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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世界宣教常委会 (SCWM) 的现任成员将此资源作为礼物提供给圣公会。 

我们在这三年期（2018-2021 年）讨论的任务之一是“设想教会全球参与的未来方向”。我们认识到，许多个

人、会众和教区可能仍处在“为他”的心态而不是“与他”的心态采取全球宣教。我们接受 “为教会建立一个

信息”（成为一个有爱的世界）的想法，并为世界宣教提供了一套指导原则。我们希望这个信息和这些指导原则

有助于教会未来几年的全球参与。我们欢迎你的反馈。 

世界宣教常委会已向第 80 届大会（2022 年 7 月）提出决议，要求教会采用、学习和推广世界宣教的指导原

则。此外，我们意识到这套指导原则可以成为个人和小组讨论的一个有效的起点。 

出于多种因素促成了我们开发这个资源。一，世界宣教常委会与圣公会全球伙伴关系办公室和全球圣公会宣教网

络 (GEMN) 的合作。我们一起获得了用于开发全球宣教数字工具包的康斯特布尔补助金，可在

www.episcopalchurch.org/ministries/global-partnerships/digital-toolkit/ 获取。该工具包使整个教会都可

以免费使用此资源和许多其他全球宣教资源。其次，世界宣教常委会在这三年期里有一群很棒的成员——来自

世界各地的主教、神父、执事和平信徒。我们在开发此资源时利用到了他们不同的声音和观点。 

世界宣教常委会非常感谢我们担任编辑的两位成员：格雷斯·伯顿·爱德华兹 (Grace Burton-Edwards) 牧师，现

任乔治亚州哥伦布市圣托马斯圣公会的教区长，同时是全球宣教委员会的教区成员， 也是亚特兰大和全球圣公

会网络的董事会成员。朱迪·奎克 (Judy Quick) 牧师是阿拉巴马教区的执事，并担任其伙伴教区委员会的主席。

世界宣教常委的成员为每项指导原则撰写了个别的灵修。编辑添加了反思问题、行动想法和日常祷告。伯顿·爱

德华 (Burton-Edwards) 兹牧师编写了小组讨论指南。  

此资源可以以多种方式使用，用于个人学习或小组学习。小组学习可以亲自或在线进行。每段学习内容设计为 

45 分钟到一小时（或更长时间）。小组可以选择在四个星期内进行学习，或者在小组成员单独完成每日反思后

进行为期一天的退修会。 

我们的希望和祷告是此资源可以帮助个人、会众和教区走向一个 “成为以爱为道路的世界：跨越界限，深入聆

听，像耶稣一样生活，同在一起”。但愿如此。 

  

玛莎·加德纳女士(Martha Gardner) 女士是世界宣教常委会的主席，在马萨诸塞州教区担任网络和组建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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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以爱为道路的世界： 

跨越界限，深入聆听，像耶稣一样生活，合而为一 
跨越界限	
效法耶稣差遣门徒到世界各地的榜样，圣公会分支是耶稣运动的一个全球性的教会。我们聚集了北美、中美和南

美、欧洲和亚洲的教区。我们是普世圣公宗的一部分。我们与普世和跨宗教的合作伙伴合作。我们通过与移民和

难民的关系在他们的家中跨越全球的边界。当我们用爱跨越界限时，我们就是在分享上帝的使命。 

上帝在哪里呼召我们？ 

深入聆听	
当我们跨越界限时，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努力深入聆听彼此的声音以及圣经中上帝的话语。我们发现并尊重文

化和种族之间的的神圣差异。我们为不聆听和不尊重彼此而造成的伤害忏悔。我们听到圣灵呼召我们弃绝那些败

坏和毁灭上帝所造之物的邪恶势力。 

需要聆听谁的声音？ 

像耶稣一样生活	
耶稣宣扬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以爱统领的好消息。圣公会宣教的优先事项安排为传福音、和好和关爱受造世界，

此举具有全球性。以爱为道路跟随耶稣呼召我们与全球合作伙伴一起解决种族主义、环境退化、人口迁移、人权

挑战、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宣扬上帝的爱、怜悯和希望。  

耶稣今天会说什么或做什么？ 

合而为一	
上帝的使命是使我们合而为一，使所有人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彼此合而为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当我们一

起同行时，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作工。我们相信上帝已将恩赐倾注到整个教会。我们寻求相互、相互依赖的关系—

—奉献和接受礼物、尊重差异、分享喜怒哀乐、相互学习、生活在上帝挚爱的社区中，成为一个以爱为道路的世

界。 

我们将如何能够走得更近？ 

 

世界宣教常委向教会传达世界宣教指导原则的信息，描述了当今世界宣教关系的梦想、目标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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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宣教的指导原则 
耶稣肯定了最大的诫命及其必然的结果：“‘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 

最大的。还有第二句话是这样：“ 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在这两条诫命上。”（马太福音 

22:37-40） 

耶稣还给了一条新的诫命：“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 

爱。”（约翰福音 13:34） 

耶稣的最后的行动是给予大使命：将他的话语传到世界各地。 

我们的梦想是一个充满爱的社区，包括所有上帝的孩子；在那里赐予世人的恩赐得到尊重。在洗礼中，我们被称

为伙伴，这意味着彼此站在一起，一起同行，并分享掰饼。我们是全球社区的成员，从我们自己开始——新教

圣公会的国内外宣教协会——普世圣公宗、基督徒以及世界各地其他信仰或无信仰的人。 

世界宣教是活在上帝的使命中，在全球范围内和好，跨越差异的界限，在我们走爱的道路时彼此相遇基督，在世

界各地建立真正的关系，合并为一。 

世界宣教意味着与他人同在，因为耶稣道成肉身并与我们同在。作为宣教中的伙伴，我们彼此敞开心扉，相互学

习，并通过这种经历得到改变，因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成为基督徒的意义，甚至跨越可能分裂的界限。 

每一位受洗的圣公会教徒都发誓要全心全意的服侍基督，并尊重所有人的尊严。耶稣的爱的道路邀请我们“走出

去”, 超越我们的界限，我们舒适的圈子，超越我们教会的红门。我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行出这个呼召？ 

圣公会的教义问答教导说，教会的使命是让所有人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彼此合而为一。我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履行

这一使命？ 

在 21 世纪在全球挚爱社区中走出爱的道路包括： 

• 强调传福音、和好和关爱受造世界 

• 与所有年龄和不同能力的伙伴合作，尊重每个人的尊严 

• 参与圣公会的上帝世界宣教，传达先知的声音 

• 以优雅及谦逊的态度改变世界宣教参与文化，超越历史性的交易关系，从权力地位转变为伙伴关系的

共同宣教模式 

• 庆祝上帝使命的不同模式，并在当面、在线上和在灵里拥抱基督身体的多元化 

耶稣差遣我们到世上做祂爱的门徒：“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约翰福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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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耶稣的使徒，我们都被邀请遵循以下的指导原则： 

• 思考和想象一个以爱为道路的世界 

• 致力于亲身参与世界宣教，在我们遇到的所有人中遇见基督，不论是在我们的后院还是在全球 

• 走爱的道路：跨越界限，深入聆听，像耶稣一样生活 

• 在宣教中与我们的伙伴谦卑地走爱的道路，在相互发现中深化上帝和好的爱，一起学习，一起祷告，

一起敬拜，一起转变和彼此祝福 

• 激发、启发、吸引他人去发现上帝使命的喜乐 

• 相互尊重并接受发现上帝赐予每个人、每个教会、每个教区及他们的合作伙伴的恩赐 

• 培养关系，为本地/全球/朝圣及所有年龄和不同能力的跨文化宣教开辟道路 

• 倡导结构上的变革以支持全球宣教问题，包括增进所有人的尊严和尊重各地的难民、移民和寻求庇护

者 

• 尊重我们之间神圣的分歧，同时作为挚爱的社区我们一起团结在上帝的祭坛 

• 以敏锐的洞察力支持传教士，从宣教服侍期到传教士返回后 

• 当我们走这条爱的道路时，共同解决在全球动荡时期面临的贫困、暴力、压迫、全球健康威胁和环境

退化等诸多问题 

• 请记住“走出去”也可以意味着“去做”，通过你的所在地虚拟在线，交流建立关系、学习、聆听、

跨空间的进行鼓励 

• 鼓励所有教区设立教区全球宣教倡导者 
 
O God, you have made of one blood all the peoples of the earth, and sent your blessed Son to preach peace to those who are far off and 
to those who are near: Grant that people everywhere may seek after you and find you; bring the nations into your fold; pour out your 
Spirit upon all flesh, and hasten the coming of your kingdom;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 Book of Common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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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第一周：跨越边界 
  

效法耶稣差遣门徒到世界各地的榜样，圣公会分支在耶稣运动中是

一个全球性的教会。我们聚集了北美、中美和南美、欧洲和亚洲的

教区。我们是普世圣公宗的一部分。我们与普世和跨宗教的合作伙

伴合作。我们通过与移民和难民的关系在国内跨越全球边界。当我

们用爱跨越界限时，我们就是在分享上帝的使命。	
 

上帝在哪里呼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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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第 1天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 

