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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第一声号角令：警讯号令
（撰文：黄满兴会督；翻译：杨旺勋会吏）

当下充满挑战的时间段，人们因新冠肺炎所下达的行管令，被限制在各自的
地区。人们开始思考：“上帝想透过目前的光景，传达什么？” 是末日将到
的征兆吗？为何上帝允许疫情的发生及蔓延？上帝想对西马圣公会言说何信
息？2020年教区主题为—庆贺禧年•荣归主恩（Blowing the Trumpets），
我想藉着我在少年军所学的号角令作为教区主题的分享。少年军至少有三种
号角令：第一、警讯号令；第二、集结号令及第三、行动号令。

早期，当教会崇拜开始前，教堂会敲响钟声。第一次响起钟声时，距离崇拜
时间还有三十分钟；第二次响起，还有五分钟；第三次响起，则是崇拜的开
始时间。当号角声响起，意味危急、警备及最后准备的机会。以西结书33:5
说：“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血必归到自己身上；他若受警戒，就救
了自己的命。（和合本）”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危机及最后戒备的阶段；然
而，令人惋惜的是，并非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

第一声号角令已响起，准备动身的指令已下达；看似还有时间，但实际上已
不足够进行长期的训练及装备了。2011年时，教区推介十年的主题—挑战
使命，主里合一。我们开始播种、培育、照料、成果、扩展、赋权、维护、
释放、敛聚及最后庆贺。如今，教区得以在数量、资源、人力、属灵及成熟
度等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收获。除此之外，教区也投入相当的训练资源，及
给予不同进深的学习机会。“争战”一触即发！我们必须在灵性、态度、委
身、信心、顺服各方面，秉持为上帝荣耀而牺牲的准备。正如一位专业运动
员，在经历长期地训练后，已然准备好上场比赛。

真正的“争战”始于我们坦诚地面对自身当下的处境。所有西马圣公会的
会友们：“我们是否已准备好，适应及委身于教区划分为三的结构变动？”
，“我们是否准备好，无论在堂会、人力及资源都较为单薄的状况下重新开
始？”，“我们是否为新划分的禾场准备好植堂的计划，或是训练新进同工
的企划？”，“我们是否准备好在新领导层、新行政体系及行事风格里工
作？”,“我们是否预备好面对更多的挑战与困难？”，“我们是否预备好与
观念思想、神学立场、行事风格迥异的人同工？”，“我们是否准备好以双
倍或三倍的努力，迅速地向‘孤儿寡妇’伸出援手？”
 
当下全球性层面的疫情，不单是督促且对我们发出警讯，让我们必须在福音
事工上投入更多，以更快的速度、更智慧的方式、更适切地沟通、更亲切地
接触，朝全面及永续的方向殷勤努力与奋斗。第一声号角令已发出，没有时
间闲话家常或无谓浪费了；时间，所剩无几。人们需要主，让我们委身其中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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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传承、历史的演进，发展出各具特
色的宗派传统，而不尽相同的传统，成了
每位信徒最终的归属。从这期起，笔者将
以下列思序进行简介有关圣公宗系列：第
一、起始与发展；第二、组织与行政；第
三、公祷书发展；第四、礼仪与意涵及第
五、神学与诠释；让我们一探圣公会的传
统底蕴。

起始与发展（一）

“圣公会”（Anglicanism；可另译为“
安立甘宗”），以“英国的”为字根发展
而来的称谓。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及亨
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年）在
位的政治影响下；一个生根于英国（英格
兰）区域成形的宗教改革之成果，其亦享
有英国国教之地位。尔后，藉着十七世纪
的“殖民政策”之趋势，并十九及二十世
纪的基督教宣教运动，最终带动本宗得以
于世界各地扎根、茁壮及发展。

