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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教理的历史

耶稣呼召十二门徒跟随祂时，祂引用了一个完善的拉比学习模式 
- 这包括了对生命‘完全式’的模拟与改造。要成为一个门徒，不只
是在知识和理解层面上的认识。圣徒保罗后来解释道，成为门徒
的意思，是接纳神的生命，并被神的生命改造。在阿拉伯文里， 
‘murshid’ 这个字把老师形容为“正道的向导”，而早期的信徒也
被称为“道”的跟随者。教理的问答教授法，指的是通过举例、指
导、属灵习惯的形成、被上帝的使命洗礼与在信仰的路上与同道
人互相帮助。

最早期的基督教会发现，固定的礼仪帮助询问者、新信徒、和对
信仰有追求的人明白及活出基督信仰。这包括一些在神圣实相中“
基督徒”信仰记号的“要素”。这整个过程被称为教理问答教授法，
而所谓的“要素”便称为教义问答。

从新约圣经开始，教理这个词便被用来形容一名基督徒的形成，
也泛指基督徒为洗礼与终身门徒训练所做的准备。因此教理含括
一个信徒从最初的接触，到洗礼，一直到在信仰中坚立的这段时
期的学习与养成。

教理（catechesis）的原意有着‘回音’的字根。好的基督徒基础通
常都必须通过认识一些礼文与字句的重复练习，使这些内容能够
深烙在心，成为改变的原动力。

在早期教会里，教理的课程都必须经过几年的基础教导。在当
时，要接受洗礼成为社会上少数的基督徒，是一件重大的决定。

每一年在复活节的洗礼仪式之前，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改造周期；
这便是大斋期的起源 - 大斋期是洗礼仪式前最后的教导时期。

教理里的主要礼文是使徒信经和主祷文，其中也含括一些不同的
经文。十诫和登山宝训的八福也被包括在教导范围中。这个奠定
基础的教导模式极度有效，也促成了教会在罗马帝国里能以少数
民族的姿态不断的成长。

宗教改革时期，英国的改革者面对了新的挑战：他们必须在科技
与政治的进化期间，向刚开始识字的民众传授刚被重新塑造的圣
公会信仰。他们得到的解决方案，便是发展出一个简单的教理教
授法；这套教授法在1548年被编成公祷书，随后在1604年和1662
年被重新修改。这个由马丁路德的简短教理所改编的公祷书拥有
简单的问答格式，使人们容易学习与记忆。公祷书里的教理是根
据：

 • 使徒信经
 • 主祷文
 • 十戒

而与这些礼文相关的常用句子已在1604年纳入修订本。

这套教理起初是为了帮助人们学习阅读而出版的。当时的英国民
众会先学习字母拼音，然后再开始试阅他们的第一本书：教理。

按照法律规定，所有的神职人员都必须在每周日根据教理实行教
导。神职人员在经过按手礼后，必须先努力撰写与演讲自己的教
理讲道，而他们的讲道必须不断的修订与更新。

在编写这套资源的同时，我们想鼓励所有圣公宗的教会去重温圣
公会传统中的这段历史，并更加着重教理教授的事工。

因为现今的圣公宗是一个非常广大且多元的国际教会家庭，在我
们接纳包容各种文化与语言的同时，我们必须确保原始的教理在
每一个语言与文化中被适当的翻译。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信仰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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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没有被改写，以及确保公祷书（1662版本）里的教理仍旧是圣
公会的标准。虽然如此，当我们为今日的基督徒生活预备时，我
们或许会发现有一些事物是必须按着各异的文化做出调整的。更
何况，教理教授的过程必须按照教省（或教区）的特征来个别发
展。为了表达我们的“多元而合一”，以下的教理构架是 “标杆门徒
训练与门徒建立”的一部分。

与现在所关注的门徒训练一致，这个构架是以门徒训练的术语来
形容的，但我们也可以用使徒训练、神的大家庭、与神为掌权者
的角度来阅读与理解它。

一个圣公会教理的基本构造

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的生命必须被耶稣塑造，而你必须能
够在圣灵的能力中反思上帝在世上的旨意。

