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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持续收割（接续）
现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暴力和抗议活动。香港、拉巴斯（玻利维亚）、圣地
亚哥（巴西）、伊拉克、也门及叙利亚等地；除此之外亦有关爱自然界而发起
的抗议活动，我们不禁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在学校所学习的进阶知识、政府的
文明发展以及各国的技术进步所营造的21世纪世界。这世界上的人，似乎已
忘却生活的基础，反而变得更加贪婪、浪费、冷漠、暴力、自私、好色、放
纵、骄傲、凶狠、愤怒及不宽容。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加6:7）实际上，今天的硕果是过去的努力及积累。尽管我们对处理眼前的
困难感到感叹、叹息，但我们更不应忽略，将精力集中在未来我们所期望看到
的成果；而这取决于我们现在所播下的种子。

我们的主题“全力以赴、持续收割”非常适合让我们一遍、一遍地提醒自己，
我们播种的意向—撒种、装备、准备、过程、爱和养育。9年前，我们开始了
这进程，这进程每年为教区带来丰硕的成果，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据统计，
从2011年到现在的九年间，我们共有7,000位信徒洗礼、5,500位坚振礼、65
位全职同工、25间植堂、38群新信众（congregations）。除此之外，我们
也设置并推展不同的教会事工，如社会福利部（social welfare ministries）
、R.E.A.C.H（救济紧急和危机帮助）、属灵塑造平台（Spiritual Formation 
Platform）及覆盖主要语言的各个部门之事工、辅助委员理事会及宣教学校。

教会作为一个家庭，内中由各个年龄、语言、肤色及神学理解的成员组合在
一起，而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对我们未来十年及长远的异象、计划及执行上有
深刻的磨合、协调及彼此认知。至少，对目前已推展的四个主要领域中有所
涉略—M.I.N.D. 任务驱动主导（Mission-driven）、人际互动发展（Interper-
sonal development）、关顾实际需求（Needs-accommodated）及聚焦
门徒训练（Discipleship-focused）。

任务驱动主导（Mission-driven）

我们的任务所关怀的，乃是主所关怀的。我们所接受的大使命，乃是要“去”
到万国里，为他们施洗、教导，以至于他们能持续地成为主里成长的门徒。上
主在自己的禾场里，与祂的仆人一同为祂的国度的丰盛进行收割。若我们确信
上主个别地呼召、亲自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睡眠、健康的饮
食、恰当的放松并有使命地活着；唯有如此才不负主命。

人际互动发展（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

主的使命绝非由单独的个人或团体完成，必须是教会整个群体共同的服侍，且
与同路人一同经过的生命互动之旅程。它是一代代地传承，更是与未来的同路
人共同努力地成果。

关顾实际需求（Needs-accommodated）

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但这无法体现基督信仰的精
髓。我们应望向我们主所观看之地，那正是即将成熟的庄稼。我们应关顾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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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新教里因不同地区、源流、传统及背景，产生以不同宗派为首的信仰传统。各有看
法、体悟、思考也各有特色，不单有所谓主流宗派教会，更有诸多独立教会的林立。对
此，笔者欲思，如何在自己所处的宗派里，思考自身特点又从中寻找自我身份定位之存
在的意义？无论我们身处“何派”，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对自己所属的信仰群体，有深刻
的认识、反省与经历；基于此思考笔者期望为西马教讯，注入一份努力，从下一期开始
盼望以“圣公会系列”，简易地介绍圣公会之起始、历史、人物、事件及神学等范畴。
期望以一个从小受到圣公会信仰熏陶的角度，做出一些反思，让身为圣公会的一份子，
为这个大家庭做出丁点贡献。