对于圣公会的发展，自然需描述英国的福音事工的大背景。福音很可能在一至二世纪就被传入英
国；直至597年教皇差派奥古斯丁率领40位修士前往英国继续宣教事工，靠着上帝的恩典及英国
皇后的引介后，肯特王在坎特伯雷受洗归主，从此开启英国归主的大门。早期英国的神学界里，
就不乏有强调圣经为生活与信仰的唯一无误准则，及反对天主教功德、教皇无误论及赎罪卷的思
维存在（俄坎威廉及约翰威克里）。除此之外，还有传道会向平民讲解圣经，并在1382年将圣经
翻译为英文，让平民得以阅读。综上所述，均为较后的宗教改革积蓄了改革所需的转化力量及底
蕴。

圣公宗起始及发展里，值得特别提及也为最多人所理解的关键点，即为亨利八世，其本为教皇支
持者，但因婚姻事件，导致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决裂；且在1534年通过一项名为“最高治
权法案”，让英王取代教皇在英国教会中的地位，成为“英国教会唯一最高元首”，但其管制权
并非教义或仪式，而是于教会行政管理上。

思考：“脱离天主教”是大多数人认识本宗的历史切入点，但笔者认为以“导因”的角度理解
更为恰当，毕竟在这之前，英国教会本身，就已有对天主教的反省与思考。在英王的政治导因之
下，英国教会能负荷此次宗教层面的剧烈变动，最终以自身的宗教能量形成地域性的改革一宗。
或许，许多人认为本宗的政治因素无可磨灭，但上帝藉着此导因，一举成就一个“中庸”思维的
承载体。我们无法抛弃或篡改历史的源流，但我们可尽最大的努力对其反思与思考。

我的信仰•我的传统•我的归属

圣公宗系列：起始与发展
（撰文：杨旺勋会吏；瓜登圣安德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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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公 会 西 马 教 区 于
2020年3月2至4日假
马六甲Metra-Square 
H o t e l ， 举 办 本 年 度
的“教牧与平信徒领
袖大会”。本次大会
讲员，圣公会东南亚
教省大主教兼沙巴教
区 会 督 — 拿 督 戴 美
德（Bishop Melter 
Ta i s）；本次也是其
自今年2月份接任后，
首次以大主教的身份
出席的正式聚会。大
主教以“Mission for 
Multiplication”（增
长的宣教）为主题，

从上帝心意的角度来分享传福音的信息。我们从他的教导以及过往的牧会经历中，学习诸多宝贵的
牧养借鉴。除此之外，亦让西马教区的教牧、领袖们对新任的大主教有进一步的认识。

另外，今年也是黄满兴会督，在本年卸下主教职务并荣休前，最后一次以主教的身份主持教牧与领
袖大会。他在开幕献辞中，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要随时作好准备去服事世人。我们要以公平、公正
的态度对待所有人，不应嫌贫爱富，只关注城市地区的福音事工，却忽略偏远的乡村地区。黄会督
说：“所有的灵魂都是宝贵的” ，这也是他开始乡村事工所秉持的重要信念。最后，他对大会的挑
战是：我们是否已在装备、服务、怜悯等方面预备好自己，参与服事呢？

虽然，大会举办期间并非在行动管制下，但处于新冠肺炎肆虐的时期；参与者亦依循戴口罩、并尽
量维持社交距离以策安全。无论如何，这并不拦阻牧者与教会领袖在主里彼此的团契与沟通。这是
我们一年一度大家相聚的宝贵时刻，分享各自和教会的情况。求主使医学界能够早日发明疫苗使疫
情结束，让我们能够恢复教会生活。

2020年圣公会西马教区
教牧及平信徒领袖大会

（撰文：陆元立牧师；怡保圣美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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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营运优化工作坊—报告篇
（撰文：高媛慧姐妹；永平圣士提反堂）

