝的话语被记录写下来 

 上帝的话语以人物的方式临到我们——基督道成肉身--上帝爱及信实的化身 

 上帝的话语被宣讲 

 上帝的话语以医治临到我们—上帝不单看重我们的思想，也在乎我们的全人 

 上帝的话语是明显可见的经历 
 

圣礼 

o 什么是圣礼? 

在基督徒的信仰及习惯里, 圣礼是基督促成恩典，由神圣奥秘而设立的典礼。最传统的

解释是圣礼是外在的记号，是基督设立，及表达内在属灵的恩典。 

o 有多少圣礼呢? 

圣公宗承认两个圣礼: 洗礼及圣餐。(39 条纲领之 25 条纲领)  

天主教有七个圣礼。 

o 主持圣礼（Sacerdotal Function） 

在圣公宗传统，主持圣礼的是会督、牧师及会吏。在有关圣礼的功效方面，圣公宗主张

―ex-operato‖, 主持人及他主持的圣礼是相对的。 39 条纲领之 26 条纲领说到: ―圣礼

不是奉主持人的名而行的。‖ 
 

洗礼：一般的事项： 

经文及祷告 弃绝 十架的记号 宣读使徒信经   水 
 

圣餐 

崇拜  主的身体和宝血 

 
结论 
 

 

 

 

 

 

 

 

问题: 

1. 我们有何证据证明上帝通过话语和圣礼动工呢? 

2. 我们如何通过洗礼获得强烈的身份确据及上帝的呼召呢? 

3. 我们是否应当那么看重圣餐呢? 

4. 我们如何把礼仪及生命结合在一起呢? 

5. 敬拜及宣教有何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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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圣公宗传统 (Churchmanship) 
 

引言 
 

圣公宗传统(Churchmanship) 是在礼仪、虔诚及属灵的神学宣言。在此事件上，圣公宗的不

同反映了改革派及天主教的不同。当中不同的人士、堂会、教区及教省可能有比较倾向于其

一，或有两方面的平衡点。 
 

英国国教高教会-天主教派 (High Church) 

o 英国国教高教会-天主教派形容人, 想法, 习俗、习惯及圣公宗是强调延续天主教的传

统。它在维多利亚时代，在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Tractarians‖）的影响下,

在英国教会开始非常普遍。 

o 牛津运动 – 在 1833年，政府计划压迫 10 爱尔兰主教(等)的职位[管区], 启发了约翰基布

尔（John Keble ，英国公理会牧师和诗人）在牛津教会大学的一篇讲章。这被认为是

牛津运动的开始。 

o 牛津运动的主要目的 

o 维护英国教会为神设立的组织 

o 使徒传承论 

o 公祷书作为信仰的管理 
 

圣公宗教会不是改革派的宗派，它是天主教会的分部(相同与罗马天主教会及东正教会).它强调: 

以习惯及器具来被认定–-―牛津运动‖ 的 6 点： 

i. 使用礼服 

ii. Eastward celebration (牧师面向会众面向的方向) 

iii. 使用无酵饼 

iv. 以水参酒 

v. 使用香 

vi. 使用蜡烛 
 

福音派(Low Church) 

在今天使用 ―Low Church‖ 是强调改革派的圣公宗，他们常在想法及做法上是福音派的分别:  
 

比较倾向早祷及晚祷多于圣餐。有些停止使用公祷书，而使用比较自由的福音派崇拜。 

上帝的话语及证道是崇拜的中心 
 

灵恩派 : 事工  恩赐的运用  敬拜 

 

结论 

 

 

BIBLIOGRAPHY PART 111: WHY ANGLICANISM 

 

 

 

 

 

问题: 

1. 你如何形容你的教会? 他们主要的特性是什么? 

2. 你是否察觉你教会的不同传统的见解呢? 我们从中可学到什么呢? 

3. 在圣公宗教会那么多的不同，是好处或坏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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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为何圣公宗？ 

 

1. 牧师的职务 

 
引言 

英国改革宗把它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更新及重整牧职部。在英国改革领袖所强调的事工神学中, 

显著的是有关被按立的服侍者的主要功能，是把圣经带给会众。 

 

圣公宗在不严格的事工常规期间出现， 尤其是英国都铎王朝教会。此事对西方教会的牧职影

响深远，牧者及会友之分别萌芽了。英国改革领袖寻找取代强调中世纪授任仪式书，取而代之

的是一致的事工神学。 

 

圣公宗事工是领导及服侍圣公宗群体。事工是包括被按立的牧师，会督，牧师,会吏。圣公宗

事工包括许多平信徒把自己献给教会的事工。最终，教会所有洗礼后的会友参与基督身体事

工。 

 

英国国教高教会-天主教派 (High Church) 

o 重点 

英国国教高教会-天主教派追源于改革宗英国教会保守派，要维持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

会的延续。今天英国国教高教会-天主教派的独特影响归功于十九世纪的牛津运动。 

o 独特性 

他们发展了崇高的教会论，认为会督的角色是基督使徒的继承人及代表 (使徒传承论)。

此事为初期教会的历史、神学及敬拜添了新气象。 

对于英国国教高教会-天主教派，道成肉身论是基本的根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永生

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但是没放弃他的神性。他们从中得着灵感，在道成肉身中，我们

看见上帝出现在他创造的世界里，而且在人类里。 

o 敬拜, 圣礼及事工 

让上帝的爱在各城市的想法，成为英国国教高教会-天主教派宣教的一股很强的动力和

目的。他们很强调圣礼。道成肉身被强调，在水的洗礼、圣餐的饼和酒中，彰显了上帝

的同在，上帝的动工。 

在过去的 150 年，英国国教高教会-天主教派对圣公会有所影响。许多圣公会的特色归

功于英国国教高教会-天主教派：牧师袍、圣桌的蜡烛、退修会、宗教群体、每周的圣

餐崇拜、英文翻译的圣诗及圣公会礼拜堂内的装饰。 

 

福音派(Low Church) 

 重点 : 

福音派把自己看作是改革派的后代，即抗议教规上的权柄。他们不只一次被英国教会驱

赶 (清教徒, 约翰卫斯理追随者的卫理工会) 

但是, 英国教会论在公祷书及 39 纲领是福音派的。不过，纲领不曾在教会赢得普世的同

意。福音派常感觉到他们不曾被认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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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 

今天福音派运动享受教会人数增长及影响加强的高潮。此事促使福音派更委身侍奉。福

音派圣公会的中心点是圣经。教会相信的及运作的教导是来自圣经的教导。读经及祷告

丰富了委身的基督徒的生命。福音派教会的特色是小组研究圣经。 

  
上帝的话语及宣讲 : 

圣经的权威胜过其他所有的权柄。 他们强调每个基督徒能自己读圣经，每个信徒的服侍

是很重要的，牧师是宣讲上帝的道并教导圣经，而不是代表上帝的人。福音派看重内在

态度多过外在的表现。 

 

他们呈现的福音为简单的信息，此信息需要回应。福音派是传福音人，耶稣基督的恩赐

是生命的改变。他们对传福音和宣教有很大的负担。因此，许多圣公会的宣教组织的来

自福音派。福音派教会差遣并支持宣教士。 

 
灵恩派 

 事工 

自 1960 年, 许多圣公会教会被灵恩派复兴深深影响。灵恩派欢庆圣灵在教会和个人生

命的工作。 
 

 运用恩赐 

复兴帮助教会回到发现圣灵的能力，使信徒运用属灵恩赐。 

圣灵的触摸是经历上帝的爱最深的层次，有时会不住地笑或哭，有时会摇摆，倒在地

上。常常会有讲方言，即个人的祷文。 
 

 敬拜  

灵恩派敬拜以强烈更新的感觉及自生为记号。音乐常包括现代的敬拜歌曲，由一组玩乐

器的人带领，而非由诗班或风琴带领。教会有股是基督身体的醒觉，每个会友都服侍。

此外，也有很强的超自然的因素，运用属灵恩赐来医治、释放、说语言、及唱灵歌。 

对一些人，灵恩派敬拜是奇怪及令人害怕的。但同时，它可以是令人兴奋及容易被没有

教会背景的人接受。 
 

结论 
 

教会不同的传统背景不是各自有其起源，他们很大幅度的影响彼此的发展，他们各自的传统尝

试更正及消减彼此的弱点及过度强调的事。大部分的会友大致上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都同意

圣公会是符合圣经的教会，在会众面前宣读圣经应当被看重。他们都同意圣公会尝试保持在当

地教会及普世教会中取得平衡。大家都对圣礼及会督、牧师及会吏职有所坚持。 

 

问题: 

 

1. 你的教会在教区不同的教会中，如何保持它的特色呢? 