当然，我们也可从圣公宗的课程里对此有所学习，但笔者盼望我们不单只“知道”，更
能“感受”到，续而进入思索的阶段，最终能内化并应用。基督信仰并不是一种形式主
义，更应是一种基督内化的内敛生活之展现。圣公宗的传统，只是诸多传统的其一，但
我们以一种“中庸之道”，作为我们展现基督信仰的生活平台。作为“圣公会人”，我
们是否准备好自己，回答“我是谁”的人生问题了？

基督信仰—我的信仰；圣公宗—我的传统；孕育我信仰成长至今—我的归属。

圣公会系列推介文
圣公会系列：我的信仰•我的传统•我的归属

撰写：杨旺勋会吏

丹斯里许碧张主教教学奖学金
圣公会西马教区渴望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投入及从事教学工作；作为推
动、鼓励及倡议的一部分，丹斯里许碧张主教教学奖学金于2015年被推介与实
行；至今，已有七人获得该奖学金资助。欲了解此奖学金更多的讯息，可造访
http://anglicanwestmalaysia.org.my/anglican-mission-schools-board/
bishop-tan-sri-roland-koh-teaching-scholarship/；或扫描QR码。

的需求—在饥饿中给予饱足、在惶恐中给予安慰、在软弱中给予扶持、在绝望中给予盼望、在伤害中
给予医治，成为缺乏中的给予者。

聚焦门徒训练（Discipleship-focused）

门徒训练可成为未来计划及任何时代里的绝佳答案。它可以基于圣经精义、道德理性、批判思维及均
衡智慧中，逐渐地发展出坚定的意志。不但如此，它还能让一颗心愿意顺服、自我奉献、为爱牺牲及
委身谦卑；并且培养一份动态的公义、敏锐的保护、适切的远见及健全的正直所孕育的精神。

让我们继续为我们的下一代，栽种和平、团结、正义、和解、祝福、繁荣、爱心和永恒的生命的种
子，正如我们在每一个圣诞节时所作出的。

祝大家圣诞蒙恩、新年快乐！(东南亚教省大主教黄满兴会督撰写； 杨旺勋会吏、Wendy Ng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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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会东亚教区会议（CCEA: Meeting of Council of 
Churches of East Asia），于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号至
七号，在沙巴亚庇（Kota Kinabalu, Sabah）的Mar-
riot Hotel举行。今年，非常荣幸的是，英国坎特伯里
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贾斯汀•
韦尔比大主教阁下（His Grace The Most Reverend 
and Right Honorable Justin Welby）及其妻子卡洛
琳•韦尔比（Caroline Welby）莅临会议，为此会议
增添光辉。圣公会西马教区，则由东南亚教省大主教
拿督黄满兴、曾文权会吏长、Mr. Michael Foo及Ms. 
Rethi Grace一同代表出席。此次会议主办的沙巴教区
主教Datuk Melter Jiki Bin Tais，及其团队非常热烈地
欢迎所有出席的教区及代表。此次会议共九个国家，
分别为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香港、台
湾、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参与，与会者包括大主
教、主教、圣职人员、女会吏、姐妹及青年代表。

圣公会东亚教区理事会主席，拿督黄满兴大主教在开幕的圣餐崇拜时，以“21世纪基督门徒的挑
战”为宣讲题目及方向。黄大主教说：“从时代的指向可观察出，人们已可感觉到未来的挑战—种
族主义、部落主义、宗教主义、性别主义、极端主义、种族隔离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等；它们正尽一
切的努力侵蚀及破坏我们过去两千年所建立的信念，并为维持基督信仰的纯真所作出的努力。 我
们身为21世纪的基督门徒，需要预备、努力、观察及推动，最终达致“信仰传承”的目标。黄大主
教提出三种方式。第一、爱耶稣—专注其话语并常与之同行；第二、爱他人—门徒化教管及建立新
一代；第三、爱自己—自我装备；以上三种方式可预备我们，应对这千变万化的世界带给我们的冲
击。除此之外，黄大主教亦分享圣公会东亚教区的信徒现况。