圣公会西马教区华文部于2020年2月3-5日于Harvest  Haven, 
Gopeng, Perak举办教会营运优化工作坊。工作坊是一种适
合团队，通过共同目标或焦点问题进行对话、思考、调查、
规划、形成方案、决策等行为的一种学习方式。工作坊的主
讲杨恩来传道（Pastor Jessen Yeoh）以“促进者”的身份
自居，其非一昧地传授知识点，却期望透过引导的方式，让
参与者学习讨论、发表意见、提出事工策略与规划，最终发
展成实际的行动企划。此工作坊共有49位参与者，主要来自全马16间圣公会堂会的牧者和领袖们。
本工作坊一共分为4个涉及范围，分别为“领导和管理变革”、“事工策略思维与规划”、“ISO 
9001质量管理原则”及“精益思想”。以下以重点式视化工作坊内容：

1. 领导和管理变革
a. 教会的营运方式与事工需要不断地被改善，以供应不同时代的需求；为了改善，教会需要改

变。
b. 让参与者学习如何成为变革领导者。变革领导者应传递异象、计划及管理变革。为计划变

革，变革领导者需要洞悉时代的需求。
c. 计划和管理变革包括：预计变革将面临的问题及预备解决方法、评估风险、鼓励会众参与变

革、提高变革的可续性等。

2. 事工策略思维与规划
a. 一个以祷告和以上帝为中心，并精心策划和管理的事工，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实。策略计划是

上帝透过祂子民工作的方式之一。
b. 提供参与者策略思想和规划的工具：SWOT &事工策略模型画布

i. SWOT
• 用来识别教会的实力 (Strengths)、弱点 (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 和

威胁 (Threats)。
• 变革领导者在策划可发展的事工以先，需识别教会的SWOT，以了解教会的资源组

合能力。
ii. 事工策略模型画布

• 变革领导者需要策划的9个方面，分别是：宣教对象、价值主张、宣教渠道、关系
管理、经济支持、主要资源、重点活动、关键合作伙伴和成本分析。

• 参与者分成6个小组，按着促进者提供的工具策划一个事工，并报告各小组的策
略。

3.  ISO 9001质量管理原则
a. 质量管理原则可以提高事工计划的可续性，质量管理可以避免事工过程出现缺乏效能的迹

象，例如重复错误、压力的事工环境、领导倦怠、营运成本增加、怨咎文化等。
b. 7项质量管理原则分别是：

i. 以非信徒为中心
ii. “仆人式”领导，而非“老板式”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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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人员的敬业 ：服侍者的热诚、态度和行为
iv. 过程方法 ：连贯的体系进行管理时，可以更有

效率和效能地获得 
                      预测的结果，此过程包括属灵、世代、情感、

信仰、阶段等
v. 改善  ：追求卓越与持续改进
vi. 循证决策 ：基于数据和信息分析做评估和决策
vii. 关系管理 ：领导者对于拥有不同程度影响力和

兴趣的人，投资不
                       同程度的精力和时间。

4.  精益思想
a. 分析增值和非增值的事工。
b. 教会应减少非增值事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发展增值

事工。
i. 增值事工：有助于实现教会愿景和使命的事工
ii. 非增值事工：

• 与增值事工相反，并包括浪费、无法增值或没有
生产力的事工。

• 非增值事工会出现的情况有：等候、人才重用不
足、沟通障碍、过度生产、库存过多等。

c. 为实践参与者所学，同个教会的参与者聚集，评估各自教
会现有的事工中，哪些属于非增值事工。

愿我们都成为神，那又忠心又结果子的好管家。
Fruitfulness + Faithfulness = Servant of the Lord.