2. 你教会的强处是什么? 

3. 作为圣公会会友，你如何和独立教会及罗马天主教教会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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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督的角色 

 
引言 

会督是圣公会被按立的牧师。在圣公会，会督持有权柄。他是在众牧师中被委任的。在早期教

会中，会督负责领导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基督徒群众。  

因着罗马皇帝改教成基督徒，一个显著的改变来临。他们看见教会是促使不同帝国合一的方

法， 也把牧师看作为人民服务的人。教区原本是罗马帝国不同的政治部分，当教会被“全国

化”后，他与社会的司法联系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会督对所有在教区之下的教会负责，此做

法一直维持到中世纪，“教区”一词就有了基督教会的意义。 

 

新约中的会督 

在定义新约中的“长老”一词时，我们得考量两个字。我们必须记得在新约的长老是延续旧约

的职务，并配合当地的教会架构。此二字是 ―长老‖ 及 ―会督‖。 

 

有关会督的希腊字是: 

Episkopos = 督工、主管、保卫者。它是合成字：―epi‖ 即全面及 ―skopos‖ 全面看管。 

因此，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长老是会督及会督是长老，他在他的工作上有牧养的成熟经验。 

 
圣公会中的会督 

坎特伯利大主教  

他是会督们的主管，英国教会的领袖，普世圣公会教会的表征领袖，坎特伯利教区的会

督。Rowan Williams 是 104 任大主教， 传承 1400 年前，主后 597，坎特伯利圣奥古斯

丁成立的英国最古老的教区。  

Primates/大主教 

 圣公会大主教是圣公会群体 38 教省的其中每个大主教。他们被坎特伯利大主教邀请每年见

面。此会面没有法律上的司法。它是促进自治的教省合一的非正式的管道。 

Metropolitan/大主教/总主教 

自治的教省中, 大主教/Primate 是 Metropolitan/总主教的教省大主教。在国家的教会，

拥有不同的教省，大主教/Primate 是资深的 Metropolitan/总主教的教省大主教。 

 

副会督 

 
会督的事工 

 牧者 – 被呼召服侍 koinonia，是圣餐群体的主席，吩咐服侍者建立基督的身体。他是联系

众教区中众牧区的焦点， 是他们彼此联系，使教区和其他教会群体联系。 

  

 传道人 – 鼓励所有上帝的子民带着耶稣的福音并通过文字及行动作个人布道,召集并差遣他

们在世界成为福音的见证人。 

  

 教师 – 宣誓维护使徒的信仰，鼓励把历史中的信仰化成人们的语言，想法及故事，培养真

诚的融合敬拜及神学，让它可以传达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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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人 – 被差派成为在他管辖下的上帝的家的管家，召集上帝的子民运用上帝赐的不同的恩

赐及事工，看管分辨的过程及拣选圣工职分的人选。 

  

 宣教士 – 协调并鼓励洗礼后的会友运用恩赐及才华，以致强化教会服侍上帝及宣教，策划

及带领事工，不以竞争却真诚的方式和其他会督分享超越教区的事工。 

  

 顾问 – 关怀分担会督职分的牧师，包括看重他们的福利，属灵及职业的健康，确保他们继

续服侍和神学的教育及不停的陶造，负责牧师的纪律，建立在互相交流的信任、坦诚、关

怀、及 彼此的责任。 

  

 调解人 – 在教会中的纷争里作调解人。 

  

 主理牧师 – 确保在天主教信仰中在种族及文化的身份，没有让它们把他们归类，并找到完

整的表达。他给予神学的解释，分辨在文化中的福音。 

  

 先知 – 为着社会寻找公义，及需要关怀及更新的创造，提供声音，并警告人民那即将来临

的，对罪人的审判，呼召人们在基督里合一。 

  

 门徒 – 分享在群体中和教会的职分，寻找辅导，与他人同行，为他人祷告及彼此代祷，及

建立真正的关系，在不同信仰的环境中以身作则。  

 
会督及圣礼：按立礼  坚振礼 

 
结论 

 
＊会督的事工 

会督被呼召带领服侍及关怀上帝的子民，并与他们同工，监督教会。他有特别的责任，维持及

坚固教会的合一、维持纪律、监督信仰。他的责任是看管及为在他管理下的人祷告、教导他

们、以使徒为榜样来管理他们。他按立差遣新的牧师，带领他们，让他们完成他们的事工。他

主持洗礼及坚振礼、主持圣餐、代领祷告赞美。取自：Ordination of a Bishop (ASB 1980) 

问题: 

 

1. 你认为会督的事工是什么呢? 

2. 你认为会督如何成为有效的牧者呢? 

3. 你对祝圣女会督有什么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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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导模式的进展-平信徒及牧者 
 

引言 

在缺乏基督徒同工及领袖的当儿，在平信徒及牧者间，我们需要发展新的领导模式。此缺乏的

原因有四，我们也当把它们当作研究团队事工的根本： 
 

缺乏的原因: 

A) 教会没有训练信徒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若是有，我们就会： 

a) 有更多的基督徒要成为领袖 

b) 有更多的基督徒要尽其所能为主和他的国事奉 

B) 教会有机构上的问题或分别，以致不鼓励反而阻挡教会领袖及同工的征聘或增加。反而属世

的机构提供特别的征募，训练及再训练。 

C) 有潜能的教会领袖及同工很少被鼓励帮助，而得到对自己和上帝的信心。他们很少抵达他们

的潜能的顶峰。  

D) 有时适当的人选没被征问，若无人征问，也许他们没发觉。 
 

分辨那些有潜能为上帝的人 

当耶稣拣选他的门徒时，除了他们的先天不足，他看见他们在主里的潜能，他也懂得如何发展

他们的潜能。 

以下是发掘有潜能的教会领袖的一些实际的步骤： 

祷告祈求上帝启示他的拣选  提供会友机会来表示他们要成为领袖的心愿 

看见任何恩赐及才华   在适当的时机，挑战他们发展恩赐 

愿意投资时间在人身上  提供成长及发展的机会 

清楚解释委身的意义 
 

合乎圣经的团队事工模式 

定义: ―两个或以上的领袖一起同工，完成一个属灵事务。它是一组上帝的子民，男和女，为主

的国度，在灵及目的里合一。 
 

新约例子: 

耶稣及门徒(福音书)  彼得及约翰(徒 1)  腓立、彼得及约翰(徒 8)  

彼得及一些弟兄 (徒 6) 保罗及巴拿巴(徒 13,14) 巴拿巴及约翰马可 (徒 15) 

提摩太加入彼得及赛拉斯 (徒 10) 
 

目的及团队事工的益处 

 提供一个活生生的基督身体的原则的例子(林前 12) 

 能说诚实话及有影响 (申 17:6, 太 18:16, 林后 13:11) 

 能有效地找到基督的心意 (太 18:19) 

 提供更大可能的安全及平衡的事工 (箴 11:10) 

 提供事工的能力及鼓励 (出 17:12) 
 

分配事工的原则 

教会或团队的领导应当被分配。以下是一些应当发掘的原则： 

 领导不是从民主而来，乃是从上帝的拣选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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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团队的时间应当放在祷告、团契及做决定 

 团队队友必须彼此服从及乐意彼此服侍 

 团队队友必须合一的服侍以达到果效及增加果效 

 容许上帝陶造领袖及队友，每个队友是经过分辨而被接纳,他们是虔敬的会友 
 

12 基本团队原则 

以下是建立有效团队事工的 12重要的基本原则：  

1. 优秀：―平凡在普通人眼里是优秀的。‖不要停留在次好的。优秀需要自我牺牲及无我，我们

给上帝最好的：我们的目的–提后 2:20-21, 多 3:2,8  我们的标准–林后 8:7, 腓 4:8  

        我们的事工–提后 2:15 
 

2. 委身: 事工的成功有赖于各队友的委身程度： 路 9:57-62 路 14:25-33 约 12:23-26 
 

3. 成熟：每个队友应当要在特别的成熟度上，持续地成长，成为众人跟随的榜样 (提后 2:6-8) 