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 

稣回答她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 ’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 

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 

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人 若 喝 我 所 赐 

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

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 妇人说，‘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约翰福音 4:7-14, 39-42, 和合本 

 

问题	

当然，有些界限永远不应该被跨越。但有些界限是人为的，是人们为了鼓励分裂和仇恨而强加的。耶稣和撒玛利

亚妇人的相遇跨越了什么界限？作为上帝爱的使命的一部分，克服了哪些差异？ 

行动	

请写日记或写下你如何跨越事工上遇到的界限以及你在这样做时面临了哪些挑战。你觉得此时需要跨越哪些人为

的界限？ 

祷告	

聆听我们的祷告，圣洁的上帝。将你的灵吹到我们身上，吹到全地，以便障碍得以瓦解，分裂得以停止。让我们

更好地成为这个破碎世界的共同医治者。以爱为纽带将我们与所有的人联合起来，使整个地球和所有人民都可以

和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来自忏悔种族和好与正义的人们的祷告文集 

礼仪和音乐常务委员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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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第 2 天 
	
为什么有使命？	
多年来，我从事了大量的战略规划工作。它通常包括制定“使命宣言”。不止一次，我认为这项工作是多余的。

我们圣公会成员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宣言。《公祷书》（1979 年）指出， “教会的使命”是“使所有人与上帝和

彼此在基督里合一”（第 855 页）。 

坎特伯雷前大主教罗文·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喜欢提醒圣公会的教徒：“教会没有使命；上帝有使命, 

教会是来执行这个使命的。” 他反映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关于 Missio Dei （上帝的使命）的共识。传教士大

卫 ·博世（David J. Bosch）在他的书《改变宣教》中写道：“参与宣教就是参与上帝对人的爱的运动，因为上

帝是爱的源泉”。 

“神就是爱”，我们在约翰一书（4:8,16）中被教导。爱是上帝的本质和本性。爱也是上帝的目的和使命。神就

是爱 —— “上帝的爱以这种方式在我们中间显明：上帝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使我们可以通过得生

命。” 上帝爱世人。上帝为了爱而差遣：差遣他的儿子，差遣我们每一个人。正如博世所说，“既然上帝是一

位传教的上帝，那么上帝的子民就是传教士。” 

爱，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高……  

尊贵的威廉 ·奇普（Chip）斯托克斯牧师是新泽西教区的第 12 任主教。 

问题	

你在生活中什么时候遇到过上帝所赐的爱？ 

行动	

设置一个三分钟的计时。尽可能多的写下圣经中的关键人物和故事。计时器响起后，回顾你的清单，圈出所有上

帝派遣的，去执行上帝爱的使命的人物或故事。 

为教会的使命祷告 
O God, you have made of one blood all the peoples of the earth, and sent your blessed Son to preach peace to those who are far off and to those who 
are near: Grant that people everywhere may seek after you and find you, bring the nations into your fold, pour out your Spirit upon all flesh, and 
hasten the coming of your kingdom;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who lives and reigns with you and the Holy Spirit, one God, now and forever.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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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第 3 天 
	
想象一个以爱为道路的世界	

思考和想象一个以爱为道路的世界。 

世界的现实，尤其是我们所谓的 “发展中” 国家的现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离开我们舒适的圈子，

跨越国界，伸出双臂。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就是接纳许多因种种原因流浪在世界上的兄弟姐妹，他们是“没有牧

羊人的羊”。因此，有什么比耶稣更好的例子呢？他是一位巡回的传教士，他沿着当地的道路前往下一个村庄和

城市。在这个当地人不与撒玛利亚人交往的犹太城镇中，他颠覆了传统，他进入了这个地区，第一次遇到了一个

需要水的妇人。在这个简单且深刻的对话中，耶稣完成了今天对我们的要求：传播福音的好消息。世界各地的人

们都听说过耶稣这种真实、慈爱、友好的同在，他们明白他们也可以领受到上帝耶稣的爱和良善。许多人相信耶

稣，不是因为和他讲过话或讲过某个特定的词语；他们相信耶稣是因为他就在他们中间，他的同在使他们充满了

喜乐和希望。 

今天，我们普世圣公宗圣公会的会信徒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离开我们的舒适的圈子；打破各种障碍和边界；并出

现在那些受苦的人中间，让他们充满喜乐、信心和希望。但愿如此。 

尊贵的弗朗西斯科·杜克牧师 (Francisco Duque) - 哥伦比亚基督教圣公会 (La Iglesia Episcopal Anglicana) 的第

四任主教。 

问题	

作者提醒我们，耶稣的热情欢迎传达了上帝的爱和良善。回想一下你在另一个人身上遇到耶稣热情欢迎的经历。

你怎么知道你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如果每个人都表现出耶稣热情欢迎的精神，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行动	

制作一个艺术品显示以爱为道路的世界的样子。如果你正在与一个小组一起学习，请把你的创作品拍一张照片，

或者计划在见面时随身携带它，以便你可以与他人分享。 

For Peace 
Eternal God, in whose perfect kingdom no sword is drawn but the sword of righteousness, no strength known but the strength of love: So mightily 
spread abroad your Spirit, that all peoples may be gather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Prince of Peace, as children of one Father; to whom be dominion 
and glory, now and forever.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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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第 4 天 
	
让所有人遇见基督	

致力一个亲自参与的世界宣教，在我们遇到的所有人中让他们遇见基督，在我们的后院或在世界各地。 

为应对大流行，全世界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与病毒本身的传播速度一样快。今天发生在亚洲人身上的事情就像

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经历。 

  

有些人认为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但耶稣并没有论断她。耶稣将她视为一个宝贵的，有价值的、重

要的人。的确她被边缘化了。她是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是女人，不是男人。她也被村里的妇女排斥在外，

在炎热的天气里独自取水，而不是在所有其他妇女取水的清晨时间。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今天的亚洲人也被误

解、排斥和虐待。 

  

当我们经历或目睹不公平时，我们会生气。撒玛利亚妇人一定对自己的处境很生气，但她并没有囤积活水，将它

储存在她的水罐中供自己使用。她留下了水罐——就像福音书中的其他人一样，他们离开了渔网、船只和父

母。她跑去告诉其他人，这样他们也可能会得自由。 

  

耶稣给我们的自由，不是一种会激起愤怒的自由放纵，而是一种变革性的自由，这种自由来自承认上帝看到我

们，无论我们的种族或国籍是什么。借着基督，我们已从奴役的事物中解脱出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弥赛亚，我们

是自由的。 

 

艾琳·田边（Irene Tanabe） 是当地所有圣公会的牧师兼教区长，该教会是日本圣公会 (Nippon Sei Ko Kai) 冲

绳教区的一个讲英语的教会。 

	
问题	

作者将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作为我们如何在传教中彼此相遇的榜样。我们要在彼此身上遇见基督，因为耶

稣欢迎这个妇人，当这个妇人遇到耶稣时。当我们承诺在别人身上看到基督时，我们会发现上帝看到了我们，并

让我们自由地生活在爱中。你能回想起你被误解、排斥或虐待的时候，但你知道上帝有看到你吗？你能回想起你

在一个被误解、排斥或虐待的人身上遇见基督的经历吗？这些遭遇如何让你获得自由？ 

行动	

花点时间让自己了解仇恨犯罪。查找有关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或针对特定人群的其他犯罪行为的信息。想

象一个将仇恨转化为爱的世界。这是我们全球使命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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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宣教祷告	
O God, you manifest in your servants the signs of your presence: Send forth upon us the Spirit of love, that in compan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your 
abounding grace may increase among us;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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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第 5 天 

 
走爱的路 

走爱的道路——跨越界限，深入聆听，像耶稣一样生活。 

我第一次过境是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一次家庭旅行。这次过境很简单：减速并向加拿大边境官员挥手。我很失望

地发现在“另一边”几乎没有区别（除了邮票和金钱，但几乎没有其他区别）。 

现在，我认识到并非所有边界都是界限。界限挑战我们。界限将我们带出舒适的圈子。穿越界限使我们放弃一种

“我们的，他们的” 的观点，让我们看到基督在他人身上所发的光。  

俄亥俄教区和伯利兹圣公会教区建立了伙伴关系，这激励了我们中的许多人跨越边界并在宣教中合作。我记得一

个下雪天，一位伯利兹牧师来访。我们聚集在克利夫兰的圣公会服侍部的房子里，裹着毯子，分享故事。很快，

笑声温暖了房间。来访的牧师突然宣布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当她开始注意到这个新发现时，

我自己也有了我的新发现：只有当我们真正向另一个人敞开心扉时，我们才能跨越界限，分享上帝的爱。 

贝丝·弗兰克（Beth Frank） 牧师曾担任世界宣教常委会副主席和俄亥俄教区多家教会的临时牧师。 弗兰克牧师

于 2022 年 1 月意外去世。 

问题	

作者在“边界”（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和“界限”（人与人之间的分界线）之间进行了区分。我们经常在世界宣