教会营运优化工作坊—感想篇
（撰文：温亿振弟兄；沙叻秀救主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对于基督教信仰与生活这个课题很感兴
趣，又或者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基督教根本不是一个宗教，它是我
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这一次在务边（Gopeng）所举办的“教会营运优化工作坊”主
要给与教会领袖和牧者们有一个新的思考空间与学习，而讲员也从
教会策划思想中引入了一些适合教会用的职场策划思想（精益思
维，ISO9001等等），相信此趟旅程必定给予很多领袖思想上的冲
击。身为教会领袖的我，这不单单给予我知识上的收获，而且也我
看见与教会同工们一起为着教会策划的同心与喜乐。

这几天的课程一点都不容易，思想上也很累，但是很感恩教会领袖
们依然能够在上完课后还特地抽时间一起认真讨论教会的事工。而
其中让我感觉这个课程的真实及压力是它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教会
一些真实的情况，其中要谈到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的就是事工的可续性，究竟它是增值还是非增值的
活动？该如何调正？关闭？这一些都让我们不得不面对，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要开创事工容易，但出言
调正甚至谈到关闭是一个没人敢谈的难事。过程要求你为着教会去思考，面对，但唯一我可以说的
是，上帝一直都在帮助引领我们每一个人，上帝正在与我们同工。

直到现在我依然对信仰与生活这个课题还是很感兴趣，但这次职场于教会让我看见了更有趣的点，信
仰与生活本就该连在一起，而生活的定义更是代表我们每个人靠着信仰的根基，生长在世上，而不论
是工作家庭教会感情，抱着开通的思想，将学到并有果效的知识“活”出来。愿上帝赐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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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那么真实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曾听闻青年营，却因时间无法配合，而不曾参加。在机缘
巧合之下，第一次参与此次营会，参加这营会是个很好的经历。我想，这是上帝的安排。在这之
前，我就有心想要参与全时间服侍，不过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该从何开始，自己的心意也不够
坚定。在营会的那一个晚上，牧师问我们有谁有那个感动想要全时间服侍的可以站出来的时候，我
不知为何，就毫不犹豫的走了出去。直到牧师为我们祷告，说：“……所有站出来的弟兄姐妹，都
是未来的牧师、宣教士……” 。当我听到这里，思绪停顿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走了出来，
心情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平复。直到我后来思考了一阵子，才发现，这就是上帝要我做的，也是困
扰我多时的问题的结果。顿时一股感动油然而生，觉得未来的方向，似乎更明朗了。当然我知道，
想要走好这一路并不容易，得先好好装备自己。我会把一切都交托给主的手里，让祂来指引我的
前路。我不后悔参与青年营，也非常感激所有筹办营会的委员；期盼他们让更多的人，可以像我一
样，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标，全心全意地一生侍主！

2019年圣公会西马教区
华文部青年营—感想篇（DCYC）

（撰写：符丽萍；瓜拉登嘉楼圣安德烈堂）

首先，要感谢主让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当
我在这营里软弱的时候祂陪着我。这是我第三年参加DCYC，
一开始我在担心我会不会像前两年一样不会说很多话，让人家
感觉我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但当我看见同组的组员以后，
我就开始多话了，尤其是面对我的组长。第一晚的活动 Party 
Night 是让我们了解到，敬拜神可以使用不同的媒体和方法，
例如跳舞及说唱。这几天的分享会里我领会到自身的某些事
物、问题；为何只有自己看见，别人却看不见？就如你看见某
人的缺点，而为什么别人却没看到？可能这是因为神要你来指
出其缺点。我们不可推卸责任，或是假装看不到，我们应该跟
从神的旨意，祂会引领我们走向对的方向。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其中蕴含的中心思想正是如此。

这次营会的意义，让我们了解何谓是一生侍主；从前完全没想
过什么是一生侍主，然而现在我明白，这需付出代价且不半途
而废地去实践。让我们以爱去回报上帝。最后，要感谢杨旺勋
会吏，载着我们10位青少年到那么远的地方，让我们去学习如
何一生侍主。今年的营会让我获益匪浅，明年再见！

（撰写：谢洧琳；蕉藾圣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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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杨旺琦；永平圣士提反堂）