   在教导、管教、正直、忠心、可信的事成熟(诗 25:21), 对他人敏感(箴 16:21-22) 
 

4．信心: 相信上帝而非我们看见或感觉的事。它是一种态度/宽阔的胸怀。 
 

5．沟通/开放：队友需要学习如何有效沟通。沟通需要是积极的。 
 

6．谦卑：上帝赐福 (太 5:5) 及兴起 (彼前 5:6) 谦卑的，赐在团队里正确的侍奉态度。  
 

7．坚持：一个明白上帝呼召的人 (约 4:34) 明白忍耐的地位、快速思考、持续性的重要，他  

          有清楚的目标在脑里，并坚定地完成目标。 
 

8．团契：队友常有团契是重要的，以便发展彼此间及与上帝间的更深关系。 
 

9．异象：学习如何以上帝赐的异象侍奉，并经历上帝的赐福。 
 

10．领导：在团队里领导，必须被所有团员确认及服从。 
 

11．操练：每团员生活的每方面都在圣灵的管教之下。管教鼓励团员正直的生活，与上帝同行 
 

12．能力的恩膏：每团员必须知道上帝恩膏的价值，离了他我们不能走远。 

 

问题: 

 

a. 如果要在你的教会实行“团队事工”，你是否预见任何张力呢?  

b. 你是否有足够的伸缩性，来符合你事工的要求? 是否有任何原因使你 (或你的生命)在你的事

工里，少了思维及精神的能力呢? 当你带领时，你是否被囚在一种领导模式，或你会因情况

而更改呢? 

c. 你是否可想到其他可行，并会增加教区及其成长的事工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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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宣教为生活方式 
 

引言 

1. 什么是宣教? 

•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 涉及个人的经历及有关主的知识及其知识的表达 

• 是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成果 : 圣灵启示及恩膏基督徒成为见证人 

• 圣灵充满你，使你有能力及委身外传 : 我们需要顺服，宣教才有效 

• 希腊文―evangelizomai‖ = 英文的好消息  

• 希伯来文: mebesser (创 3:15 赛 11:9, 加 3:8) 

• Martureo : 希腊文是见证= 证明、遵守及承认 
 

在新约此字常用作为了向人表达基督的目的。 
 

迫切 

• 林前 15:3-4 & 提前 3:16 

• 最重要及最迫切 

•原因:- 那是上帝的救恩及审判，人必须回应及为他的灵魂负责 
 

早期教会的宣教 

• 每个会友选择成为活生生的见证人,宣教是每个活动的缩影 

• 早期教会注重在世界的宣教 

• 有效的宣教是 ―使徒宣教‖ 既每个领袖必须学习宣教 
 

例子 

门徒彼得: 徒 2:14-16, 38-39/门徒约翰: 启 1:9-17 / 门徒雅各: 徒 15:16-17 

宣教士史提反: 徒 7:2-53 / 宣教士腓立: 徒 8:35-40 / 使徒保罗: 徒 14:15-17 
 

保罗对宣教的神学 

• 徒 17:22-31 在哲学家的 Areopagus 庭前 

– 被认为是: 未知上帝的祭坛  

– 斯多学派（禁欲主义者）前, 雅典 Zeno 学校的哲学家 

– Aratus 及 Cleanthus 是接触点 (罗 1:16-17) 
 

2: 为何向每人宣教? 

三个观点: 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警告 
 

上帝的命令 

上帝命令我们宣讲福音: 可 16:15 徒 1:8  太 24:24 约 14:15 赛 45:21-22 
 

我们的动力 

• 基督拥有天上地下的所有权柄  我们不能以增加基金及策略来向世界宣教 

• 当地教会是宣教的心脏  为属灵倍增来工作 (提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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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说 : Sadhu Sunder Singh: ―和宣教相比, 其他任何在教会发生的事，如在发生火灾的屋

子里，重整摆放家具一样。‖ 
 

Donald McGavran 

―一些被误导的基督徒巨大的错误，是相信没有相信基督的男女，我们也可拥有公正的世界。圣

经没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人类历史也没有。如果教会不把有效地宣教放在首位，在两代后，美

国教会会如欧洲一样。‖ 
 

上帝的计划 : 福音是伟大的领域: 约 3:16-18 路 10:16 罗 1:16-17 
 

福音是上帝外在的知识 : 独有的救恩计划   世界的终点    永生的绝对原则 
 

福音是必须分享的 : 不能只包含在社区里  不能被世俗化及社会化 
 

上帝的警告 : 

如果你不传福音：面临审判 (太 7:26) 

事工不被恩膏 (徒 1:8) 许多在我们周围的会被控告 (约 3:16) 

遗失上帝在我们生命的计划 (太 28:18-20) 
 

结论 

• 当一个基督徒 100% 的委身, 没有一个牺牲是太大，没有一个职分是做不了的 

• 当一个基督徒征战久了，害怕失败及死亡的恐惧成为其次了 

• 当一个基督徒把所有的给了基督，获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宣教为生活方式 
 

赢得灵魂 
\ 

1. 设立不同阶段的信仰目标  

你愿意在此事上相信上帝：1 天 3 灵魂 1 月 5 灵魂 1 年 1 灵魂 

2 个原则 : 知道在基督里，你是谁 

愿意在谈话中把基督的名字说出来 
 

2. 赢得灵魂的乎召 (你的部分) 

• 我们是上帝手里的器皿 

• 见证是首个及最重要的，他关系到你是谁 (徒 1:8) 

• 所有承认基督是主和救主的是见证人 

• 容许上帝在我们身上:涌流 – 约 7:38 更新约 :37 满溢(徒 2:47) 

 
上帝的部分： 

上帝的能力 (林后 3:5-6) 基督的使者 ( 林后 5:20) 

我们是枝子 (约 15:1,3-5,7) 是我们完全 (太 5:48) 

他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工 (腓 1:6) 

 
赢得灵魂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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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肯定别人: 接受基督，带领他们进入光明，圣灵开启他们的眼睛 
 

传讲真理的工作 ： 给个人见证 

被命令祷告：为着丰收 (路 10:2)；为积极赢得灵魂；为上帝使用我们 ；关怀失丧的心爱的人 

有信心的祷告  用赞美来祷告  祷告圣灵带领  祷告抵挡黑

暗势力 祷告抵挡敌人  持续祷告  为公义祷告 
 

3. 赢得灵魂的预备 ： 看见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是上帝的话语；指的是耶稣是弥赛亚；上帝说的话；好消息；上帝的能力 
 

把上帝的话藏在心里： 背上帝的话；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运用上帝的话；分享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是活的 (希 4:12)  道路、真理及生命 (约 14:6) 

除他以外，没有救恩(徒 4:12) 如果你承认… 就得救 (罗 10:9-10) 
 

坚持真理的根基：罪恶会杀人  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基督从死里复活好叫我们活着  每个人需要在灵里重生  

每个人需要邀请基督进入他的生命才能在灵里重生  
 

4. 赢得灵魂及十架 ：强调十架的重要 

保罗教导：―我们传讲基督被钉十架...‖ (林前 1:23) 

―上帝禁止我夸讲，除了十架的主耶稣基督…‖ ( 加 6:14) 

这是分享的目的  基督十架是他的信息 
 

十架的信息是什么? 

基督在十架成就的是： 在罪里释放我们得新生命 

重修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及真诚的爱：十架宝血救赎我们、使教会成立、经历上帝不同的恩典 
 

5. 赢得灵魂的方法 ； 警告 

―方法是好，但他可能成为属灵热诚的代替品。不要掉入只做事的陷阱，只靠人力和记忆，而要

知道我们赢得灵魂的努力，必须是依靠上帝圣灵在世的工作。Jerry Wiles – 在 ―如何赢得他人

归向基督‖里说：不要在圣灵的前面；不要只关心如何做完你的表达；不要让救恩的技巧盖过了

救主 

去哪里找人? 