教会的使命便是基督的使命。圣公会的基督徒遵循着基督使命的
五大标记，这五大标记形容了基督徒社群该有的生活模式。这些
事工与优先事项应该影响着每一个圣公会教徒与教会。

五大使命标记是：
 1.  宣扬神国度的好消息
 2.  教育、施洗并培育信徒
 3.  以爱心的服侍回应世人的需求
 4. 寻求转化不公的社会结构，挑战社会中的每一种
  暴力体现，追求和平与和解。
 5.  致力保护受造物的完整性，维护与更新地球的生命。

这些标记也强调着一个被基督塑造且反映神的旨意的个人生命：
一个基督式的生命。

这表示活出一个基督所塑造的生命代表着：

1. 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或重新认知，基督徒的呼召是要在日常生
活中为基督做见证。这包括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信仰见证，也
透过自己的生命来做见证。

2.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解释生命中活着的盼望。他们必须熟识自
己的信仰，并了解其中的含义与关切性，靠着信仰的标准生
活，也帮助其他人认识或重新认知他们在基督里的信仰。

3. 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社区里的好邻居，并积极的以怜悯、仁爱
的服侍和慈善捐助来照料贫穷与弱势的群体。

4. 每一个基督徒都承诺为世界建立更好的未来，转化他们的家
人、邻里、社区、国家，并认知基督徒在全世界脉络里的互
相依赖与团结，不分国籍、宗族和阶级。

5. 每一个基督徒都关怀在地与全球的环境问题，寻找不破坏不耗
损神的所造物的生活方式。

圣公宗的每一个教省、教区与堂区都必须生产、分发与推荐相关
的资源，来帮助所有的基督徒理解与活出耶稣式的生命。

我们建议每一个教会在以下四个标题下去探讨耶稣式的生命意义 
- 见证，信仰，服侍与归属感。前面三个标题已在五大使命标记
里被描述了，但还有第四个重要的考量：身为基督肢体的重要体
验。这个体验使耶稣的能力透过我们的生活得到彰显；单单这一
点便足以促使我们去做见证，去相信，去服侍人。这个体验便是
所谓的归属感。

这四个标题是根据宗教社会学家们公认的“四个切入点”而选的。
人们通常为了以下的原因‘进入’一个信仰：(a) 为了亲身见证神迹
的体验，(b) 因为在理智上对信仰有兴趣，(c) 对一个宗教社群的
行为有道德共鸣，(d) 对一个社会群体拥有归属感。

这便是每个教会应该注重的四个标题：

 1.  见证（使命标记一）

 2.  信仰（使命标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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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服侍（使命标记三、四与五）

 4.  归属感（活出所有使命标记所需的情境）

1. 见证 宣扬神国度的好消息（使命标记一）

每个基督徒都必须会说两个故事：

 •    上帝透过耶稣所成就的故事
 •    上帝在他们生命中所成就的故事

每个基督徒都必须熟知这两个故事，并且能够以友善浅白的方式
去讨论它们。

教理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基督徒反思福音的故事，并把福
音置放在圣经所描述的整体故事中。在教会、小组与家庭中固定
的研读圣经与鼓励人们以祷告的心阅读圣经，是耶稣式生活最重
要的根基之一。

这里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人们定期阅读圣经

 •    在这里添加你所有的资源，可以包括：
  ○  圣经课程 The Bible Course (由圣经公会the Bible 
   Society出版)
  ○  当地语言版本的研读本圣经
  ○  每日读经笔记 （可于网上列印，由许多不同的机构
   制作出版）

基督信仰最好的广告，便是基督徒的生命。在每日读经的规律生
活以外，我们也必须承诺每日祷告。当我们祷告时，圣灵使耶稣
在我们里面形成。我们变得更像耶稣，而耶稣的美好也得以在我
们的生命中彰显。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像耶稣，但是透过祷告
的生活，圣灵会改变我们。因此，教导他人祷告是迈向耶稣式生
活的一大步。