感谢神，可以让我有这个机会参加青年营，同时也在小组长的岗位上服侍。今年是四年主题里面的最
后一个主题，从一开始的装备，前进，抵挡到今年的一生侍主，感谢神让我可以不间断的参加完这四
年的主题，并且在小组长的岗位服侍了四年，其中让我会一直坚持留在小组长里面的原因是因为答应
小组长的负责人坚持四年服侍小组长的岗位。同在，在带领小组的时候，也可以看见每个组员的性格
都不同，有者文静，有者较为活跃，有者则较为活泼。我们各自不同，却一起为了小组同心的完成每
一件事和每一个活动，对于担任小组长的我而言，是一个非常欣慰的事情。每当看到组员在营会被挑
旺，被兴起的时候，当他们愿意站出来宣告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圣灵亲自触摸与他们说话时，我内
心的喜悦非笔墨能形容。

当看到组员的灵命得以成长的时候，即使他在小组有多么的不配合，不顺服也都没有关系了，因为我
知道他在此刻，对神是认真的，他对基督教这个信仰是认真的。一生侍主，有谁配得一生侍主呢？唯
有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被神拣选分别出来的我们要去学习一生侍主，我们不要去计算服侍主可以从中
得到什么；反之，要成为一个为主撇下一切的人。但愿这时代的青年人能够兴起被神来使用，预备自
己来服侍神，愿将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父神，愿祂的名被高举。

（撰写：潘彦恒；沙叻秀救主堂）

我共参加了6年的DCYC，从2013直到2019年从不间断。其中的5年也参与了Worship Team。我非
常荣幸能在一个那么有爱的环境里服侍，彼此包容彼此鼓励。虽一年只见一次，但是关系依然的稳
固。我非常的感谢委员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担任委员很不简单，也
会遇到很多压力和挫折，但是他们依然坚持的做下去，只为让少年
人们，可以有机会享受和经历上帝的爱。我在这几年的青年营里得
着很多，与上帝的关系更加的亲近，在信息中也学到人生的道理，
在玩游戏中也建立朋友之间的关系。但今年应该是我的最后一年参
与了；因此，由衷的祝福DCYC和所有的委员们，继续加油！一生
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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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安老院（Rumah Damai）是一所位于瓜拉登嘉楼（Kuala Terengganu）的安老院；本院创办
于1982年，2009年开始由圣公会西马教区，承担其行政管理。在此38年期间，为超过200位长者提
供庇护。本院的使命是运用上帝所预备的资源，为贫乏及年长者提供庇护及保护他们的尊严，因而为
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居所及整全的照料，还有日间的看护服侍，尽力地将上帝的爱与怜悯带入社区。
当然，本院也期望能促进及鼓励社区，注重及关怀长者的需要，成为一个承载长者生活乐趣及社交的
平台。
 
本院是一所非盈利的基督教事工，行政经费都由安老院长者的亲戚、朋友、瓜登社区里的个人、团体
及教会、Taman Sri Manir社区的居民，以及全马各地的圣公会教会及善心人士，并将我们放在纪念
里的各位所支持；且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才得以走过这38年。目前我们共有八位长者、一位义工及一
位传道（两年侍主计划，2 for Christ）同住。本院接收的入住条件如下：第一、无子嗣；第二、能
自理；第三、愿意到瓜登及入住安老院者。若有需要或符合以上条件的相关人士，可联络和平安老院
（09-6205502）或杨会吏（010-9507688）。另外，若你有意在经济上支持安老院的事工，也欢迎
您联络我们（或在脸书搜寻：和平安老院 Rumah Damai Kuala Terengganu）。愿主继续祝福凡
为祂国度尽心尽意的我们，并让我们与祂同工，为世界注入更多祂的爱。

再次，为纪念我们的你，献上感恩。“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分享，因为这样的祭物是上帝所
喜悦的。”来13:16（和修版）

和平安老院（Rumah Damai）
（撰文：杨旺勋会吏；瓜登圣安德烈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