• 在拥挤的房子里- 从一个人开始 

• 在公共地方 – 德士司机，招待员等 

• 在制场上 – 公事的来往及同事 
 

要敏感：看别人如何回应及反应；他阅读什么书；求神启示我们有关这人的事；察看他的脸色 
 

6. 把谈话转成福音 (3 原则) 

• 给一个人信主的机会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大部分赢得灵魂的谈话不会太长 

• 大部分的人已准备好领受及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 

• 人们可以在任何场地及时间接受主 

开始谈话 

从普通的句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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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生命里是否有什么激励你的事呢?‖ 

– 你是否看见任何可鼓励你的事呢? 
 

显示你是正面的人，谈话会就会有启发性  

建立一个人的属灵阶段  使用工具传扬福音：4SL, EE111,Bridge 
 

果效： 

• 如果他们准备好接受基督，他们会为谈话而感恩 

• 如果他们有关系到基督问题，此谈话可提供他们表达的机会 

• 如果他们没准备好接受基督，他们很快结束谈话，你可以停止，将来给他们传单。 

• 注: 如果他们不接受基督, 你简单的问题可能会给他生命长远的影响 
 

7. 发现上帝的工作 ： 圣灵带领的系统 

你是否看着一个人 你是否觉得在某方面被这人吸引 

你是否有很深的感动要明白这人 你是否看见超过表面的事 

要做些什么呢? 迎向这人 有眼睛的接触  微笑并看对方的回应 开启门 
 

8:  结论 

• 大部分人没准备好接受基督 

• 不必灰心/ 失望/ 气馁 

• 把焦点放在邀请基督进入他生命的人 

• 我们是主收成的同工 – 我们是收集的人， 上帝是使种子成长的神 

• 是主向灵魂说话 

• 是主带来重生 

 
我们的工作：播福音的种子 

 

使用鼓励的话，灌溉种子  

 

给人机会，让他们被 ―收割‖，做决定开启他们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入 

 

 

 

 

 

 

 

 

 

5. 有意识的门徒训练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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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在大使命扎根：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18-20 

 
上帝常常要他在地上的子民被祝福。因此，他赐他的圣灵给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使他们成为门

徒。上帝建立教会主要是向困在黑暗里的世人彰显上帝的光。 

从大使命我们知道耶稣差遣所有跟随他的门徒: 

 传讲福音 (可 16:15)  训练门徒 (太 28:18-19) 

 差遣使者 (林后 5:20)  成为见证人 (徒 1: 8) 

 

1. 门徒训练 

因此我们作为耶稣门徒，我们的目的是要训练门徒。我们的呼召不只带领人认识主耶稣基督，

也要带领他们更成熟，使他们也可带领人归向基督，要带领他们更成熟。我们不必等到我们完

美及在所有属灵领域成为专才，才能训练门徒。它其实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训练门徒，

我们必须专注在我们的努力在忠心的人身上，他们也会教导他人 (提后 2:2)。 

 保罗有提摩太、提多及赛拉斯  耶稣有 12 门徒 

 耶稣用很多时间和 3 门徒在一起，他们也因此训练他人 

 
门徒训练是一种属灵倍增。它有果效因为门徒把他们在耶稣里的生活素质传给他人 

 (路 6:40)。 

 

2. 门徒训练的阶段 

 教会开会 (路 13: 10； 太 5:1-2) 或更大的基督徒聚会。门徒集合敬拜，建立更深的关

系，彼此满足对方的需要。  

 家庭聚会: 耶稣常在小组教导他的门徒 (太 13:36, 路 9:18)。小组容许好的交流、教

导、讨论、及分享。组员的密切关系可被建立。 

 一对一的门徒训练: (约 3:1-21; 约 21: 15-22)。这方法很好，他可建立关系、有亲密

的分享、个人的事工、及回答问题。这种训练对初信者更为重要，它能使他们在上帝的

国度及教会里更坚定。每个要训练门徒的人必须能做到一对一的门徒的帮助。 

 
但最好的方法使融合以上三个方法。 

 

3.训练门徒者的素质 

训练门徒者必须: 

 渴慕上帝的话语 渴慕圣洁的生活 渴慕更认识上帝 

 在他们的生命里，委身于耶稣的主权，在所有的事上，不顾代价的寻求他的旨意。 

 渴慕被上帝使用 爱主及他的子民 被圣灵充满及依靠圣灵 

4. 门徒的特性 

应该可以: 

 在主里传达喜乐及热诚给其他门徒、给与门徒无条件及牺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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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及容易被门徒接触，给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来帮助他们 

 和门徒分享生命，是他们真正的基督里的朋友 脑子里浮现门徒时，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的门徒在公共场合祷告，教导及带领、挑战门徒有更大的信心 

 发展门徒的潜能、做门徒的榜样，表达欣赏及培养他们 

 

5. 如何开始一个门徒小组 

 祷告求上帝带领你到他人面前，使他们成为门徒、解释训练门徒的过程 

 告诉他们有关他们的委身、讨论属灵权柄的委身 

 让他们醒觉于他们日后也是他人做门徒 

 

6. 门徒训练的目的 

 让他们最爱的是上帝 (太 22:37) 爱人如己 (太 22:39) 

 被更新更像耶稣 (林后 3:18) 

 让他们不顾代价顺服上帝 (约 14:21) 

 通过小组教导及讨论，个人查经 ，在认识上帝话语中成长 (路 24:45) 

 改变生活方式，让他们不喜欢做不荣神的事，把时间放在做神的工。(路 9:23, 加 

5:13-25,6) 

  
学习并成为更能有技巧的、有自信的耶稣门徒，例：做见证、带领慕道者归向主、教导

他人祷告并接受圣灵 (提后 4:2, 提后 2:15) 

 
结论 

素质通常产出数量，但数量本身不一定生产素质。我们需要把生命的素质传给他人，让人看见

我们有主耶稣基督。那些觉得自己接受了这些生活素质的人，需要被鼓励把它传给人。在这过

程中，少数会倍增。 

 
问题： 

 

1. 在此讨论的门徒训练的原则，今日是否在你教会实行呢? 

2. 你是否需要一个有系统的门徒训练，或只是大家集合，满足组员的需要，或训练者觉

得被带领，就足够了呢? 

3. 你是否认为大部分教会成功地建立以圣经为根基的基督徒，让他们过得胜及丰富、荣

神的生活，扩展上帝的国度? 门徒训练是否有帮助呢? 

 

 

 

 
 

四：回应存在的呼召 

大马圣公宗教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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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马圣公宗教会历史 

大马圣公宗教会 

起初 

• 1805 在 East India Company -Rev Atwill Lake – 院牧 

• 1816 - Penang Free School - Robert Hucthings 

• 1819- 11 May St. Georges Church, Rt. Rev Thomas F Middleton 祝圣（Bishop of 

Calcutta） 

婆罗州 

• 1846 Borneo Church Mission 成立 

• 差遣圣公宗宣教士到婆罗州 

• 29.6.1848 第一个圣公宗工作开始 

• James Brooke 邀请 Francis Thomas McDougal – 牧师/医生 

 

建立大马圣公宗教会 

• 1855 - Labuan 教区成立 

• 1855- 18 十月  F.T. McDougal - Bishop in Calcutta（加尔各答会督）祝圣 

• 1856 - McDougal – 砂劳越会督 

• 1869 - Act of Parliament - 在 Straits Settlements 的教会和 Bishop in Calcutta（加尔

各答会督）分开，现在在 Labuan 会督管理之下 

 
新教区的创造 

• 1909 开始分开 

• 新加坡及马来亚教区 (西马、印尼、泰国、越南、老挝及柬埔寨): James Ferguson 

Davies 会督 

• 婆罗州教区 (北婆罗州, 砂劳越, 汶莱及加里曼丹) Chambers 会督 

 

增长 

• 24.7.1962: Jesselton 教区 James Wong 会督 (马来西亚成立后，成为沙巴教区)  

• 13.8.1962: Kuching 教区 Nigel Cornwall 会督(13) 

• 1970: 西马教区 Roland Koh 会督(4) 

 

东南亚教省 

• 2.2.1996 -祝圣 

• 第一任主教: Most Rev Dr, Moses Tay 

• 第二任主教: The Most Rev, Yong Ping Chung 

• 第三任主教: The Most Rev. Dr. John Chew 

 