最重要的祷告，是当门徒问耶稣如何祷告时，祂教给他们的祷
文。主祷文奠定了一个祷告的标准模式，它包括：

对神性的敬畏与赞叹、神国度在地上的旨意是一致的、宣告对神
日常的依赖、给予和接受宽恕、 寻求神保护我们脱离凶恶、相信
神的能力与权柄。每个基督徒应该用心学习并默记这个祷文。
最后，见证将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被耶稣塑造的不只是我们在
基督徒团契中的生活，耶稣也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行为、在家庭
生活里的价值观、在闲暇时间里的作为、还有我们在广大的社交
关系里如何在政治、环境、财务各方面的行为。这不代表我们得
自命清高，但这意味着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彰显。我
们将变得更慷慨，更有自制力，更和平、且更有仁爱与信实。

2.  信仰 教育、施洗并培育信徒 (使命标记二)

基督教里的基本信仰不会在不同的文化里有所改变。在普世圣公
宗里的历史礼文里，我们确认肯定我们所教导的信仰和我们所接
受的信仰是一样的，都是耶稣最初的门徒所接受的信仰。在圣公
会公祷书里记载的基督教信仰摘要仍然是圣公宗的基督教信仰标
准，即使其他教会已经以自己的语言发展出自己的版本，我们绝
不能更改、增添或省略信仰本身。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信仰
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任意筛选的宗教。

近代的基督教教义其实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比如说，所有的圣公
会教会已经可以接纳神职受任礼、婚礼、以及膏油礼作为教会的
圣礼。这是在耶稣本身所成立的两个圣礼 - 洗礼与圣餐 - 以外可
被容许的圣礼。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新的发展并没有对基督教
的信仰本身有任何改变，而是承认一些一直存在，但并不是一直
被接纳的事（我们可以发现圣经本身也有相同的教义发展，例如
在使徒行传里，教会开始接纳外邦人成为基督徒这件事）。当我
们谈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时，任何分歧的存在是无法被容忍
的。

我们可以在信经里看见这些核心教义。圣公会承认三个信经为我
们信仰的定义界限。它们是

 • 使徒信经

 •  尼西亚信经

 •  亚他那修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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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成长中的基督徒必须知道并了解这些信经，尤其是使徒信
经。在圣公宗的教理之外，这个信经可以帮助建立任何教理课程
的基础。

这里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你教导与理解基督徒信仰的基础：

 •  在这里添加你所有的资源

就如我们对于见证所观察到的，基督教信仰并不只是关乎我们所
相信的，也关系到我们所做的。任何基督徒信仰里的指导必须包
括研读十诫。这是基督徒该有的生活道德准则。我们不只是学习
十诫，我们也必须在日常里靠着它们而活。

3. 服侍 以爱心的服侍回应世人的需求；寻求转化不公的社
会结构，挑战社会中的每一种暴力体现，追求和平与和解；
致力保护受造物的完整性，维护与更新地球的生命。（使命
标记三，四，五）

最终的三个使命标记讨论的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责任，要去回应
有需求的人、挑战不公、与保护受造物。我们把这些都归纳在服
侍的标题下。服侍是耶稣式生活的一个特征，在服侍里我们的信
仰将塑造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从上帝的角度去观看世界。就像登
山宝训里的八福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马太福音5:6）
。敬拜的尽头，是服侍的开始。

大多数基督徒都会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服侍中，不论是在农
场或工厂里工作、照顾小孩或老人、成为企业家、科学家、工程
师或老师，又或是当义工或政治家。正是在这些‘平常’的工作环境
里，基督徒更需要帮助彼此活出耶稣式的生活，尤其是在非常世
俗或恶劣的环境里。

按照他们的才华、资源、兴趣、能力与情况，基督徒都会以不同
的方式参与服侍的事工；但没有一位基督徒应被幸免。我们每个
人都必须爱人如己，并在地上建立上帝平安与正义的国度，就像
在主祷文里我们常祷告说“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
们也必须珍惜与保护我们的环境。