教中跨越国界。我们还跨越了哪些界限？跨越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如何让你看到基督在他人身上所发的光？ 

行动	

“爱的道路”是基督门徒的模式, 曾在 2018 年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大会总会上分享，此模式在整个圣公

会教会中广泛使用，以促进基督教实践准则对我们世界产生的影响。你能说出爱的道路的所有七个步骤吗？访问

www.episcopalchurch.org/way-of-love/ 提醒自己这些基本的基督教实践准则。 

为宣教祷告	

Lord Jesus Christ, you stretched out your arms of love on the hard wood of the cross that everyone might come within the reach of your saving embrace: 
So clothe us in your Spirit that we, reaching forth our hands in love, may bring those who do not know you to the knowledge and love of you; for the 
honor of your Name.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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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小组反思 
（45-60 分钟） 
	
集合（5-10	分钟）	

邀请小组成员分享他们的姓名以及他们现在或过去参与的任何宣教工作或关系。你也可以提供美术用品作为一种

选择以便邀请大家，并大家聚会时邀请他们创作艺术作品描绘他们想象中的一个以爱为道路的世界，以便在会议

稍后分享。 

祷告（1-3	分钟）	

邀请小组静默片刻。在充分的时间后，请选择第一周反思中的一个祷告。 

回顾（5	分钟）	

我们本周的阅读为理解我们谈论使命时的意思奠定了基础。 

• 第 1 天：在井边遇见撒玛利亚妇人时，耶稣跨越了文化和猜疑的界限，给她欢迎与爱。 

• 第 2 天：宣教是上帝传达爱的表现，爱在从创世之时就存在，我们有幸参与。 

• 第 3 天：在宣教中，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离开我们舒适的圈子，与受苦的人同在。 

• 第 4 天：宣教呼召我们在所有人身上遇见基督，并认识到当一群人受到伤害时，基督也在受苦。 

• 第 5 天：宣教让我们跨越差异的界限，像耶稣一样生活。 

邀请阅读这个读物的人士分享他们对阅读内容的任何评论、印象或提问。 

讨论或做（10-20	分钟）	

考虑到可能参加学习人士的恩赐、学习风格和经验，选择以下一些问题或活动与你的小组一起使用。 

• 讨论：圣经中有哪些人物或故事揭示了上帝的爱？活动：组成两个或三个人的小组。如果在线开会，

请使用分组讨论室。为每个小组指定以下圣经的一部分：创世记、出埃及记、君王的故事、诗篇、先

知书、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启示录（不需要指定全部）。设置一个两分钟的计时，让小组在他

们指定的圣经部分列出上帝传达爱的例子。然后让他们与大组分享。 

• 讨论：回忆爱的道路的七个步骤（回转、学习、祷告、敬拜、祝福、行动、休息）。当你想象一个以

爱为道路的世界时，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活动：邀请人们分享他们在本周或聚会时间创作的任何

艺术作品，展示他们想象的以爱为道路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 讨论：本周的读物之一挑战我们考虑世界上的仇恨犯罪。在我们的世界上还有哪些其他痛苦的情况，

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基督仍在受苦？活动：在开会之前，收集受苦人士的照片，并以某种方式与小

组分享，可能是在屏幕上，通过举起照片给所有人看，或者将几张照片散布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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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邀请参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某张照片上。然后请小组短暂安静一下，邀请他们在这些人身上看到耶

稣。一起总结经验。 

• 讨论：在我们目前的背景下，“像耶稣一样生活”对我们或我们的社区来说是什么样的？活动：邀请

小组大声说出在他们更广泛的社区中（不包括小组或会众部分） “像耶稣一样生活”的好榜样。请

他们承诺在本周以某种方式去联系这些人，感谢他们的见证。 

反思（10-20	分钟）	

我们从耶稣和井边妇人的故事开始。耶稣和那个妇人都跨越了文化和习俗的界限，彼此相遇。从那次相遇开始，

这个妇人就把爱的使命传到了她的家人和邻居那里。 

邀请小组反思你们在本地和全球的共同使命关系。安排某人为这次对话做笔记。保留笔记以便在未来几周继续这

个对话。 

• 上帝的爱差遣我们跨越什么界限？ 

• 我们对这些关系的梦想是什么？当以爱为道路时，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如何利用这种

关系把爱建立在世界上？ 

• 我们如何在彼此身上遇见基督？ 

• 我们希望我们如何一起走爱的道路？ 

结束：如果可能的话，一起大声朗读本周的主题。 

跨越边界	
效法耶稣差遣门徒到世界各地的榜样，圣公会分支是耶稣运动的一个全球性的教会。我们聚集了北美洲、中美洲

和南美洲的教区；欧洲; 和亚洲。我们是普世圣公宗的一部分。我们与普世和跨宗教的合作伙伴合作。我们通过

与移民和难民的关系在国内跨越全球边界。当我们用爱跨越界限时，我们就是在分享上帝的使命。 

上帝在哪里呼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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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深入聆听 
 

当我们跨越界限时，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努力深入聆听彼此的声

音以及圣经中上帝的话语。我们发现并尊重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

的神圣差异。我们为不聆听和不尊重彼此而造成的伤害忏悔。我们

听到圣灵呼召我们弃绝那些败坏和毁灭上帝所造之物的邪恶势力。	
	
需要聆听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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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第一天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 ， 

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阿，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 

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 

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路加福音 10:38-42，和合本 

 

问题	

在与他的朋友马大和马利亚的这次相遇中，耶稣称赞马利亚有深入的聆听。你是否感觉到耶稣也深深地聆听了马

大的话？关于聆听的重要性，耶稣怎么说并说了什么？聆听如何奠定行动？ 

行动	

在匆忙处理摆在你面前的任务之前，花几分钟聆听圣灵的声音。将双脚平放在地板上。吸气并深呼气。尽量安静

地坐至少五分钟。聆听圣灵的话。如果有关其他任务的想法打扰了这份安静，要对自己说：“需要专注一件

事。” 

敬拜后的祷告	

Grant, we beseech you, Almighty God, that the words which we have heard this day with our outward ears, may, through your grace, be so grafted 
inwardly in our hearts, that they may bring forth in us the fruit of good living, to the honor and praise of your Name;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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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第 2 天 
	
相互发现	

在宣教中与我们的伙伴一起谦虚地走爱的道路，在相互发现中…… 

当阿拉巴马教区发现新的伙伴关系时，“相互”和“分享”是关键词。当我们思考我们对这个关系的希望时，我

们寻求： 

• 一种积极而充满活力的相互性、伙伴关系、给予和接受、多层次的分享、“同在”和“行动”的

关系 

• 需求的相互性，对真实需求的理解 

• 共享敬拜，共享经验，为所有合作伙伴带来改变 

• 全教区、教区和个人参与的机会 

• 教区与教区的联系 

• 忠心的祷告伙伴 

• 通过信息和文化共享相互了解的机会 

• 互访、朝圣、宣教（双向），老少皆宜体验宣教 

圣灵带领阿拉巴马教区与维尔京群岛教区建立伙伴关系。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典型的

“传教之旅”是前往洪都拉斯或肯尼亚。以前的伙伴关系是与海地、纳米比亚和巴西的关系。 

然而这种关系发展得很好。我们的两个教区将青年参与、平信徒/神职人员领导力发展和灵性深化视为我们的首

要目标。青年团体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娱乐、敬拜和服侍。阿拉巴马教区与圣托马斯、圣克罗伊岛和英属维尔京群

岛的教区合作。维尔京群岛的神职人员来到位于麦克道威尔营的阿拉巴马神职人员灵修会。阿拉巴马的神职人员

访问了维尔京群岛的教区并领导了教区灵修会。当飓风艾尔玛和玛丽亚来袭时，阿拉巴马的人员也在场。 

维尔京群岛合作伙伴撰写的《为我们的伙伴关系祷告》引导我们谦虚地走： 

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祈求你为我们阿拉巴马教区和维尔京群岛教区之间的伙伴关系祝福，赐我们恩

惠。愿我们全心全意为我们所有宣教的成功努力不懈地祷告，通过这种关系，我们一定会分享我们对基督和彼此

的爱，分享我们的知识和资源，进一步彼此了解，愿所有的基督徒都和好归向上帝，支持和帮助有需要的人，并

补充灵性上的缺陷以促进上帝的国度。阿门。 

朱迪·奎克牧师 (Judy Quick) 是阿拉巴马教区的执事，并担任维尔京群岛伙伴教区委员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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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关于这个相互发现的故事，什么让你兴奋或启发了你？ 

