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員本
能「幹」的使命

第 二 週
上帝的使命 ( The missio Dei )
與耶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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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後基督信仰世界(post-Christendom)的環境中，為
了服務所有人，多倫多教區現正尋求成為使命塑造的教會(shaped for mission)，以
忠心地回應上帝的呼召。這個 能『幹』的使命 課程(Mission Possible) ，正好給牧
區提供一個資源，以幫助大眾開始思想有關下列的問題，就是:
上帝是誰？
上帝的使命究竟是甚麼？
教會應如何重整來回應這呼召？
我熱烈地推薦您們使用這個課程。 珍妮和史提芬二人編寫這課程時，他們認知及
明白如何在傳統教會中侍奉而使她成為使命塑造的教會。 我的希望是這個課程能
在您們各自的環境中啟發一個有果效又持久的對話，從而探討使命感(missional)的
意義。
您忠實的主僕

莊臣大主教
多倫多大主教
安省教省主教長

中文譯本由密西沙加頌主堂及多倫多聖約翰堂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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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回顧 . . . .
 甚麽是 the missio De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作業！

 上帝創造的原因是甚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於耶穌的工作，同樣的修復、復原和救贖在我們的生命中是有可能的。
 在提供給您的紙卡上，看看在本週您如何實踐和經歷這三個詞。
 在這三張紙卡上，其中每張都寫這三個詞之一。在這星期內，無論何時您
在您的生命中實踐過和經歷過同樣的修復、復原和救贖時，請把它們寫下
來，好讓您能在下週與您的小組分享。

 曾發生了甚麽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帝現今的使命是甚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束禱文
天父啊，我們感謝祢那麼愛我們又那麼愛祢的創造，以至於祢不惜用任何方法，
將我們領回與祢的原本關係上。感謝祢差遣祢的兒子耶穌來到世上，作為我們中
的一位，經歷生死，從而修復和救贖我們。請擦亮我們的眼睛，讓我們在下週能
看到祢運行在我們和他人的生命之中，帶來醫治、自由和整全。以上的禱告是奉
為我們被釘十字架並已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下週


我們將開始探討有關「細察神的工作」的課題。究竟我們怎樣察「看」得
見上帝在人的生命中某處地方作工呢？

您願意接受在等候著之上帝的使命嗎？

您的家庭作業！
請分享及解釋您所選擇的圖片：
 創造 Creation
 墮落 Fall
 救贖 Redem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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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聽這首關於“道成肉身”的歌時，
請閱讀其字句
如果上帝是我們中的一位？(What if God was one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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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mption 救贖
耶穌被釘十字架( 路加福音 23:32-47 )
第二十三章

(Joan Osbourne/Alanis Morrissette)
又有兩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來處死。33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
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34 當下耶
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
衣服。35 百姓站在那裏觀看。官府也嗤笑他，說：「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上
帝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吧！」36 兵丁也戲弄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37 說：「你
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38 在耶穌以上有一個牌子寫著：「這是猶太人
的王。」
32

如果上帝有一個名字，那將是甚麽？ 你會不會當面直呼其名？
如果在祂的榮耀裡你與祂面對， 你唯一要問的問題是甚麽？
Yeah, yeah, 上帝是偉大的
Yeah, yeah, 上帝是美好的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如果上帝是我們中的一位？ 如我們當中平凡的一位
如巴士上的一個陌生人 想要奔向回家的路
如果上帝有一個面孔， 那會是怎樣的容顏？
如果說眼見為實， 你想不想見到如天堂、
耶穌、聖徒及所有的先知們…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
吧！」40 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上帝嗎？41 我們
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
事。」42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43 耶穌對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39

那時約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45 日頭變黑了；殿裏的幔子從當
中裂為兩半。46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說了這
話，氣就斷了。47 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就歸榮耀與上帝，說：「這真是個義
人！」
44

救贖: 上帝希望把我們從與祂背離的後果中，及從我們的罪中拯救出來。
 在這個故事中，誰在做著拯救，亦即救贖的事？
 誰被救贖了？為甚麽？
 你對自己與上帝之間破裂了的關係有何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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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復原
開始在加利利傳道( 路加福音4:14-21 )
第四章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15 他在各會堂裏教
訓人，眾人都稱讚他。16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
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17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
開，找到一處寫著說：18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19 報告上
帝悅納人的禧年。20 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
他。21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14

復原：人類的生命原本是美好的和整全(wholeness)的，這是上帝的原意。祂希望
令這個原意得以復原。
 在這個故事中耶穌在那些方面復原了「整全」？
 在您的生命或鄰舍的生命裡，您發現何處缺少了「美好」(beauty)？
 在您朋友的生命中，您看何處缺少了「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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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
上帝 確 曾是我們中的一位…
耶穌便是被上帝差遣以血肉之軀到世上來的。
 「差遣耶穌」與 the missio Dei 又有怎樣的關係？

現在請讀哥羅西書 1:13-22 。讀時請問自己一個問題「耶穌被差遣來
做甚麽？」

道成肉身: 耶穌被差遣來…但被差遣來做甚麽？
歌羅西書 1:13-22
第一章
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他 救 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 遷到 他愛子的國裏； 我們在愛子裏
得蒙 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
被造的以先。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
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
他造的。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
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
裏面居住。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藉著他叫萬有－無
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 和好 了。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你們從前與上帝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
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 和好 ，都成了 聖潔 ，沒有瑕疵 ，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
自己面前。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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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 10 分鐘討論一下
在哥羅西書中被著重標出的字詞。
從 the missio Dei 的角度，我們應如何理解這
些字詞？
以下的字詞那個最令您產生共鳴？
 救
 遷到
 救贖
 赦免
 和好
 成就了和平
 成了聖潔
耶穌做了以上所有的及其他的事情。其實我
們可以用以下三個名詞來總括耶穌如何將 the
missio Dei 復原：
 Restoration 修復
 Recovery 復原
 Redemption 救贖

通過耶穌的生、死和復活，我們可以對這些詞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

請每個小組選一個耶穌的生平事蹟，
並試找出其中一個 R 。




Restoration 修復: 路加福音 7:11-17
Recovery 復原: 路加福音 4:14-21
Redemption 救贖: 路加福音 23: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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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on 修復
使拿因城寡婦之子復活( 路加福音 7:11-17 )
第七章
過了不多時，耶穌往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因，他的門徒和極多的人與他同行。
將近城門，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他母親又是寡婦。
有城裏的許多人同著寡婦送殯。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她，對她說：「不要
哭！」 於是進前按著槓，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少年人，我吩咐你，起
來！」 那死人就坐起，並且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 眾人都驚奇，歸榮
耀與上帝，說：「有大先知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上帝眷顧了他的百
姓！」 他這事的風聲就傳遍了猶太和周圍地方。
11

12

13

14

15

16

17

修復：上帝希望領我們與祂、
與社區與及我們的創造修復回應有的關係。
 耶穌怎樣使這個女人痊癒？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了那方面的修復？
 有沒有方法可以令您見到在您生命中、在您的家庭中、或者工作場所中及
鄰里間有修復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