贾斯汀•韦尔比大主教在亚庇诸圣座堂的感恩崇拜上证道，其证道内容涉及全球圣公会的联谊性质。
另外，他也提及明年在英国坎特伯雷举行的蓝博会议(Lambeth Conference) ，并为各教区主教
提供参与的机会。贾斯汀大主教也赞赏圣公会东亚教区紧密合作的服事方式，他亦敦促所有与会
者，继续“为与主内弟兄姐妹一起服侍而梦想”。此外，沙巴州政府亦趁着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正式
到访，特设欢迎晚宴。当晚，出席晚宴的包括副首席部长、旅游、文化和环境部长Datuk Christina 
Liew、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Charles Hay 等。

十月四号下午，会议中选出菲律宾大主教Joel Pachao担任新一任圣公会东亚教区理事会主席；而
拿督黄满兴大主教亦于2020年2月卸任东南亚大主教一职。主教的妻子们在下午也参与安排的节目；
圣职人员、姐妹及青年代表，则在晚上各自的就所需要的进行讨论会议。十月五号，与会者们到京
那巴鲁公园，及昆达山战争纪念公园外游。为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士兵们，与会者们
特别在昆达山战争纪念公园举行特别崇拜。十月六号，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圣公会教堂参与主日崇
拜。晚上，我们再次到诸圣座堂享用沙巴教区所准备的美味晚餐。十月七号，会议圆满结束，各自
启程返回。

圣公会东亚教区会议
撰写：Rethi Grace；翻译：马嘉慜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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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即将踏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我人生的另一个
阶段即将开始；而上个月参与在沙巴亚庇（Kota Kina-
balu, Sabah）举办的东南亚教省青少退休会（Pro-
vincial Youth Gathering）是由教省青少年联系事工
（PYNET: Provincial Youth Network）主办，而这聚
会可算是我其中一个人生阶段里的结束与开始。而此青
少年联系事工的主要目的，乃是联系教省青少年领袖及
青少年之间的距离，让我们能够认识不同地区的青少年
外，也能够成为彼此间互相分享、见证上帝的平台，藉
此让青少年成为祝福青少年的管道。

在此次青少年退休会的互活动里，虽然没有太多的小组
时间，但是这毫无疑问的拉近东马、西马、文莱与新加
坡圣公会青年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提醒我与其他教区的
人的连接。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大家应该有听过一支筷子和一捆筷子的故事吧。各个教
会就像一支筷子，但将这些教会放在一起，我们就像一
捆筷子。所以，我想上帝想跟我表达的：“如果我们要
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就要团结起来，一起来为
神的事工出力。教会之间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一起在
各自的区域里为耶稣做光做盐。”

 出席这退休会的弟兄姐妹，在背景、年龄、语言
上各有所异。但是，每个人都有一颗爱神的心；跟他们
聊天，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述与神的经历，再次提醒我
在这世上，只是个寄居者。外面的世界很漂亮，外面的
世界很多诱惑，外面的世界很多阻扰，很多那些阻扰我
们与神链接的事。对于外面的世界，我的确充满憧憬，
充满希望。我想，上帝在这时间、这地点提醒我这件
事，绝非偶然的；上帝做事，都有祂的旨意，并让万事
都互相效益。这实在地提醒我，当我在职场上工作时，
也不能将祂忘了，继续成为做光做盐的门徒。