特色 

古晋教区 

• 会友: 160,000 

• 语言: 英文、伊班、马来文、中文 



 26 

• 传统: 高教会 

• 训练: House of the Epiphany 6.1.1953 

 
沙巴教区 

• 会友: 60,000 

• 语言: 英文、马来文、中文、客家、卡达山 

• 传统: 在过去的十五年由高教会改到福音派 

• 训练: PLAS January 1980  SPDS January 1990 

College of the Holy Way, Kudat – 1800 末, 1900 初 

 

西马教区 

• 会友: 20,000   语言: 英文、马来文、中文、淡米尔、伊班 

• 传统: 中庸、福音派  训练: KTM 1975 STM 1979 

 

宣教事工 

古晋 

• 砂劳越内陆  西加里曼丹  汶莱 

 
沙巴教区 

S.A. I.M. – 1956 东加里曼丹– 1997 柬埔寨 – 1998 泰国 - 2000 

 

西马教区 

土著  乡村事工 1997  棉兰  柬埔寨 

 

教省的挑战 

装备 

训练同工  分享特别的事工       牧区间的网络 

 
扩展 

• 结合宣教事工    分享在宣教中不同语言的讲员  

• 提供资金，支持宣教及社会计划 领养国家作宣教工作 

 

鼓励 

• 结合牧师及同工退修会 超牧区的网络 – 团契、成长及学习 

• 沟通: 教区间的资讯交流 

 

授权 

• 各教区的牧师们彼此交流 

• 若能，依照恩赐及呼召在教省中调派牧师 

• 在教省扩展会督的事工  

• 在不同宗派间有更多的交流 

2. 大马圣公宗教会的挑战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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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代圣公宗教会身份的挑战  

 缺乏明显的自我认识的阐述 
 

B. ‘盆栽’ 

 „在大马的教会‟ 而不是„大马教会‟ 
 

C. 回应回教 

1. 基督徒团结 

2. 影响回教徒及基督徒关系的重要课题  

o 在回教化的边缘化及歧视 

3. 回教价值观的活动 

4. 教育结构 

5. 敌基督的声明及活动 

 禁圣经 对教会的攻击 滥用基督徒的记号     身分的危机 入教及改教  
 

政策选择 

 宗教和平委员会   ： 研究种族关系的机构  

 宗教领袖应当确保社会和平  ： 基督徒宗教及社区领袖应当更参与政治  

 积极和其他宗教人士沟通  ： 基督徒群体应当看重回教徒及基督徒的关系 

 国家教育政策(及其他有关的政策) 应当重修订 

 单一国家教育结构应当被发展，在学校课程里加入人权因素  
 

D. 国家建设 

少数民族思维及醒觉   虔诚的遗产 
 

E. 宣教及服侍 
 

F. 在敬拜中注入文化 
 

G. 神学争论 
 

H. 前方  

 必须不失本身身份，依靠能引起与当地感情有所共鸣及察觉当地挑战的信仰及灵性。 

 探讨如何发展牧养计划，使教会在不同信仰群体中，以回教为主的政治体制，继续操作  

 神学必须和社会有关联。 

 圣公宗会友必须被挑战，能看见国家建设是上帝通过圣灵工作的领域。 

 基督徒需要能有创意的平衡好公民在世的需要及不妥协基督徒身份及见证的属灵生命。 

 生态学现今明显的在国际圣公会教会的议程里。  

 基督徒教会是服侍的教会。 

 圣公会会友需要认定资源及建立网络。  

 圣公会教会必须显出北欧裔（„Anglo‟） 形象及发展礼仪更新及修订的全面的指南及原则  

 平信徒及牧者需要培养及委身于终身学习。 

 

圣公会对使命及宣教的认知： 

1) MISSIO 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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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宣教的资源及目的是在上帝的大自然及工作里 

兰伯 1998 ：“所有使命来自上帝在耶稣基督的行动及启示...我们的宣教的呼召是在上帝的属性

及他自己的启示。” 
 

2) 耶稣基督的中心 

所有宣教应当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们注目耶稣的生命，死亡及复活，我们通过宣教、爱心的服事、及做先知见证来见证耶稣及

跟随他。 
 

3) 全面宣教 

传讲天国的好消息、教导、洗礼及培养初信者 

以爱心服侍，回应有需要的人 

寻求更新社会不公义的结构 

保护创造物的正直，维持及更新地球的生命 
 

4) 对宣教的认识，是需要圣经、传统及思维 

所有救恩需要的事，都可在圣经里找到，此事当被明白及以“传统”及“思维” 来看待。 
 

5) 神学的分类 

圣公会相信共同点及不同点是由使徒信仰，及在敬拜所表现的对最终合一的盼望，维持到今天 
 

6) 教会在宣教的角色 

教会是参与在圣父、子、圣灵与天父的团契，并为了事工及宣教而恩膏上帝子民。 
 

7) 道成肉身 

圣公会使命在世上看见基督，在服侍有需要的人来寻求跟随他，如社会关怀、医药及教育机

构、参与社会及伸张正义。  
 

8) 对文化敏感 

圣公会会友相信宣教必须慎重考虑文化背景，寻求沟通而非替换或强迫。 
 

9) 所有人都宣教  

宣教是每个会督、教区、会友的责任，以分享及显示上帝在耶稣基督的爱。 
 

10) 团契广泛的活动及互相扶持 

宣教应当被成员们分享。 

扩展宣教的弟兄情 (圣公会团契如何成立) 
 

院牧：三百年前，当英国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是开始贸易时，牧师被差派成为院牧，看顾英国人

的宗教需要。通过统治者的权利，圣公会教会在有策略性的地点被建立，例：槟城的圣佐治

堂，新加坡的圣安德烈堂及吉隆坡的圣玛丽亚座堂。 
 

不久，在他们家里或办公室、农业、及锡矿的当地的员工，被吸引来城市的教会。为了帮助初

信者成为门徒，两间机构被成立： 
 

USPG (United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1701) 
SPCK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 (1698) 
 

在十九世纪，福音派的复兴在英国圣公会教会发生，随之是更大的对宣教的焦点，CMS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及 LMS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被成立。 全职宣教士被差

派。CMS 在不同的乡村建立诊疗所，建立怡保圣奥古斯丁堂，斗华的圣美嘉堂, 沙叻秀救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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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毛糯圣马可堂及填光基督堂。OMF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在南吡叻的乡村建立诊

疗所。  
 

圣公会学校被建立，例：Penang Free School (后来交于政府), 吉隆坡的 St Mary‟s School 及 

Pudu English School, 北海的 St Mark‟s School 及马六甲的 St  David‟s School。 
 

三百年由圣公会牧师及宣教士负责的院牧制及宣教事工，带领了超过 8 千万圣公会会友，在

120 国家，成立国际圣公会团契的 38 教省。这是随罗马天主教及东正教后，最大的宗派。最

大的圣公会教会在尼日利亚，共 2 千 5 百万会友。 
 

圣公会在东南亚的宣教 

1800 年代 –在 Bishop in Calcutta（加尔各答会督）之下 

1855 – 一个教区：新加坡、古晋及 Labuan (纳闽) 

1909- 二个教区成立：新加坡教区 (包括马来亚) 婆罗教区 [古晋教区 (砂劳越), 沙巴教区 (北婆   

          罗州)] 
 

1970- 西马教区成立 

在 1996 年，四个教区结合成立东南亚教省： 

古晋教区 (砂劳越及汶莱)  沙巴教区   西马教区  新加坡教区 

*新加坡也照印尼、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及尼泊尔。 
 

PROSEAMS (Province of South East Asia Mission Services) 
目的：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建立教省，特别是在印尼、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及尼泊尔。 