行动	

你的教区目前是宣教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吗？今天尝试找出并了解更多信息。 

A Prayer Attributed to St. Francis 

Lord, make us instruments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us sow love; where there is injury, pardon; where there is discord, union; where 
there is doubt, faith; where there is despair, hope;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light; where there is sadness, joy. Grant that we may not so much seek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 as to love. For it is in giving that we receiv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are 
pardoned; and it is in dying that we are born to eternal life.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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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第 3 天 
	
上帝和好之爱	

…并加深上帝和好的爱——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一起敬拜，因为我们彼此转变和祝福。 

上帝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以伟大的慈悲派遣你的儿子到世界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将你宝贵的身体和宝

血奉献给我们并死在十字架上，你教导我们上帝伟大的和好之爱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在你面前与你和我们的邻居和好。 阿门。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 

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 

哥林多后书 5:19-20，和合本 

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很多事情。这段关于和好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如何来到世人面前，以便我们可以与彼此和

好，也可以与上帝和好。和好是一种事工，它呼召我们改变，变得全新，永远不要将自己与上帝所做的工分开。

我们受邀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罪人，但上帝仍然爱我们。我们应该宣布和好，向他忏悔。我们必须因我们所承

认的信仰转向上帝，它将使我们坚强并向前迈进。如果不与我们的兄弟姐妹和好，我们就无法与上帝和好。  

格雷西亚·雷诺索（Grecia C. Reynoso）博士担任宪法和教规委员会的总理及主席、总会代表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教区的教友牧师。她随时准备好待命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九教区的圣公会工作。 

问题	
作者引用了哥林多后书的一段庄严的经文，提醒我们和好是上帝在行动中的爱。为了认识上帝和好之爱，我们必

须与我们的邻居分享这种和好之爱。你觉得与住家附近的人和好更容易还是与远方的人和好更容易？你的宣教关

系如何揭示上帝的和好之爱？ 

行动	

当你祷告时，在上帝面前说出让你难以和好的人或团体的名字。本周承诺为这些人祷告。 

A Prayer for the Church, from Good Friday, Easter Vigil, and Ordination Liturgies 
O God of unchangeable power and eternal light: Look favorably on your whole Church, that wonderful and sacred mystery; by the effectual working 
of your providence, carry out in tranquility the plan of salvation; let the whole world see and know that things which were cast down are being raised 
up, and things which had grown old are being made new, and that all things are being brought to their perfection by him through whom all things 
were made, your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who lives and reigns with you, in the unity of the Holy Spirit, one God, for ever and ever.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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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第 4 天 
	
上帝使命的喜乐	

激发、启发和吸引他人去发现上帝使命的喜乐。 

聆听可能很困难，尤其是当文化或语言差异挑战我们的理解时。有时，当我们遇到不同的观点或强烈反对某人

时，政治和宗教差异就会成为障碍。当我们关注“其他”而不是“合一”时，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深入聆听是一

种爱的行为。怀着喜乐的心，在我们遇到的每个人身上寻求基督，我们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我们敞开心扉地去

理解。我们尊重每个人的神圣。 

尊贵的马丁·巴拉奥纳 (Martín Barahona) 牧师是英格兰圣公会在萨尔瓦多的第一位主教， 他教导我跨越一些令

我不安的界限，同时快乐地拥抱那些我会遇到的人，就像上帝的子民。他派我去一些地方，让我看见生活在边缘

的人。他派我去见那些通过冒险的社会和政治行动寻求正义的人。我感到很脆弱。喜乐不是我的“首选”情感，

恐惧才是。 

然而，他对我的要求很简单而一致。喜乐地去。深入聆听上帝的孩子。他没有要求我“做”任何事情。我在脆弱

面前深入地聆听，用喜乐的心去完成使命，迈出忠实的一步实现我们福音的呼召。它使我们和我们的同胞团结一

致。当我坐在与前游击队战士，工会积极分子，犯罪团伙成员，还有休战人员，我不仅是在顺服马丁主教的要

求，也是在顺服于上帝。活出我们福音的使命，我们必须深入聆听。 

安吉拉·史密斯 (Angela Smith) 女士是一名建立和平与人权的永远的学生，她在整个中美洲做专业传教服侍超过 

15 年，经常是圣公会的陪同合作伙伴。 

问题	

通常在宣教中，我们想要“做事”。在这里，作者被告知要“聆听”。深入聆听如何引导她发现上帝使命的喜

乐？她的故事如何激励你和其他人参与上帝的使命？ 

行动	

回顾你自己宣教经历中的照片或笔记。哪些经历或人士让你感到兴奋或受到启发去分享上帝的使命？你是如何分

享那种兴奋和喜乐的？ 

Thanksgiving for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Almighty God, you sent your Son Jesus Christ to reconcile the world to yourself: We praise and bless you for those whom you have sent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all nations. We thank you that in all parts of the earth a community of love has been gathered together by their 
prayers and labors, and that in every place your servants call upon your Name; for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re yours, for ever and 
ever.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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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第 5 天 
	
上帝赐予所有人的恩赐	

在相互发现中尊重和拥抱上帝赐予所有人的恩赐、教会和教区及其合作伙伴和社区。 

当然，我们都知道传教士内森‧普莱斯（Nathan Price）的警示故事，在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

的小说毒木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 中有所描述，他试图在比利时刚果通过从家里带来种子来传授他卓

越的种植知识。但不合适非洲的土壤，季风将种子冲走，他清除的毒木树干让他生了一场严重的皮疹。当然，如

果他问了，当地人本可以告诉他所有这些事的。但他不是来问的。他是来告诉的。  

我们很确信，当将我们把两个宣教伙伴教会的 15 名成员带到开普敦以外的美国教区拜访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

避免这种高人一等作风的陷阱。然而，尽管是“反向宣教”的结构也没有阻止我们陷入向他人展示“如何完成”

的模式。 

然而，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朋友关于他们种族隔离经历的见证对我们自己城市的种族关系有多大影响。很

快，我们发现自己被对方领导人这次来访的一天结语言反思所吸引。很快，当我们的两个来访的年轻人在骑寄宿

家庭的自行车被警察拦下时，我们的确在自己的社区经历了这种族定性的遭遇。  

当我们从忙碌的主人马大姿态转变为深入聆听访客的马利亚的姿态时，我们的体验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变化和深

化，我们的“相互发现”得到了祝福。 

尊贵的艾伦·盖茨（Alan M. Gates）牧师是马萨诸塞州的第 16 任主教，此前曾在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和俄

亥俄州的教区任职，并在南非和坦桑尼亚建立了特别的宣教伙伴关系。 

问题	

作者分享了他和其他人如何发现他们可以从南非的宣教伙伴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每个人都有上帝赐予的恩赐可用

来建立关系。你、你的会众或你的教区如何尊重上帝赐予你的宣教伙伴的恩赐？ 

行动	

反思你的宣教参与工作。回顾你自己的宣教经历中的照片或笔记。回想一下你不尊重合作伙伴的恩赐或感觉到合

作伙伴不尊重你的恩赐经历。回想一下所有恩赐都得到尊重的经历。 

Collect for All Christians in Their Vocation 
Almighty and everlasting God, by whose Spirit the whole body of your faithful people is governed and sanctified: Receive our supplications and 
prayers, which we offer before you for all members of your holy Church, that in their vocation and ministry they may truly and devoutly serve you; 
through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who lives and reigns with you, in the unity of the Holy Spirit, one God, now and for ever.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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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小组反思 
集合（5-10	分钟）	

欢迎参与者，尤其是那些可能是小组当中新的成员。提醒小组本周阅读路加福音关于马利亚和马大的文章。邀请

小组成员分享他们的名字（如果需要）并确定他们是否更像马利亚还是马大。 

祷告（1-3	分钟）	

邀请小组静默片刻。在充分的时间后，请选择第一周反思中的一个祷告。 

回顾（5	分钟）	
本周我们的阅读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宣教需要彼此深入的聆听、聆听圣经、聆听我们之间神圣的差异，聆听我们

如何伤害了上帝的孩子和上帝的所造之物。 

 

• 第 1 天：马利亚和马大的故事邀请我们承认有时我们可能太忙或太专注于一项任务而无法聆听。 

• 第 2 天：我们阅读了阿拉巴马和维尔京群岛教区为支持相互发现和相互了解而采取的一些步骤。 

• 第 3 天：深入聆听呼召我们尽努力实现和好。如果不彼此和好，我们就无法与上帝和好。 

• 第 4 天：深入聆听使我们发现自己和同胞团结一致的喜乐。 

• 第 5 天：尽管我们的意图是最好的，但我们很容易忘记聆听。当我们像马利亚一样聆听时，我们会发现

上帝赐予所有人的恩赐。 

邀请阅读这些读物的人分享他们对这些读物的任何评论、印象或问题。 

讨论或做（10-20	分钟）	

考虑到可能参加学习人士的恩赐、学习风格和经验，选择以下一些问题或活动与你的小组一起使用。 

• 讨论：相互发现的指导原则始于“谦虚行事”。为什么谦虚对相互发现很重要？相互发现是从谦卑开

始，还是谦卑源于相互发现？活动：你可能听说过“已知的已知”（我们肯定知道的事）、“已知的未

知”（我们知道的自己不知道的事）和“未知的未知”（我们不知道的自己不知道的事）。组成三个小

组并选择一个你的宣教关系。请一个小组列一份关于 “已知的已知” 这个关系的清单。请第二个小组列

一个关于 “已知的未知” 这个关系的清单。请第三个小组尝试列一个关于 “未知的未知” 这个关系的

清单。哪些事情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询问或尝试去发现？如果在线开会，请使用分组讨论室。让每个小