东南亚教省青少年退休会
（Provincial Youth Gathering）

撰文：蓝耀祖•永平圣士提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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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亚爱加倍难民学校（St. Mary’s Agape Mission School for Refugees）是吉隆坡圣玛利亚
座堂社区外展事工（A social outreach of St Mary’s Cathedral KL）的事工之一。2014年1月，
圣玛丽亚爱加倍教会学校正式接管之前学校的领导层，至今已经营运六年。目前，我们共有73名学
生，主要来自缅甸的赛钦（Chin State）。学校共有4个课程，分别为：第一、KG1- 基本写作和运
算；掌握英文词汇和说明方面的基础技能。第二、KG2-为英语学习；提供ABCs的读音法和会话入
门。第三、初级ACE；此阶段的ACE学生需要指导老师提供更多的引导。第四、高级ACE；能完全
独立的学生，他们能为自己制定目标并准确地完成工作。以上课程，主要来自明日学院（School of 
Tomorrow）的ACE课程。爱加倍学校是受到明日学院所认可的学校，并确保学校的首要任务是遵循
他们的操作程序。我们的目标是确保这些儿童是受到认可、有竞争和基督化的教育。我们的使命不
只是在于教育，而是为神塑造门徒。除了学术之外，爱加倍学校也通过义工来培训学生透过辩论的
方式进行公开演讲，并期望每周就他们的同辈中所要测试他们的题目中来呈现报告。

2019年对爱加倍学校来说肯定是戏剧化的一年。自2019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就预计将在年底关闭这
所学校。这是因为在2018年6月，联合国难民署宣布中止缅甸赛钦的难民地位，并期望所有人都将会
离开马来西亚。然而，我们就在高度瞩目中结束了这一年！同时，联合国难民署在今年4月推翻了之
前的决定，我们的学生因而得以保留他们的难民地位，并继续在马来西亚的生活和学习。我们也很
高兴地宣布，两名于最初一批中年龄最大的学生已经在美国安置好并进入大学就读！其中一位是实
践事工（Pratical Ministry）的学士学位；另一位则是护理方面的课程。我们继续为着神的供应和慈
爱献上感恩，并祷告祂赐给我们智慧来牧养学生。虽学校已有七十多位的学生，但也面对收支平衡
上的挑战。我们需要大家的代祷，使得经济上得到供应以便让这项事工得以延续。

图为每个周四下午，有许多家庭前来领取捐献的物品，如：食物，衣服，家庭用品等等。

   
以下的照片显示学生们平日
的课堂活动

   

 
   

圣玛丽亚爱加倍难民学校
（St. Mary’s Agape Mission School for Refugees）

撰写：Dr Mei Tan（事工责任人）；翻译：周家进神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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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尼泊尔的观摩短宣始于2019年10月22日至10月27日，此次同行的有
黄满兴大主教、曾文权会吏长。我们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乘搭马印航空。但
抵达加德满都后，我和曾文权会吏长发现我们的行李，仍在吉隆坡国际
机场！ 但感谢上帝我们在深夜时段拿到我们的行李。 此外，这是我三十
年的服事生涯里，首次有机会与大主教一起参与国外的服事。就我个人而
言，真是喜出望外的。这是一趟，使我个人灵命得以充实的旅行。这躺旅
程，更让我认识大主教的另一面，虽然我自读神学时期已认识他，但与这
次却让我看到大主教的朴素、谦卑、慷慨及精神的层面。显然，这与我们
在马来西亚时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第 二 天 早 餐 后 ， 我 们 经 历 七 小 时 的 路 程 ， 横 跨 喜 马 拉 雅 山 脉 到 N v -
jgad（Simray）出席坚振礼。我曾在电视上看过它，并读过很多关于它
的书，如今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正穿越喜马拉雅山的沟壑！这真是一次很
棒的经历。下午我们到达Simray，当地的圣职人员及会友们已在等着我
们。大主教拿督黄满兴会督，以路加福音12:39-48和罗马书6:12-18作为
证道经文。并且，大主教为超过125名弟兄姐妹主持坚振礼。教堂里挤满
信徒，且全都坐在地上！崇拜结束后，我们享用弟兄姐妹为我们所预备的
食物。  

第三日早晨，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抵达Manahari进行另一个坚
振礼，大约75名信徒接受坚振礼。黄大主教让我分享信息，而我以希伯来
书13:8作为分享经文—“耶稣永不改变”；这是我第一次在尼泊尔证道。