现今，圣公会教会在这些国家是在新加坡教区之下。他们有地方主教，由堂主带领。 
 

印尼的地方主教制：第一个英文教会是在雅加达的诸圣堂， 在过去的 50 年，它成为殖民院牧

及国际教会。自 1993 年, 当这地方主教制被成立，GAI (Gereja Anglikan Indonesia) 在 Batam

及 Bintan (Riau Archipelago)，Medan, Jakarta, Bandung, 及 Surabaya 有 6 间堂会及 25 会

众。在古晋教区的帮助下，一间堂会在 Pontianak (西加里曼丹)  被建立及在沙巴教区的帮助

下，在 Tarakan 及 Nunukan (东加里曼丹)，两间教会被建立。西马教区帮助在棉兰的事工。

在 2004 年，一个被称为印尼圣公会机构（Institut Anglikan Indonesia）的训练中心被成立来

装备 GAI 的牧者同工。 
 

泰国的地方主教制：虽然在曼谷的基督堂早在 1864 年成立，及已服侍在城市里的移民，在泰

国人民间的圣公会的事工在 1991 开始。该教会现有 130 会员，在 Ban Chang 及 Sawang 

Daendin 县有两个姐妹堂。在 2002 年，一个新的计划在 Korat 开始。在泰北的山上的族群，

有六间堂会。1999 年在曼谷，一间出名的幼稚园被建立。ACT (泰国圣公会教会) 服事在边界

的缅甸的克伦人难民。 
 

柬埔寨的地方主教制：第一个圣公会教会，即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和平教会（The Church of 

Lord Jesus Christ Our Peace），被西哈诺王批准，在 1993 年开放。自此，事工扩展到在柬埔

寨 5 个教省，既 Kandal, Svay Riena, Takeo, Kampong Speu 及 Pursat 教省。共有大概 20 会

众及传道点，会友使用 3 语 – 高棉玉、英语及中文。在 2007 年七月，当地的高棉人，Tit 

Hieng 牧师被委任为主席。 
 

老挝的地方主教制：因当地政府限制建立教会，一个非政府机构 ARDA (Anglican Relief and 

Development Agency) licenced 在 1992 年获批准在教育领域操作，它在 Vientiane, 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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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ang Prabang 及南部的 Pakse ，有语言中心。此外，也有来自不同国家及宗派的移民的基督

徒，提供职业学校的训练。  
 

越南的地方主教制：因有对国外宣教士不明朗的政策，事工在河内的一个幼稚园及英语中心，

及在贫穷的地区，由越南人基督徒建立的医药诊疗所。他们也尝试帮助青年人，面对不要的怀

孕及差遣人手到乡村。 
 

尼泊尔的地方主教制：当几个教会加入新加坡教区，尼泊尔的圣公会教会在 1999 年成立。现

今，有 1500 洗礼后的会友在 35 堂会聚会。他们大部分是在山上的部落族群。在首都

Kathmandu 有四堂会。地方主教制寻求创立社会关怀事工，面对贫穷，提供领袖训练来使教会

更强。 
 

(缅甸有他自己的教省，四个教区。但我们的教省在教区间及牧区间有几个联系,尤其在严重

2008 年五月的风灾后。菲律宾有自己的教省，是由美国圣公会教会成立) 
 

西马教区的宣教 

在早期，中文部及淡米尔文部被成立，来助长用他们更熟悉的语言的会众。在 1995 年，马来

文委员会被成立，以提供来自砂劳越及沙巴的圣公会会友、印尼及土著及伊班族崇拜。对土著

的宣教由圣彼得堂做先锋。从 1993 年开始，他们进入 25 乡村，中心设立在务边的平安堂，在

10 个乡村建立礼拜堂。事工及领导在母堂的劝告及金钱的资助上本土化。有一位被按立的牧师

及九位传道人。直至 2008 年，大概有 800 土著洗礼及坚振。宣教的工作扩展到 Gua 

Musang ，吉兰丹的南部。在 2009 年,马来文部被正实成立。    
 

圣公会乡村事工 (AVM) 在 1995 年开始，牧养几个在霹雳州的华人新村。现今在 Mamban 

DiAwan, Kg Coldstream 及 Air Kuning 有堂会，有一位被按立的同工及 5 位传道人。 
 

在许多外劳及学生的情况下，几个牧区开始了尼泊尔，缅甸，中国大陆及印度人的事工。 
 

有一个宣教委员会被成立，提供意见于会督，及协调在教区的宣教事工。两位教区的宣教士被

委任。在教区的呈面，两年一次的宣教研讨会由祷告研讨会交替。  

 

 

 

 

 

 

 

 

 

 

 

 

 

 

 
 

3. 教会间的合一及合作谅解 (泛基督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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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基督教主义（Ecumenism）及教会间的合一 
 

引言 

大马的基督徒在他们建立的教会网络里有非凡的果效。机构及运动成为讨论有关教会合一及使

命的空间。泛基督教主义运动加强有关见证、宣教、及参与社会的全面认知。泛基督教主义运

动常带来信仰更新及多方面成长的基督徒生命。 
 

泛基督教主义及你 

1. 写下你所有与你有联系的其他教会及其会友的名单。这是如何成就的呢?  

2. 写下他们的宗派，找出你觉得最容易和他们一起服侍的人，及你觉得最难联系的人。  
 

A. 泛基督教主义运动 
泛基督教主义运动的目的是使所有改革派教会合一，最终使所有基督徒合一。“泛基督教主

义”一词来自希腊字 oikoumene。oikoumene 一字来自希腊字 oikos ，意思是家。它同等

的英文是 ecumenical 即所有在世的属于一个家。在现代的用法，它代表整个信仰、所有种

族、所有国家及教会的家。泛基督教主义有时被比较广泛的使用来包括和其他宗教传统对话。  
 

1. 圣公会的包括精神 

圣公宗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及历史里诞生。 所以，圣公宗教会的机构不是常常有恩惠、崇高的及

顺服基督祷告，即在约翰福音 17: 20-23 的恳求合一。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

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

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

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在理论上）圣公会对基督徒信仰的表达是传承泛基督教主义。若不是这样，它是实践的不足

多于传承的不足。  
 

耶稣没呼召我们只与我们喜爱的人合一 

圣公会的包括精神给泛基督教主义的事务特别的关注。 
 

它在它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它的目的包括:  

 建立教会间的有系统的团结 

 通过联合宣教及社会运动，帮忙完成教会的使命  

 尝试建立在基督徒间的信任  

 在其他信仰带来的挑战中，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督徒信仰的堡垒  
 

2. 芝加哥-兰伯 Quadrilateral 1886, 1888 

芝加哥-兰伯 Quadrilateral 是由帮助圣公会会友，在和其他基督徒教会的联系中及合一间，

找到定位的目的而产生的。在 1920 年，Quadrilateral 重新强调一个在兰伯对所有基督徒的

呼吁。合一该在接受基督徒圣经，两个圣礼即洗礼及圣餐，及主教制度的根基里寻找。  
 

 

3. 三个团结的模式 

a. 固有的团结 
第一和最重要的例子是圣公会会友及他人在二战后在印度群岛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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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内部团契 
当一个非圣公会会友来到圣公会教会，他们常被牧师欢迎来到主桌前。当各宗派达成一个正式

的协议来欢迎各成员领圣餐，基督徒的合一就出现。  

c. 合并 

在过去的百年，两个在葡萄牙及西班牙小的 Lusitanian 教会成为圣公会。在 1978 年，通过

一个合伙的宣教协商, 葡萄牙及西班牙小的教会被鼓励正式申请加入圣公会团契。此事发生在

1980 年。芝加哥-兰伯 Quadrilateral 被所有成员完全接纳，主教制不成问题。  
 

4. 东方及西方 

信仰及体系 

最困难的泛基督教主义的部分是信仰及体系的课题，圣公宗与其他教会间的神学体系成为泛基

督教主义的议程。 

在 1841 年，在耶路撒冷，北欧裔-苏联的主教制成立，主教们由圣公宗及信义会主教轮流代

替。二战后，圣公宗及东正教有许多在本土及国际的会议。1976 年莫斯科协议是泛基督教主

义里的程碑。 
 

它也关乎与 Filioque 的部分-尼吉亚信经的部分，既西方基督徒所说的圣灵是从 “圣父及圣

子儿来”，东方基督徒只说“来自圣父”。 
 

不同阶段的合一 

神学体系的过程强调分别，寻找让大家更亲密的途径。此事可通过：  

新认知  从新诠释   更正误解 
 

圣公会会友合一的其中一个方法是通过不同阶段的立约。 

可能最正面的方法是通过当地泛基督教主义的活动，会友们与其他传统的基督徒一起敬拜，服

事及宣教。 
 

一个个的步骤 

兰伯 1988 讲述寻求合一的工作是有以下步骤：  

在信仰及宣教里有团契   在团契有限的分享   完全的团契         有系统的合一  
 

B. 泛基督教主义的世纪 

1. 宣教运动 

从 1910 年的爱丁堡会议开始，现代宣教运动是世界教会合一的影响。 

1910 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被证明是所有国际宣教活动的分水岭。此事促使世界教堂协会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在 1948 年成立。因着不同的神学前提及社会因素，罗