组做三到五分钟，然后让他们与大组分享。问：你对“已知的已知”有多大把握？你将如何解决其中的

一些未知问题？如果你的宣教伙伴进行这项活动，你认为他们会说什么？    

• 讨论：圣经中有哪些故事或章节揭示了上帝的和好之爱？活动：大声列出或写下圣经中的一些重要事

件，例如创世、大洪水、亚伯兰的呼召、出埃及、旷野、律法的颁布、士师、先知、耶稣的作为、耶稣

的教导、受难、复活、升天，五旬节，早期教会，书信，启示录。 把这些事件之一安排给每个人或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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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给他们两分钟时间思考这个重要事件如何揭示了上帝的和好之爱。如果在线开会，请使用分组讨

论室。然后让他们与大组分享。 

• 讨论：你什么时候经历过上帝使命的喜乐？是什么带来了这种体验？活动：分享三到五张宣教经历中反

映上帝使命喜乐的照片。解释照片的背景信息以及这个体验如何反映出这种喜乐。或者，提前联系某

人，邀请那个人分享三到五张照片，并描述那些照片如何反映上帝使命的喜乐。 

• 讨论：我们在宣教伙伴身上看到什么恩赐？我们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什么恩赐？活动：携带一个礼品袋或

礼品盒参加会议。给参与者一张小纸条，让他们写下他们在你的宣教伙伴身上看到的恩赐以及他们在这

个小组中看到的恩赐。 把这些纸条放入袋子或盒子中。把它们一一画出来并大声读出来。讨论是否每一

个都是你的伙伴、你自己或你和伙伴身上共有的恩赐。如果是在线会议，请邀请人们在聊天中向你发送

私人信息，列出他们在你的伙伴和彼此中看到的恩赐。大声朗出来并讨论。 

反思（10-20	分钟）	

马大对马利亚的埋怨一定是在耶稣加入他们之前那天就已经存在了。这点让人好奇并想知道马大是否曾把不满的

情绪讲给姐姐听还是只是把它藏在心里。耶稣的评论，“你为许多事情担心和分心”，这不一定是一种是批评。

可以将其解读为把马大的不满的情绪公开化并邀请两姐妹深入聆听彼此的一种方式。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

么。也许两姐妹和好了，在耶稣的脚下一起聆听，在耶稣拜访后并肩工作。 

马利亚和马大的故事经常被复制到我们的传教关系中。邀请小组思考这些关于你们在本地和全球的共同宣教关系

的问题。安排某个人对这次对话做笔记。保留笔记以在未来几周继续这个对话。 

• 我们或我们的宣教伙伴有没有像马大那样过度忙碌？我们中是否有人在不寻求帮助或征求意见的情况下

单独完成任务？ 

• 在宣教的表面关系之下，我们是否感觉到了任何的埋怨？试着想象耶稣会说些什么来形容这种埋怨，并

带领我们走向和好。 

• 我们怎样才能更深入地彼此聆听？有什么我们说的没有被听到吗？当我们没有深入聆听的时候，我们是

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 当我们在宣教关系中最深入地彼此聆听时，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检查以辨别我们认为自己听

到的是否是正确呢？ 

结束	

如果可能的话，一起大声朗读本周的主题。 

深入聆听	

当我们跨越界限时，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努力深入聆听彼此的声音以及圣经中上帝的话语。我们发现并尊重文

化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神圣差异。我们为不聆听和不尊重彼此而造成的伤害忏悔。我们听到圣灵呼召我们弃绝那

些败坏和毁灭上帝造物的邪恶势力。 

需要聆听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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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像耶稣一样生活 
	
耶稣宣扬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以爱掌权的好消息。圣公会传福音、

和好和关爱受造世界的优先事项具有全球性。以爱为道路跟随耶稣

呼召我们与全球合作伙伴一起解决种族主义、环境退化、人口迁

移、人权挑战、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宣扬上帝的爱、
怜悯和希望。	
	
耶稣今天会说什么或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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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第一天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 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 

“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 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

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

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马太福音 5:1-11, 43-48, 和合本 

问题	

耶稣对生活在分裂和压迫时代的人们说了这些话。在一个因分歧而四分五裂的世界中，我们如何能像耶稣一样生

活？ 

行动	

我们本周的行动步骤指导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在圣公会的共同工作。圣公会资产地图 (The Episcopal Asset 

Map）是一个网站，此网站收集有关圣公会、学校和机构的信息。请在 www.episcopalassetmap.org/上查

看。 

祷告	

全能的上帝，万物之源，每一份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你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所有人，并呼召我们像爱我们一样彼

此相爱。我们承认我们未能在这个世人大家庭的多样性中尊重你。我们渴望生活在自由中，同时在我们自己和他

人之间筑起高墙。我们一方面渴望被人知道和接受，另一方面又根据皮肤的颜色、外貌特征或世人各种不同的经

历来判断他人。我们试图单方面的爱我们的邻居，同时又从压迫这些邻居的制度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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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原谅我们，圣洁的上帝。给我们眼睛看到你，因为你在所有人身上都显露出来。为植根于爱的和好工作中使

我们强壮。按你的形象复原我们，成为挚爱的社区，让我们的多样性中团结起来，如你与基督和圣灵合一一样，

成为圣洁，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现在直到永远。阿门。 

                  来自为种族和好与正义的忏悔认罪祷告 

                礼仪和音乐常委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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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第 2 天 
	
培养关系	

培养关系，为所有年龄和能力的跨文化宣教和本地/全球朝圣开辟道路。 

在许多方面，关系是教会的本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与创世的关系。通过祷告、敬拜、

工作、交流、关怀和爱来培养这些关系，可以被视为教会的重要事工。培育关系定义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社区成员

的身份，并且是一项有价值的宣教指导原则。这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 

2008 年，当我在教会的国际和平与正义常委会任职期间，陪同我们的现任主教前往海地进行传教之旅时，我清

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真理。尽管海地教区是圣公会最大、最有活力的教区之一，但由于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差异，

教会与海地的姐妹和兄弟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们的出行强调了海地教区的学校、医院和礼拜堂在支持该

岛国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从而帮助重振了之间的关系。在培养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我

们为跨文化理解和宣教开辟了新途径。对我来说，这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即教会通过爱和理解来弥合分歧，来

团结所有上帝孩子的有力见证。 

马特·戈布什(Matt Gobush) 先生是弗吉尼亚教区的教区居民。凭借他在政府外交政策方面的服务，包括在五角

大楼和白宫，他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教会的国际事工中。马特还是基督教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普罗维登斯日

报》的特约编辑。他和他的妻子领养了六个国际儿童。 

问题	

这个故事强调了朝圣和个人参与在培养关系中的价值。当我们无法与彼此亲近时，还有哪些其他方式可以培养跨

文化和跨地域的关系？ 

行动		

在 www.episcopalchurch.org/ministries/global-partnerships/ 上查找全球伙伴关系办公室。该办公室发展和

培养圣公会与普世圣公宗、普世和跨宗教合作伙伴以及联合国和全国教会理事会等组织的关系。 

Prayer for Mission 
O God, you have made of one blood all the peoples of the earth,and sent your blessed Son to preach peace to those who are far off and to those who are 
near: Grant that people everywhere may seek after you and find you; bring the nations into your fold; pour out your Spirit upon all flesh; and hasten 
the coming of your kingdom;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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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第 3 天 
	
倡导结构性变革	

倡导结构性变革以支持全球宣教问题……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一个一无所成或一个似乎总是遇到某种麻烦的人，但他是如此可爱，我们从不放弃他

们。我们总是接听这个人的电话，送上一句善意的话或一个小礼物，和这个人一起庆祝悲欢离合，即使这个朋友

总是让我们感到沮丧。 

  

我们都知道其他人处理类似的成瘾的问题、与恶习做斗或挣扎的事情，我们大多无法忍受——我们告诉他们要

靠自己的力量振作起来。当耶稣说：“要 爱 你 们 的 仇 敌 。 为 那 逼 迫 你 们 的 祷 告 。”时，他是在提醒他

的跟随者——以及我们——我们的同情心和爱不应仅限于善良的人。我们很容易爱上那些我们喜欢他们的故事

的人，或者他们以一种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人。去爱和服侍那些不可爱、不“值得”爱的人要困难得

多。 

  

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Clint Eastwood）（和耶稣）的话来说，“应不应得与它无关。” 我们被呼召去爱每一