这里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你学习与理解门徒训练里的服侍环节：

 •  在这里添加你所有的资源

4.  归属感

门徒训练的日常锻炼，或是一个终生培养的耶稣式生命，都是在
当地教会养成的。所以，当地教会必须在基督徒团契中归属感的
环节上努力，才能维持健康良好的门徒训练氛围。

而在增强归属感的功课上，教会必须注意的包括：

 • 敬拜：我们与上帝的交流

每一个门徒的首要职责与喜乐，就是要把敬拜赞美归于上帝。在
圣餐（也被称为即谢恩餐或主餐）里的擘饼和分酒仪式也是敬拜
的举动，象征着我们属于基督的肢体，祂的教会。其他的圣礼也
标记着我们进入教会与在教会里的服侍。这代表门徒们经常聚在
一起，以小组与大崇拜的形式敬拜神。

 •  团契：我们与彼此的交流

从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呼召个体并给予个别的培训；而
是呼召了一群可以在互相扶持中成长并向外发展的门徒。基督徒
团契在培训新的门徒和培养信心的成长中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
团契不能是排外的，它必须是开放给任何人的，尤其是被边缘化
的人。

 •  管理：我们对时间、才华、能力与金钱的奉献

门徒训练的其中一部分，是理解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
们的；我们不拥有它们，我们只是管家，受委托来明智的管理它
们。耶稣用了很多比喻来提醒我们，必须妥善的管理我们的时
间、力气、技能、家庭、金钱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我们身
处的文化里常常充斥着贪婪与占有欲，但神却呼召我们活出喜乐
慷慨的生命。门徒训练这旅程的中心思想，是要我们去发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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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帝洪量的代理人，是多么的使人满足的一件事 - 去关怀被造
物，为神的荣耀好好使用所有的资源，甚至把自己献出。

 •  学习：我们在门徒训练里的持续成长

每一个教会都必须成为门徒们的学院。1988年的兰柏会议说到：“
除非基督徒们都被鼓励去与耶稣‘上学’、去被祂的教导与圣礼滋
养、去在祂的形象里成长（以弗所书4:11-16），不然，他们无法
结出门徒的果子。” 教会是一个终生的学习社区，而门徒的标记，
是一个随时愿意学习、聆听、接受挑战、寻求智慧的探究心灵。

基督徒的学习并不局限于圣经里的知识，虽然这是我们的核心，
但我们必须对神美好的创造有各方面的理解。当我们学习人类如
何运作（人类学与心理学），人类如何在一起生活（社会学、经
济学、国际关系），人类相信什么（回教、佛教、人道主义等）
，人类如何体验耶稣在约翰福音10:10所应许的“更丰盛的生命”（
物理、工程学、生态学、医学、食品科学、美术、诗歌、音乐、
运动等），我们的门徒训练因此更丰富。当我们把这些知识的学
习献给上帝，不管是在学校、大学、家里或个人研读时间里，这
些知识都属于我们被耶稣雕塑的生命，我们的门徒训练内容。

 •  宣教：参与上帝在祂所造的世界里的生活

我们有时候把宣教误认为成一项只有少数受呼召的基督徒所做的
特别活动。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首先，这不是我们或教会的使
命 – 而是上帝的使命，祂邀请我们成为其中的参与者。上帝以‘维
持者’与‘救赎者’的身份，积极地参与祂受造物的生活。而透过洗
礼，每一位基督徒都被‘按手’参与上帝在维持与救赎创造物的工
作。

这个在洗礼时施行的差遣礼，会确保教会总是向外看，而不是自
顾自的运行。身为基督所塑造的社会，我们必须向外观看我们周
围的世界，去维持与救赎神在创世时宣告的美好。我们可以通过
母亲与小孩的关怀事工、医院探访与环境照顾、关怀流浪汉与囚
犯的事工来进行维持的工作。而当破碎的人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

得到医治、当福音被分享给未听过耶稣的人们、当贪婪的消费者
被神释放而活得喜乐与慷慨时，救赎的工作便发生了。我们被呼
召在家庭、在当地社区、和在世界各地最偏远的地方，随时参与
神的宣教使命。

这里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你学习与理解门徒训练里的归属感培
养：

 •  在这里添加你所有的资源

资源

更多关于教理的额外资源，都可以在圣公宗网站上的门徒训练资源
中心找到：
https://www.anglicancommunion.org/mission/anglican-witness/
discipleship-path.aspx
Stephen Cottrell
Mark Oxbrow
201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