马天主教教会不是 WCC 的成员，但积极参与很多它的活动及会议。 
 

泛基督教主义的现代宣教工作的特色展示了以下的关怀事项:  

 对于分裂的教会，世界太强了（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会议 1925） 

 上帝的使命比各自教会的骄傲及地位更为重要  

 殖民主义在世界的三份二地方，对基督教的影响，必须被纠正，而他其中的影响是宗派主义 

 基督教在世界的三份二地方的发展是巨大的，它永远的改变“宣教”教会及“接受”教会的

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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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平及公义 

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会议记录：  

把我们的信仰及条规的分别放在一旁，我们的目的是维护基督徒生命及事工的实践行

动。我们在上帝及世界面前承认教会的过犯及失败。。。  
 

3. 世界教堂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查尔斯布伦特（Charles Brent）会督，一个美国的圣公会会督，呼吁合一：  

基督教界要成立自己的家，以便它在以夺取福音的凝聚力的宗派主义，影响东方世界之前，

给人们粮食而非石头，是一个挑战！今天中国上百的宣教士机构是基督徒的自灭政策，民事

庭则是为了它全国的和平及富足。今日东方基督徒起义，不是为了反抗基督教，而是反抗分

裂的基督教，不是在政治或宗教里反抗外国人，而是反抗外国人的统治。 
 

世界教堂协会在 1948 成立 

它的功能是： 

 呼吁教会在一信里合一，在敬拜里表达一个圣餐的团契，在基督里有共同的生活，一起成长

达成合一，以便社会相信其事。 促进在各个地方及所有地方，教会有共同的见证、在世界

宣教事工中支持教会  
 

C. 在大马泛基督教主义  
 

1. 马基协会 

在(1941-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在新加坡的樟宜监狱，一些教会领袖被囚。对教会合

一，合作及泛基督教主义的委身已开始扎根。此事使 Malayan Christian Council (MCC) 渐形

成，在 1948 年 1 月 9 日正式成立。在初阶段的会议里，参与的教会是卫理公会，圣公会及长

老会。过后，叙利亚东正教会、马多马教会、信义会、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 、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会 （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 ）及圣经公会参与。 
 

当马来亚在 1957 年独立，教会开始呈现“全国化”的记号，既从海外移民的领导转至本土领

导。MCC 感觉到道德的责任，以配合政府的努力，建立独立及公正的社会。在 1967 年，

MCC 改名为 Council of Church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CCMS) 。但是，当两国分

开时，在 1975 年，它成为马基协会/Council of Churches of Malaysia (CCM)。513 事件

后，在 1969 年的种族暴动，CCM 教会领袖参与 the National Goodwill 及 the 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s，对建立国家有重要的贡献。当政府在 1970 年更强调马来语作为国

语的使用时，CCM 也不断鼓励在教会个阶段使用马来语。  
 

因为历史的缘故，在沙巴及砂劳越的教会被发展，无论在政治及教会中，是与西马不同及独立

的。沙巴的 Council of Churches (SCC) 在八十年代末成立，它包括天主教交会、圣公会、巴

色会、婆罗洲基督教会/Sidang Injil Borneo (SIB)、安息日会、Protestant Church of Sabah 

(信义会)、浸信会及福音堂。在砂劳越，the Association of Churches of Sarawak (ACS) 在

1980 间成立，包括了天主教、圣公会及卫理工会教会。砂劳越的 SIB 过后也加入 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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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区域及国际的活动提供本地的教会领袖一个关于教会间合作可成就的异像。East Asia 

Christian Conference (EACC) 在 1949 年，在曼谷的建立， 它在 1959 年 5 月，在吉隆坡

的会议中，帮助联系本地的教会领袖及他们在区域的伙伴。为了反映更广的区域间合作及泛基

督教主义的代表性，EACC 改名为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CCA)。为了建立一个本地

神学机构，圣公会、卫理工会、信义会在 1979 年 1 月，共同创办马来西亚神学院/Seminari 

Theoloji Malaysia(STM)。 
 

CCM 成员是：圣公会古晋教区、沙巴教区及西马教区、巴色会、信义会、叙利亚马多马教

会、卫理工会、叙利亚东正教会、沙巴改革派教会、救世军及弟兄会。联合的成员包括：圣经

工会、少年军、女少年军、马来西亚基怀、National Council of YMCAs, 基督教女青年会及

马来西亚神学院。 
 

2. National Evangelical Christian Fellowship (NECF)/全国福音教会联会 

在 1983 年 5 月 6 日，NECF 结合许多非主流福音宗派及会宗，建立一个新的泛基督教主义的

机构。NECF 是 the 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 及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Asia 的成

员。  它保持与国际机构的亲密的友爱关系，例： the Lausanne Committee of World 

Evangelisation,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the AD 2000 Movement 及世界

宣明会。NECF 代表宗派如：神召会、浸信会、福音堂、Christian National Evangelism 

Commission, 播道会、全备福音堂、Latter Rain Church、婆罗洲基督教会及一些独立教会 
 

3. Christian Federation of Malaysia (CFM) 
在八十年代后，教会领袖领悟到成立泛基督教主义的机构及合一声音的需要，来与政府及其他

宗教及属世机构联系。来自不同传统的教会领袖自愿的聚在一起，建立 the Christian 

Federation of Malaysia (CFM). The CFM, 在 1985 年 2 月 6 日开窗，结合三个基督教界的

主要源流—罗马天主教、CCM 及 NECF 的成员。  
 

正如他的目标，CFM 尝试在关系到大马社会课题上有相同的立场。在实践方面，CFM 扮演着

基督教群体的使者。CFM 确保基督徒完全参与国家建设。它也看顾基督徒在国家所有人民的

融合及福利的利益。大马泛基督教主义主要的挑战是联合大马教会本地文化和传统。  
 

CFM 是 the Malaysian Consultative Council for Buddhism, Christianity, Hinduism and 

Sikhism (MCCBCHS) 的成员。此理事会作为一个解决关于宗教及其他敏感课题的会议。它也

派代表到政府那里，有效传达它对影响不同宗教课题的看法。  
 

D. 不同宗教间的对话 

1. 宗派及信仰  

许多有关泛基督教主义及宗教间对话的困扰出现在人们的脑里。泛基督教主义 (来自希腊字，

意思是'家') 代表在信仰的家庭里及上帝子民的活动。它不代表世界信仰间的对话。  

 

2. 附带条件  

但有几个附带条件及警告：  

肮脏计谋?    对被逼迫的基督徒有所关怀   合作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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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传讲福音   只是世界的信仰?  
 