个人。我们可以通过倡导改变系统来做到这一点，这样朋友和敌人都不需要仅仅为了生存而付出巨大的代价。相

反，我们可以努力改变这种几率，以便我们都能在上帝的国度里找到自己。 

  

格雷·马贾诺 （Grey Maggiano）牧师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纪念圣公会的教区长。他积极参与当地和国际宣

教，致力于通过他的教区重新安置 100 多名阿富汗难民。他还通过赔偿程序引领纪念圣公会，将五十万美元用

于巴尔的摩西部的种族赔偿。 

	
问题	

想想你认识的某个人仅仅为了生存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什么样的结构性或系统性变化会对这个人产生影响？ 

行动	

圣公会政府关系办公室 (www.episcopalchurch.org/ministries/office-government-relations/) 帮助我们的教

会倡导美国境内的结构性改变。其信仰和新公民指南 提供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为在美国境内开展倡导工作提

供建议，但这些原则也适用于美国以外的许多政府。查看本指南并考虑如何加强你自己的倡导工作。对于居住在

美国的人，请考虑加入圣公会公共政策网络，以了解相关立法的最新情况并响应行动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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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 for Social Justice 
Almighty God, who created us in your own image: Grant us grace fearlessly to contend against evil and to make no peace with oppression; and, that 
we may reverently use our freedom, help us to employ it in the maintenance of justic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among the nations, to the glory of your 
holy Name;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who lives and reigns with you and the Holy Spirit, one God, now and forever.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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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第	4	天	
	
增进所有人的尊严	

倡导结构性改变以支持全球宣教问题，包括增进所有人的尊严和尊重各地的难民、移民和寻求庇护者。 

“增进所有人的尊严”是什么意思？所有人代表谁？耶稣对所有人的爱有区别吗？ 

想想我们如何，尤其是耶稣所爱的那些小孩子，当我们打开一包马氏朱古力豆吃的时候。我们不在乎每颗朱古力

豆是什么颜色，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德斯蒙德·图图主教 (Bishop Desmond Tutu) 说：“人们常常认为自己只是个体，彼此分离，而你们是相互连接

的，你们所做的事情会影响整个世界。差异不是为了分离，不是为了疏远。我们之所以不同，正是为了实现我们

对彼此的需要。” 

来自亚利桑那教区的朱迪思·康利（Judith Conley）是“梦工厂”（DreamWorks）的撰写人之一，圣公会在开

展反种族主义培训上使用了 “在彼此身上看到上帝的面孔” 这个过程。她是一名总会资深代表。 

问题	

你能做些什么来说服别人明白我们的爱和包容是无国界的，正如芭芭拉·哈里斯（Barbara Harris）主教所说，

“你背后的上帝比你面前的问题更伟大”？  

行动	

访问圣公会移民事工网站( www.episcopalmigrationministries.org )，了解如何参与欢迎事工。联系圣公会教

会中心工作人员以了解有关这些问题的更多信息，或联系你可以与之建立联系的当地实体。组织一个小组讨论如

何参与援助难民、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方法。 

Prayer for the Human Family 
O God, you made us in your own image and redeemed us through Jesus your Son: Look with compassion on the whole human family; take away the 
arrogance and hatred which infect our hearts; break down the walls that separate us; untie us in bonds of love; and work through our struggle and 
confusion to accomplish your purposes on earth; that in your good time, all people may serve you in harmony around your heavenly throne;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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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第 5 天 
	
尊重神圣的差异	

尊重我们之间神圣的差异，同时我们作为挚爱的社区团结在上帝的祭坛。 

一位睿智的老师曾经告诉我，近距离讨厌一个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要学会彼此相爱，我们必须冒险去接近。

当我们彼此亲近时，我们就亲近了上帝。 

因我们的差异冒险地去接近可能意味着让我们自己接受转变。而且，如果我们要遵循耶稣的道路，那么我们就应

该遵循爱的道路，这使我们彼此更接近，聆听彼此的生活。 

喜欢舒适的东西很容易。然而，耶稣邀请我们的那种爱是基督之爱 的爱。基督之爱的爱是上帝无条件、不偏颇

地赐给我们的那种爱。是赞美多元化的一种爱。我们得到这种爱不是我们赢得的，而是因为我们是谁——我们

是上帝挚爱的孩子。因此，给予我们的这种爱我们也要彼此给予，无一例外。 

基督的爱是积极 和勇敢的。这种爱流向 与我们不同的人。这种爱带着好奇和谦卑去聆听。这是一种会提问并寻

求理解的爱。这是一种使我们合一的爱，赞美我们之间神圣的差异，并邀请我们不是简单地和对方沟通，而是要

学会彼此聆听。 

当我们互相聆听——分享我们的生活故事的时候——愿我们的心灵和思想得到改变。愿我们乐意敞开心扉，乐

意改变我们的臆断，乐意勇敢地赞美我们之间的差异，乐意忠诚地选择尊严和善良，乐意谦虚地接受和自由地分

享上帝的爱。 

尊贵的何塞·麦克劳林 （José A. McLoughlin）牧师是北卡罗来纳州西部教区的第七任主教。他在 2016 年当选

且是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第一位西班牙裔主教。 

问题		

所有的差异都是神圣的吗？人与人之间的哪些差异是特别神圣的？人与人之间的哪些差异并不重要？ 

行动	

在 www.episcopalchurch.org/beloved-community/ 上了解更多关于我们教会挚爱社区工作的愿景。该网站包

括许多供会众和个人使用的资源。 

Thanksgiving for Diversity 
O God, who created all peoples in your image: We thank you for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in this world. Show us your presence in those who differ 
from us, and enrich our lives with their fellowship, until our knowledge of your love is made perfect in our love for all your children;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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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小组反思 
集合（5-10	分钟）	

欢迎参与者，尤其是那些可能是小组当中新的成员。大声朗读真福八端（第三周：第一天）。邀请小组成员分享

哪一个真福最令他们惊讶。 

祷告（1-3	分钟）	

邀请小组静默片刻。在充分的时间后，提供第三周反思中的一个祷告。 

回顾（5	分钟）	

我们本周的阅读邀请我们通过培养关系、倡导结构性改变、增进所有人的尊严和尊重神圣的差异来像耶稣一样生

活。行动步骤的重点是更多地了解圣公会内部的事工。 

• 第 1 天：我们听取了马修的真福八端并探索了圣公会资产地图。 

• 第 2 天：我们记起了关系是教会的本质，并了解了全球伙伴关系办公室，它培育我们的全球关

系。 

• 第 3 天：我们面临着倡导结构性变革的挑战，以便人们不再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生存。

我们了解了政府关系办公室及其信仰和新公民指南。 

• 第 4 天：我们被提醒，所有人意味着每一个人，爱和包容是无国界的。我们探讨了圣公会移民事

工的工作。 

• 第 5 天：我们被受鼓舞，尊重我们之间神圣的差异，团结为挚爱社区。我们转向教会的挚爱社区

工作。 

邀请已阅读过读物人或已探索过资源的人分享他们对读物的任何评论、印象或提问 。 

讨论或做（10-20	分钟）	

与你的小组一起使用这些讨论问题和活动。请记住可能参与的人的恩赐和学习风格并选择不同形式。 

• 讨论：为什么在从事宣教工作时培养关系很重要？你希望与哪些人或团体建立更深层的关系？活动：

在资产地图上查找你的会众或团体，并查看信息是否完整。记下任何需要更动的方面。寻找可能与你

建立关系的其他会众或团体。 

• 讨论：你所在的社区当中哪些方面很明显的需要结构性变革？哪些结构性变化很难看到但是必要的？

活动：从政府关系办公室网站上选择一个行动警报。与小组分享它作为倡导结构性改变的例子。讨论

在你的社区中就结构变化进行宣传的可能步骤。 

•  讨论：圣经如何提升所有人的尊严，尤其是各地难民、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尊严？活动：大声朗读

利未记 19：33-34：“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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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你们要 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

们的神 ”（和合本）。问：如果上帝今天讲这个诫命，上帝会说什么？上帝会提到哪些人或团体？

上帝会问上帝的子民什么？让参与者写下他们认为上帝今天会说的话，然后与小组大声分享。 

• 讨论：所有的差异都是神圣的吗？人与人之间的哪些差异是特别神圣的？人与人之间的哪些差异并不

重要？活动：组成两个或三个小组。如果在线开会，请使用分组讨论室。邀请每个人与他们的小组讨

论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他们的差异如何神圣？他们希望如何尊重他们之间的分歧？然后让小组成员