午餐后，我们经历五小时的车程，再次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抵达Pokhara。我们看见主所创造的美
好，并感谢神祝福路途的平安。

第四日凌晨四点半，我们抵达Sarangkot，在喜马拉雅山上观赏日出。藉着神的恩典，我们有机会看
到日出。哇，我们的神真是美好！因着祂手所造，愿赞美归于神！我相信我的生命是被祝福的，并
将继续在每一天里，因祂的创造而欢喜快乐。午餐后，我们参观由新加坡教区，所经营的Joyland幼
儿园。园所里有两位新加坡教区差派的宣教士Bose and Vashanthi，并由Kishan牧师的妻子Devi协
助。Kishan牧师及Devi师母透过补习及基督教活动，一起接触贫民窟的儿童。当我看到这些儿童们
不单非常聪明，也存有满满喜乐的心时，我非常感动。虽然，他们承受诸多的困难，却依然存着满满
的热心及喜乐服侍主；即使不被允许传讲基督信仰，但透过生活及见证，亦能感染孩子们，让上帝的
旨意在他们的生活里得以完全。

第五日，我们从博格拉飞到加德满都出席大主教的欢送会。因为班机的延误，当我们赶到Lollipor的
Nazarene教会时，信徒们已经在欢欣地歌唱赞美神，所有人都坐在地上！这间教会由 Rinzi Lama牧
师、尼泊尔圣公会的长老及他的妻子Ps. Nani Beti Lama一同牧养。圣职人员为大主教及出席的信徒
带上花环，而我及曾会吏长也被戴上花环（Tumpang sekaki）。

27日我们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尔后我怀着美好的回忆开车返回金马伦，而这些回忆都是无法以金
钱买到的。这趟尼泊尔旅程对我真是极大的祝福，为着能有这样的恩典及主给我的机会再次感恩及欢
喜。喜乐地服事主本身就是奖励，我相信这是其中一个主祝福我的极大奖赏。愿荣耀颂赞归给主全能
的神，透过祂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和好，并透过圣灵常与我们同在。

尼泊尔观摩短宣
撰写：Jacob George会吏长；翻译：马嘉慜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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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究竟在“属灵塑造平台”这个课程里，学到什
么又体会什么？对我而言，乃是体会到“一个肉
眼看不见的生命之基础”的重要。课程期间，大
卫牧师（Rev. David Cox）教导我们一种“静
坐、安静、聆听”的灵修方式。我是第一次使用
这种方式灵修，让自己安静在一个环境里，然后
平心静气地安静聆听天父的声音。

安静坐下开始专心聆听，听到的是鸟儿的叫声是
周围环境的杂声。开始时，最清晰的感受是我的
心在急速乱跳，这使我不停地吸气然后呼气企图
要安静不安的心，这真有点出乎意料我以为和这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是熟悉的，因为成为基督徒很多
年，也参与事奉很多年；安静下来后，本以为五分钟内可以搞定，但原来不然。

属灵塑造，其实是教导信徒与天父要保持一种亲密的联系关系，这关系能够协助我们看见自己属灵生
命的光景并得力勇敢向前迈进。  （黄碧玉）

2019年1月25日，我们来到Rawang“活泉灵修所”参与“属灵塑造平台”的课程。第一次的感觉充
满好奇、惊喜又战战競競，到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属灵塑造的静修培训呢？非常严肃？非常苦闷吗？
感谢主！在身材高高大、又是“摩托车骑士”的大
卫牧师和亲切可爱的大主教娘的“爱心满满”接待
下，使我们放下心中所有的忧虑。当晚，我们9个人
在一个简朴又宁静的环境里，开开心心又满足喜乐
地享受由一个印度姐妹准备的即简单又特别好吃的
的晚餐。这里的培训非常生活化、实用、有趣、多
姿多彩、有艺术又有创意的体验。当然也少不了亲
近大自然的时间；我们学习观看、聆听、观察、沉
思、祷告、默想神如何藉着内眼看得见创造物对你