3. The Network for Inter Faith Concerns (NIFCON) 

信仰间的课题第一次在 1998 兰伯会议一个活动里真实的出现。NIFCON 在 1993 年成立。 
 

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它对基督徒的使命是重要的。在神学上，以下的论点必须被关注：  

 上帝是否在或与其他信仰中说话  

 对话是否或能否带到宣教  

 基督徒是否能在面对社会中，上帝国度的事工上与他人沟通  
 

NIFCON 的目标是： 

 在基督徒及其他信仰的人们间，有更开放及关爱的关系上进步 

 在有关不同信仰，关乎圣公会群体的教省的事上，交换新闻、资讯、观点及资源  

 在适当的时候，对周围敏感做见证及宣教  

 在关系紧张及纠纷间，祷告及采取紧急措施  

 做本土化及更广泛的神学反思 
 

四原则： 

 对话在人与人相遇时开始  

 对话有赖于彼此了解、尊敬及信任  

 对话使人分享社区服务  

 对话成为真诚见证的媒介 
 

实践的对话 

在多元社会的每一天里，在基督徒及他人的 对话' 是很普遍及平凡的。 
 

参考： 

1. 至今，有关洗礼、圣餐及事奉的最重要资料是由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82）提

供。16 年后，兰伯 1998 会议观察到一些圣公会教省还未实践他们的一些原则，尤其是在基

督徒的入会仪式。 
 

2. 在圣公会-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上，请察看简短的 ARCIC II 中的资料 (The Second 

Anglican-Roman Catholic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救恩及教会 (1987) 及教会为团契

(1991)。在 ARCIC I (1982) 最后的报告（The Final Report ）含有所有的资料。 

 

 

 

 

 

 

 

 

4. 圣公宗会友及国家建设 (社会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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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被问及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耶稣引用十诫的两个诫命来回答。“以色列啊，你要

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

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可 12:29-31) 

 

在耶稣的教导中，这两条诫命同行。对上帝真诚的爱，是在对我们为人的实践的爱中表现出

来。耶稣表达得清楚的是对邻舍的爱超越亲属及种族关系的界限。 
 

1. 社会事工的圣经基础  
 

一个人遇见上帝的经历无可避免的会影响其它的关系，及基督徒在社会的角色的表现。圣经不

只与人与神的关系有关，也关系到人与人的所有关系。 
 

旧约里基本的社会责任： 
 

公义 (诗 41:7) 公正 (申 32:4)  怜悯 (约 24:21) 爱(耶 31:3) 
 

新约基础 
 

房角石的爱 (约一 4:19)  爱的诫命 (可 12:29-31)  上帝的爱 (路 10:29)  

邻舍的爱  (路 11:28)  自爱  (路 6:21)  敌人的爱 (路 6:27-30, 35-36) 
 

2. 基督徒社会事工的神学基础 
 

社会事工必须在基督里表现的上帝的属性里扎根。所以，社会事工应当与上帝论和谐的发展。  

上帝论 ： 上帝是谁 上帝的属性 – 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三为一体 
 

3. 援助的国际原则 
 

关心人们  (太 25:1-46)  行动   全人类的重要    

上帝是主要的原因  自我的决心  忍耐   个人的责任 
 

4. 基督徒社会事工的范围 
 

实践的爱明显的是基督徒普通的习惯的一部分。但社会事工必须超越对邻舍及弟兄的爱，超越

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践需要。基督徒社会事工是一个社会次序的基本重建。 
 

要解决贫穷、压迫及疾病因素的问题，是超越第一代基督徒的能力。早期教会的会友由在权力

边缘的人士组成。因此，他们必须满足于颠覆性的活动，模仿另一个在他们个人生活中的社会

次序， 而不是解决当时的社会次序的问题。 
 

5. 所关怀的领域 
 

要知道，圣公会教会积极地参与整个社会关怀的范围上。 
 

 被边缘化的  被逼迫的少数族群 欺压的多数族群   

 被忽略的受害者 医药及爱滋病  平穷及饥饿的救济 长者及无家可归的 
 

在教育界的圣公会 – 教会学校 
 

在政治中的圣公会 ： 影响的政治  压力集团的政治  抗议的政治 
 

在国家建设的圣公会 
 

在非政府机构的圣公会 

结论 

基督徒社会事工应当在基督里建立基础，以人为中心、以需要定位、有良好的计划、被圣灵掌

管及恩膏。有些活动寻求丰富人们在教会及社区的生命。其他活动也许应当寻求避免个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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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家庭及其他群体，他们的处境是良好的，以免他们使社会变质不能操作。社会事工必须继

续的 „增建需要及时帮助的生命”。 

 

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不只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见证上帝。 

 
问题： 

 

1. 你是否看待基督徒社会事工为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不能分割的事呢? 

2. 教会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参政? 

3. 我们的主要社会课题是什么? 我们如何称呼他们：个人、会友及社区的成员。 
 

 

 

 

 

 

 

 

 

 

 

 

 

 

 

 

 

 

 

 

 

 

 

 

 

 

 

 

 

 

 

 

 

 

 

 

 

 

 

 

 

 

 

 

 

 

 

 

 

 

 

 

 

 

 

 

 

 

 

 

 

 

 

 

 

5. 向前迈进- 圣公宗教会为变化主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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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停改变的社会里，每年都有许多新颖及令人意外的发展。那些没人预想的事出现在我们的

门前。有些事是人们以为要等到下个或两个世纪才能实现的事，现在已如饥饿的狮子般吼叫

了。过去二战的巨大的破坏后，人类受创伤，他们逼每个人来到协商的桌子上商讨和平进程。 

 

但在 2004 年的海啸事件、2006 年的爪哇的地震、2007 年在美国中部的台风，2008 年缅

甸的热带旋风，2008 年四川的地震，在短时间夺走了超过半百万人命，但我们只见少数的关

注。世界的温室效应、爱滋病、贫穷、许多的灾害及冲突、慢慢的违反上帝要我们呼喊他名字

的人类享有丰盛生命的原意。我们，教会，必须快速地向前迈进，在战争及灾害来临前，进入

并得着人群。我们不能以懒惰的姿态坐着，如旁观者观看破坏性的猛袭。我们必须站起来，成

为参与者或演员，在游戏结束之前，到禾场救人。 

 

犹大对犹太人的书信中说，“但是你，亲爱的朋友，在圣洁的信仰中建立自己，在圣灵中祷

告。让自己在上帝的爱里，等待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带你进入永生。怜悯怀疑的人；从火中抢

救他们；表现怜悯；加入敬畏 – 憎恶就算是沾了腐败肉身的衣裳。” 

 
个人更新的原因 

个人成长 

1. 属灵操练 

每日读经至少一章 – 可使用全年读经表 

至少在大斋节做 40 天禁食祷告，或做每月一次或每星期一次的禁食祷告 (教区鼓励每

个星期五禁食祷告) 

每天灵修默想，最好能用经文默想 

每日默祷 – 反思当日遇见的事并看见上帝如何带领 

每日敬拜灵修 – 可用灵命日粮或其他灵修手册 

每日祷告 (教区鼓励每日中午 12 时祷告 1 分钟) 

 

2. 品恪更新 

结圣灵的果子 (加 5:22) 

仁爱 – 仁爱是忍耐及恩慈；不嫉妒不张狂，不骄傲，不粗暴，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

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  

喜乐 –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

试验、就生忍耐。(雅 1:2-3) 

和平 –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 4:7)  

忍耐 –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传 7:8) 

恩慈 – 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

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诗 141:5) 

良善 –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来 13:16) 

信实 –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

现。(诗 8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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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 –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腓 4:5) 

节制 – 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义人增多。 (箴 28:28)  

 

3. 再审查世界观 
世界的价值常与上帝的价值不同及有所冲突。世界说先顾及你的利益，但基督说先顾及

他人的利益。施比受更为有福 (徒 20:35)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

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股别人的事 (腓 2:3-

4)。 

拒绝世界的事 –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

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约一 2:15-16)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腓 2:5)。 

 

家庭更新的原因 

家庭成长 

1.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家庭成员 – 栽培、爱及建立 

2. 成为一个有建设性的家庭成员 – 保护及带来荣耀 

3. 成为一个有贡献的家庭成员及成为家庭支柱 – 提供、教导及关心 

 
教会更新的原因 

教会的角色 

1. 成为上帝的精兵 – 维护好的及击打罪恶扩展上帝的国度 

2. 成为基督的新妇 – 尊敬、关爱及尊重基督来荣耀神 

3. 成为上帝的子民 – 在上帝的家及创造里建立、加强及提倡和平、公义及合一 

 
群众更新的原因 

群众成长 

1. 社会醒觉 – 有需要的人、穷人、少能力的人、残障人士、难民及移民等。 

2. 被救后侍奉 – 与所有人分享福音，包括被边缘化的人、被掳的人、很难接触到的人、不

被社会接纳的人及残障人士等。  

3. 大同世界包括环境 – 温室效应、环境生态及污染等。 

 
国家更新的原因  

国家建设 

1. 成为忠心的本土公民及上帝的子民 – 提倡上帝的价值 

2. 成为国家领袖及先知 – 以上帝的信息作准备及警告 

3. 成为国家的时代记号的诠释者 – 以上帝的智慧来带领及指导  

 

注：西马教区网页：http://www.anglicanwestmalaysia.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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