与大组分享他们讨论的内容。  

	
反思（10-20	分钟）	

邀请小组再次思考马太福音（第三周：第 1 天）的段落。大声朗读短文并讨论这些问题。 

• 耶稣与谁建立了关系？ 

• 耶稣为谁倡导？ 

• 耶稣宣扬了谁的尊严？ 

• 耶稣尊重了哪些不同的神圣之处？ 

现在，反思你的宣教伙伴关系。安排某个人对这次对话做笔记。保留笔记以在下周继续对话。 

• 我们应该与谁培养关系？ 

• 我们应该为谁倡导？ 

• 我们应该增进谁的尊严？ 

• 我们应该尊重哪些差异并将其视为神圣？ 

• 在我们寻求像耶稣一样生活时，我们希望与圣公会的哪些媒介和机构合作？ 

结束	

如果可能的话，一起大声朗读本周的主题。 

像耶稣一样生活	
耶稣宣扬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以爱掌权的好消息。圣公会传福音、和好和关爱受造世界的优先事项具有全球性。

以爱为道路跟随耶稣呼召我们与全球合作伙伴一起解决种族主义、环境退化、人口迁移、人权挑战、贫困和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同时宣扬上帝的爱、怜悯和希望。 

耶稣今天会说什么或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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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一起 
 

上帝的使命是使我们合而为一，使所有人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彼此合

而为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当我们一起同行时，上帝就在

我们中间做工。我们相信，上帝已经倾注恩赐给整个教会。我们寻

求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	——奉献和接受礼品，尊重差异，共享欢
乐和悲伤，相互学习，在上帝挚爱的社区当中生活，并成为一个以

爱为道路的世界。	
	
我们将如何走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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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第一天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伏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 

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袋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挂子。又 

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 

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作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 

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马可福音 6:7-13，和合本 

问题	

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教时，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去。他们是两个两个地被差遣的。上帝差遣你出去传教，谁与你

同行？你需要邀请别人和你一起同工吗？ 

	
行动	

选择一两个与你一起宣教的人士。本周承诺为他们祷告。告诉他们你正在为他们祷告。 

	
集体为植堂祷告	

圣洁的上帝，你为你的丰收兴起工人，派遣他们作为你福音的播种者、治愈的工作者和新生命的看护者：在植堂

和照顾你的教会的工作中祝福我们；装备我们的服侍，用你的喜乐让我们充满活力，帮助我们记住并相信是你带

来收获；奉耶稣基督，拯救灵魂的主。阿门。 

重大活动祷告书，2018 ，242 页  



 38 

第四周 

第 2 天 
	
支持传教士	

以敏锐的洞察力支持传教士，从宣教服侍期到传教士返回后。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子耶稣克己的两个两个地差遣门徒。我们的相互支持使桑德拉（Sandra）和我能够通

过我们的事工发光。两位有远见的主教——亚特兰大教区尊贵的尼尔· 亚历山大（Neil Alexander） 牧师和中坦噶尼

喀教区尊贵的姆迪米·莫戈洛（Mdimi Mhogolo）牧师——在基督里团结为兄弟，为我们宣教的每一步提供支持。我

们的教区，乔治亚州哥伦布市的圣托马斯教区，通过祷告、宣讲我们的使命, 并资助我们的事工。 

亲爱的上帝，我们需要支持，分辨我们要去哪里以及要做什么。这是由牧师简·巴特菲尔德 (Jane Butterfield) 提供

的。我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宣教的支持和鼓励来自全球伙伴关系办公室，弗吉尼亚神学院和许多其他人的支持。当

我们返回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亚特兰大教区主教罗布·赖特(Rob Wright) 的欢迎。 

我们最宝贵的时刻是我们去村庄的那几个星期天。通常情况下，附近的几个教会有出席。桑德拉 (Sandra) 或来访的牧

师会经常宣教。唱歌，跳舞，打鼓，情绪高昂，令人感到振奋和难忘。 

亲爱的主，我们恳切地祷告，未来有更多的圣公会义工和青年服侍团成员从各个圣公会, 普世圣公宗和其他地方被差

遣做长期宣教。这些传教士需要教会各个层面的支持。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给予他们同样的支持。 

马丁·麦肯 (Martin McCann) 博士和他的妻子桑德拉·麦肯(Sandra McCann) 博士作为圣公会派遣的传教士在肯尼亚服

侍了一年，在坦桑尼亚服侍了 11 年（2004-2015 年）。 

问题	

想象自己是圣公会派来的传教士，在世界各地建立上帝爱的道路。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什么对你的工作有帮助？或

者，如果你正在或曾经做过传教士，哪种支持对你最有帮助？ 

行动	

访问圣公会全球伙伴关系办公室的网站 ( www.episcopalchurch.org/ministries/global-partnerships/ )。查看有关

我们两个圣公会宣教派遣计划的信息：青年服侍团和圣公会义工。考虑一下上帝是否会呼召你从事传教服侍工作，或

者与你认识的可能有兴趣的人士人分享这些计划。 

Collect of a Missionary 
Almighty God, whose will it is to be glorified in your saints, and who raised up your servants to be a light in the world; Shine, we pray, in our hearts, 
that we also in our generation may show forth your praise, who called us out of darkness into your marvelous light;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who lives and reigns with you and the Holy Spirit, one God, now and forever.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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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第 3 天 
	
解决全球问题	

当我们走这条爱的道路时，让我们一起解决贫困、暴力、压迫、对全球健康的威胁和环境退化的许多问题。 

自创世之初，上帝就希望人类不孤单，而是生活在社区中，与其他人以及上帝亲手所创造的万物互动。这就是为

什么上帝把人放在中心，作为管家。就其本质而言，上帝本身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正如它已经

向我们揭示的那样。上帝并不孤单，而是与他亲手所创造的万物互动。上帝拣选了子民在通往应许之地以色列的

道路上向他们显现、引导和陪伴。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自己是多么不愿意看到人类独自生活或在被造的这

个环境中不顾及他人的情况。 

我们知道，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现实情况影响着每一个人。作为受造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支持它，这应该激励

我们共同采取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为目前处于混乱状态的受造之物贡献力量，回归上帝起初所建立的秩序，

这是他永恒的愿望。 

我们的良心必须受到教育，并且知道没有一个人，绝对没有一个人——无论多么强大、多么富有或多么聪明—

—可以单独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必须让人们意识到我们的相互依存性和跨学科性，这样我们才能共同降低我们目

前正在经历的全球紧张局势。 

教会既然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就不能偏离它的目的。它不能违背创造者的意愿，它邀请我们建立友谊和爱的纽

带，以便爱我们原本的样子，接受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为实现同一目标而努力。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波多黎各托阿阿尔塔镇的田野里，每个人家都住得很近。他们更容易在社区

之间分享田间的农作物。他们见面是为了解决社区问题。那是一种简单的生活，但他们生活在对上帝和教会的事

工最真诚的爱和尊重中。这让我明白，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礼物，必须受到尊重，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是相

互尊重和相爱，即使我们彼此之间存在差异。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教会被称为是生命的迹象，因为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说

（10:10）：“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福音本身邀请我们学习一起工作，以便能够宣布天国的好消息。上帝挑战我们，以便基督徒可以在上帝的旨意上

更加团结。全世界都在向基督徒要求：耶稣的好消息在哪里？ 

—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些什么，以便使上帝子民的苦难转为喜乐？ 

—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把武器变成穷人的面包，把战争变成和平的舞台？ 

—      为什么基督徒如此分裂，彼此分离？ 



 40 

兄弟姐妹们：一起激励、一起工作和一起祷告是帮助世界摆脱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的唯一方法。 

愿呼召我们成为爱与和平工具的全能上帝派我们到世界各地宣扬好消息。 

尊贵的拉斐尔·莫拉莱斯（Rafael L. Morales）牧师是波多黎各教区的第七任主教。他致力于以传教士精神领导

教会和相关的机构。 

问题	

作者热忱地恳求基督徒成为催化剂，让他们活在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中，治愈分裂的伤口，解决穷人的需求。上帝

如何带领你回应这个呼召？ 

行动	

圣公会寻求相互依存工作以便成为世界生命标记的众多方式之一是通过其在联合国的工作。在

www.episcopalchurch.org/ministries/global-partnerships/episcopal-church-united-nations/ 上查找“圣

公会和联合国”或阅读有关这项工作的信息。另请查阅“圣公会和关爱受造世界”以了解我们教会保护受造世界

的工作，或访问 www.episcopalchurch.org/ministries/creation-care/。 

Prayer for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 
O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you have blessed us and given us dominion over all the earth: Increase our reverence before the mystery of life; and give us 
new insight into your purposes for the human race, and new wisdom and determination in making provision for its future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will;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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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第 4 天 
	
从你所在的地方出发	

请记住，“出发”也可以意味着 “互动”，通过虚拟的方式， 在你的所在地跨空间的互相交流，建立关系、学

习、聆听、鼓励。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 

一切的事 。” 

哥林多前书 12:4-6，和合本 

仁慈的上帝，在你无限的良善中，你给了我们每个人许多才能、恩赐和力量，以完成你对我们的旨意，为你、教

会和彼此服侍。通过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教导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恩赐来推进你在世界上的工