“属灵塑造平台”
（ SPIRITUAL FORMATION PLATFORM）感想篇

撰写：黄碧玉 、李玉香•吉隆坡诸圣堂

我说话？其实属灵操练，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
活怎么能夠没有属灵操练呢？ 灵修是必要的！ 这3天2夜的
学习（一年四次），非常充实更是一生受用。在安静的环境
中，我们有足够的时 间去重新反思自己生活，去反思自己的
属灵生命。通过圣经伟人的经历，我们操练“面对面”与神
相遇、与神对话。

时常忙碌、时常疲累的现代人，我们更需要刻意的让“安
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重整“安息”的旋律。得力在
乎安息，什么时候我们该停下忙碌的步伐，静听主的声音，
重新得力？因此暂时放下一切，在“活泉”的属灵操练是一
个重新得力的好机会。灵命的塑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乃是一
生的操练。11月中旬，我们结束为期一年的灵命塑造培训，
但—结束即是开始。今后必须天天不断的操练，操练需要重
复，不断的操练，不断的重复，使之成为日常的习惯，成为
生活中的一部分。 

最后，感谢各位真诚善良、亲切可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大卫
牧师和大主教娘，你们的智慧和风趣、柔和谦卑、善解人
意，还有创意教学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感谢你们在各方面
给予的教导、鼓励、赏识和肯定。更要感谢天父赐我这些
话：马太福音11:28-30 它将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二首诗歌。 我
们带着“灵修的旋律”回家，留下朵朵蓝花。  （李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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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短宣我脑海中有一副的图像，若用文字也可以将其内容写成一篇的文章，这表示在某程度上我已
认定了短宣的模样。当南区会吏长邀请我去参加11月12至13日砂劳越的短宣时，我内心不仅质疑，
两天一夜的行程怎能称得上是宣教呢？这么短的时间应该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建设？不过，我还是带
着这份疑惑踏上了这次的宣教旅程。

我们乘搭了12号最早班机去到砂劳越，抵达后有
一群本土的弟兄来接应我们。经过一番的等待和
路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聚会所。当时会所里面
已经坐满了人，还有一些人站在外面迎接我们。
在我看见他们笑容与热情的瞬间，之前的疑惑都
不解自开。

Rev Edward John给予我机会在聚会中向他们分
享见证，这是我首次以马来文来分享。我要使用
有限的语言来说明上帝的奇妙作为，实在是一件
非常有挑战的事。老话一句 “上帝的恩典是足够
的”，虽然困难，感恩我还是能靠着上帝所赐的
智慧把任务完成。

这次来到Kampung Isu的目的是要将圣经分派给每个会
友。所以在聚会结束前，我们就将带来的圣经逐一分派
出去。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见证他们每一位接过圣经
时流露出那无法隐藏的喜悦。短宣的行程到这时算是告
一段落，接下来主要都是一些探访和聚餐。

隔天我们便乘搭了中午的飞机回到西马。这是一次确
实“短”的短宣经验，在还没真实体验他们的民俗风情
就已经要离开了。但是，这次的短宣带给我两个的深刻
的体会。一，此经历启发了我，使我再思何为宣教。

宣教需要投放资金和人力，投入时间和精神，那么要怎样衡量什么才算是值得的投资呢？我不确定！
马可福音16：15“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次的短宣告诉我，若我们所到之处能让
人听见耶稣，体会上帝的爱。那么，我们便做了该做之事。

二，此经历再次让我看见自己的有限，经历上帝的眷顾。
我若能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并非是我的能力，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供应。服事不只是在自己熟悉和
专长的领域去建立上帝的国度，也是在一无所知的处境时仍然愿意参与在上帝建立祂国度的计划中。
我们的有限，绝不会拦住了上帝爱的传播。 

2019年砂劳越短宣“滋味”
撰写：蔡慧敏•神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