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員本

能「幹」的使命

第 五 週
我們願意接受在
等候著之上帝的使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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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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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食糧…
感謝您過去五週付出的時間。
我們期望這課程令您的教會展開(或延續)一輪對話﹐好討論在這後基
督教文化中，如何成為使命塑造教會的意義。
我們鼓勵您瀏覽以下兩個網址去探討一下:
www.freshexpressions.org.uk ( 英國主內兄姊在作甚麼 )
www.freshexpressions.ca ( 加拿大主內兄姊在作甚麼 )

您忠實的主僕

莊臣大主教
多倫多大主教
安省教省主教長

恩慈的上帝﹐我們有幸能在世上的教會中事奉祢﹐作為祢所選的聖潔
子民﹐我們稱謝祢。感謝祢在我們未傳福音之前﹐祢已準備我們社區
內人們的心及意念﹐去耹聽有關耶穌的福音。求祢開我們的眼睛﹐好
看到祢叫我們如何重新思想教會(re-imagine church)﹐以至我們能夠盡忠
於祢給我們在世上的使命。求祢賜與我們所需的勇氣。奉主耶穌基督
之名。阿們！

您們願意接受在等候著
之上帝的使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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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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深入一點去理解  不一樣的表達 




 不一樣的表達  不是要加插一個新的計劃在一所已繁忙的教會節目之中。
 不一樣的表達  是教會成為  有使命感的  一個途徑。它是關乎把教會在
這後基督教世界文化中重新思想(Re-imagining church)一下。
探討一下教會的 不一樣的表達  可能是您的教會受呼召成為  有使命感的
 途徑。

人人有份 …
威廉斯大主教(Archbishop Rowan Williams) 說過以下的話:
教會的  不一樣的表達  與傳統教會之所以能共存是有賴於在所謂混合經濟教會
(mixed economy church) 形式下互相尊重與互相支持。


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教會都受呼召去成為  不一樣的表達  的教會。不過﹐
她們都被呼召在她們的環境之下去成為使命塑造的教會(shaped for
mission)。

下一步…能『幹』的使命 !




與一隊人在您們的社區散步。然後向上帝禱告﹐看看神想我們見到祂在這
社區內所作的工。我們又如何加入這些工作？
在禱告中，求問上帝呼召我們去服事誰﹕是 間中返教會在邊沿的」，「曾
返教會，現在願意嘗試接受福音的 或是 沒有參加教會的 呢?
然後﹐求問我們如何能塑造我們的事工來回應這個呼召。是否要採取  不
一樣的表達  方式呢? 假若不是，我們的教會可轉變成怎樣的模式來成為使
命塑造的教會(shaped for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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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The missio Dei 是甚麽？
 究竟誰是我們被呼召要去服事的  雅典人  呢?
( 提示: 有四個組別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帝的使命 Missio Dei….
在先前的幾星期﹐我們已經見過了上帝在世上動工。即使世人未用屬
靈的或宗教性的言語來形容這事﹐祂仍在世人的生命中作工。
我們現已被邀去作識別上帝要在何處動工的  神聖的偵探 ﹔亦已經理
解過那四個我們被呼召去服事的類別了。
不過﹐究竟我們怎樣才能够把我們的教會與我們所處身的社會連結起
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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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都…


所有的教會都受呼召成為被上帝使命(the missio Dei) 所塑造的。成
為  有使命感的  教會是沒有選擇餘地的 -- 這是教會的精粹﹐並
不祗局限於某些教會的專利。作為  有使命感的  並非指  某些
教會是這樣的 。我們會都被呼召加入上帝在世上的工作。

 無論我們的教會持甚麼神學上的、禮儀上的或歷史上的背景﹐我
們都被呼召成為使命塑造的教會。在不同的環境下﹐ 有使命感
 的教會會有不同的面貌。
回應上帝在世上的一個方式就是把教會重新思想(re-imagine church) 一
下。 不一樣的表達」(Fresh Expressions) 是教會演變成  有使命感  的一
個方式。以下是英國聖公會對  不一樣的表達  所下的正式定義:

在洪都拉斯的喬盧特卡市的 Choluteca 橋－視界的比喻
 教會再不是千篇一律，被認同文化的中心點 ( 基督信仰的世
界)。
 我們認識到在教會及在我們的社會之間有一條續漸擴大的空隙。
好消息是上帝正在那河流裏作工 … 那河裏有的是  雅典人  。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去識別上帝現已作工的所在﹐同時要奔往那裏
迎頭趕上去。
 請記著從上帝來的使命是要把整個人類及創造帶進一個與上帝應
有的正確關係當中。

 一個  不一樣的表達 ﹐(A Fresh Expression)﹐首要是在我們變幻的文
化下﹐為那些不屬任何教會的人們而設的。
 透過採取聆聽、事奉、道成肉身的使命和建立門徒為原則而建立。
 這形式會有潛力成為教會的一個成熟表達的方式。它是以福音和教
會持久的特徵所塑造﹐也是配合了當地文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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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願意不惜用任何方法與我們建立聯繫。對於那些在河裏的﹐我們
又會負出多少來與他們建立聯繫呢?

讓我們嘗試跟隨上帝的帶領
浸濕在河裏。

這挑戰性的問題，正是現在要讀
腓立比書 2:5-9 時要問的。

現在我們將要探討
教會如何在河裏用不同的方式航行。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
5

6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
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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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吸引力的教會(Attractional Church) － 這是教會的一種格調﹐它的運
作是基於一個假定 : 就是不少人仍然會參加教會的。即是說一所健康
的教會自然會吸引會眾。

7

8

參看我們上週所介紹的五個分類﹐究竟我們這種格調的教會有潛能去
接觸那一組人呢?

9

討論
 我們被呼召去活出基督。耶穌道成肉身成為人時，祂放下了什
麼？ 當祂接納我們人類的屬性時，祂是抱著甚麼的態度?
 耶穌正是上帝完成對世界使命的方法。我們被呼召又應如何如耶
穌一樣，去放下某些事？ 同時又應抱著什麼的態度去作工?
 我們願意負出多少，如耶穌道成肉身一般去進入我們本地社群
中，人們的生命裏呢?

1. 經常參與教會的 29%
2. 間中返教會在邊沿的，及曾返教會，現在願意嘗試接受福音的
25%
3. 曾返教會，但現拒絕福音的 20%
4. 沒有參加教會的 21%
5. 其他信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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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吸引力的教會
 有潛能去接觸間中返教會，但在邊緣的及願意嘗試接受福音的一
群人。
 基於一個原則去運作﹐就是﹕「若您加入我們，我們答應，您定
會覺得不枉此行的。」
 經驗告訴我們健康富吸引力的教會都著重以下幾點:
1. 熱誠的歡迎
2. 使人更新的講道
3. 令人投入的崇拜
4. 讓所有年紀的人都有機會認識耶穌是誰。

討論
 不論您持甚麼神學的或禮儀的傳統。您是否會以健康 富吸引力
的教會  去形容您的教會呢? 原因何在呢?
 您感覺在您的教會內﹐以健康 富吸引力的教會  的四個特徵中
那樣是能夠強化的呢?

有使命感的教會
有使命感的教會運作時是假定很多人並不會自自然然地受健康教會所
吸引。因此教會必須進入那些人的地方。



這形式的教會會有潛能去接觸四組中的那一組人呢?

兩者都…
  有使命感的教會  能服侍那些不願接受 富吸引力的教會  所
提供的 ( 即那些不參加教會的那組人 ) 。這是好消息。
 健康 富吸引力的教會  仍然能接觸我們的社區內不少的人 (就
是那些間中返教會，但是在邊緣的及願意嘗試接受福音的)。這
亦是好消息。
 地方性的教會都同時被呼召成為健康 富吸引力的教會  及成為
有使命感的教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