作。用你完美的爱和指导，你允许我们每个人通过各自的才能、恩赐和长处互补。 

永恒的上帝，当我们一起参与我们共同的使命和事工时，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成就。20 年来，我们在圣公会赈济

发展工作中看到了这样的成就，在天灾人祸后帮助那些处于极度困难时期的人们，将那些坠入深渊的人们扶起

来，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一个有生活价值的未来，并通过更健康的生活和对我们岛屿家园的尊重提供改善生活的

综合方法。我们在整个普世圣公宗中利用了我们信仰团体的集体力量，按照你的意愿完成了这些事情。 

最慈爱的上帝，让我们从我们所在之处走出去，继续为成为一个以爱为道路的世界努力工作。阿门。 

来自佛罗里达州圣公会教区的杰克·塔尔（Jack Tull）先生通过基督教事工支持爱的道路。 

问题	

这位作家将宣教视为祷告。宣教如何把祷告付诸行动？仅仅为世界的医治祷告就足够了吗，还是上帝希望我们离

开我们所在的地方并参与上帝的医治工作？  

行动	

在 www.episcopalrelief.org 上了解圣公会救济与发展的工作。圣公会救济与发展如何使世界各地的圣公会信徒

能够从我们所在的地方走出去付诸爱的行动？  

为植堂祷告	

救主耶稣，为和好而破碎己身，倾注自己，成为我们的饼和酒：请给我们勇气来完成传教工作，让我们也破碎己

身，倾注自己，以哺育世人，愿我们在你里面得以复原。阿门。  重大活动祷告书，2018 ，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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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第 5 天 
	
成为倡导者	

鼓励所有教区设立一名教区全球宣教倡导者。 

倡导、支持、表扬、维护、促进、拥护、悍卫。为了促使某些事情发生，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举手表示同意。

正如耶稣两个两个地差遣门徒，给我们大使命一样，我们也必须出去倡导：分享我们的信仰，捍卫事业，全方位

地推动世界宣教。经验表明，要让某些特定的声音和关切不仅被听到而且被付诸行动，就必须要有人说出来，把

它摆在桌面上，并推动具体的行动，否则它会在其他的繁忙的事情当中被忽略。我们实际做什么取决于积极的倡

导者。 

所以我常常思考我自己所倡导的事情。我思考那些实际的回应，我们每周为生病和贫困的人祷告、为和平与和

好、成为挚爱社区等等祷告。除了祷告以外，我们还在做什么？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只能承担这么多。我被呼召

要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  

有时我点点头。有时我会加入讨论。有时我会站出来带头。每个事业、每个使命都需要这些步骤。所有的人都应

该参与倡导。至少每一个人应该积极参与，确保将倡导转化为行动。希望每个教区都至少有一个人来捍卫世界宣

教及其原则和活动，并确保所有人至少了解和支持世界宣教，并尽可能多地积极参与其中。 

海伦娜·姆贝莱-姆邦（Helena Mbele-Mbong） 女士来自明尼阿波利斯，曾在喀麦隆（10 年），布隆迪（3 

年），后来来到瑞士日内瓦，在那里她成为日内瓦伊曼纽尔教会和欧洲圣公会教会的活跃成员。多年来，她一直

在普世圣公宗的各个级别服侍。 

问题	

世界宣教指导原则邀请教区和集会指定至少一名“全球宣教倡导者”，该人将促进全球宣教关系并协助把倡导转

化为行动。你的会众或团体是否也需要一名全球宣教倡导者——一个协助你把倡导转化为行动的人？那个人可

能是谁？会是你吗？ 

行动	

查看本资源开头的世界宣教指导原则。记下这些原则如何适用于你的全球宣教关系。 

Prayer for Those Who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Almighty God, you proclaim your truth in every age by many voices: Direct, in our time we pray, those who speak where many listen and write what 
many read; that they may do their part in making the heart of this people wise, its mind sound, and its will righteous; to the honor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Book of Common Prayer, p. 827 

  



 43 

第四周小组反思 
集合（5-10	分钟）	

提醒小组阅读马可福音，其中耶稣两个两个地差遣门徒出去。邀请小组成员分享他们的名字（如果需要）以及他

们希望耶稣差遣的一个人的名字。差遣的人可能是他们想向某人学习的那位、他们过去曾经一起做过服侍的那

位、与自己恩赐相得益彰的那位，或者可能是某位忠实宣教伙伴的那位。 

祷告（1-3	分钟）	

邀请小组静默片刻。在充分的时间后，请选择第四周反思中的一个祷告。 

回顾（5	分钟）	

我们本周的阅读提醒我们，传教不是一项单独的活动。成为一个以爱道路的世界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作为宣

教伙伴、作为国家和作为圣公会。 

• 第 1 天：耶稣两个两个地差遣门徒出去行宣教。没有一个人独自出行。 

• 第 2 天：一位退休的传教士分享了他得到会众、教区和圣公会支持的经历。我们查看了圣公会的传教差

遣计划。 

• 第 3 天：我们阅读了一个为解决全球问题的热忱呼召，并查看了圣公会在联合国的工作。 

• 第 4 天：我们被提醒把我们为世界的祷告付诸行动，我们反思了圣公会救济与发展如何帮助我们走出困

境。 

• 第 5 天：我们听到了做倡导者的呼召，包括世界宣教的倡导者。 

邀请阅读这些读物的人分享他们对这些读物的任何评论、印象或问题。  

讨论或做（5-15	分钟）	

考虑到可能参加学习人士的恩赐、学习风格和经验，选择以下一些问题或活动与你的小组一起使用。试着在本周

使用更多的时间做下面的反思，以便回顾你在过去的四周学到了什么，并考虑下一步行动。 

• 讨论：你知道以前有谁在圣公会做过传教士或现在正在做传教士吗？关于这个人的事工，你能分享什

么？活动：访问青年服侍团或圣公会宣教志愿者的网站，查找现任传教士的信息。如果是在线会议，或

者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设备，要求每个人阅读一位传教士的经历，并与小组简要分享该位传教士的故事。 

• 讨论：圣公会目前（2022 年）的宣教优先事项包括传福音、和好和关爱受造世界。这些优先事项的全球

层面是什么？如果没有全球伙伴关系，是否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活动：从太空看地球的照片。问：你

看到国界了吗？或者你看到需要医治的的世界了吗？邀请每一位参与者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说出

看到的一个威胁全球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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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出行和实际参与对我们的全球宣教关系有多重要？我们可以在不亲自到场的情况下一起工作吗？

如何？活动：设置一个三分钟的计时。在小组中，让成员集思广益，在不涉及出行的情况下，如何与伙

伴保持联系，服侍上帝的使命。接下来，设置一个一分钟的计时，让小组从他们创建的列表中选择他们

最喜欢的两个想法。然后让每个小组与大组分享这两个想法。 

• 讨论：我们当中谁是全球宣教的倡导者？我们如何支持这种倡导？活动：回顾本资源开头部分的世界宣

教指导原则。然后将 13 项原则中的一项分配给每个参与者，并要求他们分享该原则如何适用于你的团队

的全球宣教关系。 

反思（15-25	分钟）	

回顾前几周对话的笔记。 

第一周： 

• 上帝的爱差遣我们跨越什么界限？ 

• 我们对这些关系的梦想是什么？当以爱为道路时，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如何利用这种关

系在世界上建立爱？ 

• 我们如何在彼此身上遇见基督？ 

• 我们希望我们如何一起走爱的道路？ 

第二周： 

• 我们或我们的宣教伙伴有没有像马大那样过度忙碌？我们中是否有人在不寻求帮助或征求意见的情况

下单独完成任务？ 

• 在宣教的表面关系之下，我们是否感觉到了任何的埋怨？试着想象耶稣会说些什么来形容这种埋怨，

并带领我们走向和好。 

• 我们怎样才能更深入地彼此聆听？有什么我们说的没有被听到吗？当我们没有深入聆听的时候，我们

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 当我们在宣教关系中最深入地彼此聆听时，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检查以辨别我们认为自己

听到的是否是正确呢？ 

第三周： 

• 我们们应该与谁培养关系？ 

• 我们应该为谁倡导？ 

• 我们应该增进谁的尊严？ 

• 我们应该尊重哪些差异并将其视为神圣？ 

• 在我们寻求像耶稣一样生活时，我们希望与圣公会的哪些媒介和机构合作？ 

在给教会的最后一个问题上突出了这个学习指南和世界宣教指导原则的目标：我们将如何更紧密地走在一起？作

为一个小组，指认出你准备采取的行动步骤，以便实现更紧密地走在一起的目标，成为一个以爱为道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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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如果可能的话，一起大声朗读本周的主题。 

第四周：一起	
上帝的使命是使我们合而为一，使所有人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彼此合而为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当我们一

起同行时，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作工。我们相信上帝已将恩赐倾倒在整个教会。我们寻求共同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奉献和接受礼物、尊重差异、分享喜怒哀乐、相互学习、生活在上帝挚爱的社区中，并成为一个以爱为道

路的世界。 

我们将如何走得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