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杆门徒生活 - 耶稣塑造的生命  

（ID: JSL第一期简报，2020年10月） 

五大使命标记是： 

1. 宣扬神国度的好消息 

2. 教导、施洗并培育信

徒 

3. 以爱心的服侍回应世

人的需求 

4. 寻求转化不公的社会

结构，挑战社会中的每

一种暴力体现，追求和

平与和解 

5. 致力保护受造物的完

整性，维护与更新地球

的生命 

标杆门徒生活简介 

欢迎阅读圣公会标杆门徒生活协调小组的第一期简报《标杆门徒生活

-耶稣塑造的生命》（ID:JSL）。 

在2016年，圣公会咨询委员会呼吁“圣公会的每个教省、教区及牧区

都应关注于标杆门徒生活与建立门徒”。为何要标杆式？正如贾斯汀

·韦尔比大主教所言:“如果你没有目的和方向的做某件事，你可能

根本就不会做！” 

这简报将分享好消息、理念、资源和良好实践，以促进标杆门徒生

活。这种学习将来自普世圣公宗团契。欢迎提出您的理念、经验和资

源：只需将其发送给我们。 

我们的目标是文化转变 - 一种以终身门徒生活为核心文化的圣公宗

身份。我们将分享鼓励个别基督徒的圣经观点，并且向领袖，教会，

学院和其他机构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活出及分享耶稣塑造的生命 

普世圣公宗的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们邀请各地的人加入他

们作为门徒。门徒生活是关于活出和分享耶稣塑造的生命。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了爱、喜乐、平安和接纳，并意识到我们在门

徒生活方面的缺点。我们被每一个圣公会信徒的愿景，也就是标杆式

的活出及分享耶稣塑造的生命所激励，并使之成为我们的洗礼之约 

(歌罗西书2:6)。 

跟随耶稣意味着专注于祂。我们被祂塑造，并且寻求被塑造成为祂的

样式。这是圣灵在我们个人里面或整个群体中的工作。 

活出“耶稣塑造的生命”渗透生活的各个层面：家庭、工作、社区、

环境与公义问题、国家和国际生活。这也是一个我们与周围的人分享

在祂里面的新生活。 

在这一期，我们专注于南美地区的故事，例如巴西主教最近已认可标杆门徒

生活作为优先事工。每个教区都指定了一名联系人，组成一个监督小组来推

动这项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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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教会

所需，也是上帝希

望我们做的：标杆

门徒生活。” 

胡里奥·默里大主

教。  

激励人心的线上门徒生活 - 乌拉圭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培训

小组”，它包括为期一年的每

周例会以讨论门徒生活的实际

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介绍

Zoom，而且似乎很前卫。 

随着今年的事变，虚拟会议突

然变得很正常，而且对此的抵

制也渐渐在瓦解。因此，当乌

拉圭教区安排举办在线版的

“终身门徒生活咨询会议”

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步调，

并且该咨询会议此前曾在世界

各地的多个教区举行。 

为响应圣公宗的“标杆门徒生

活”，咨询会议一般上持续数

天，并由教区或教省的最具代

表性的领袖参与。每个人都有

所贡献，而这通常会产生一种

有意识的委身，以开发资源和

一种与耶稣的命令相一致的生

活方式，即“使万民作门

徒”。 

 

线上模式有何不同？ 

当参与者只能在屏幕上看到彼

此时，参与的程度显然是不同

的。当进行小组时，如过往一

样，很大程度是取决于领袖来

展开讨论。然而，Zoom可能

是此类会议的强大平台。倘若

处理得当，可在分组讨论、聊

天和活跃的Whatsapp 群的陪

同下支持大量用户。 

虽然将4天的会议压缩为4次，

每次2小时，似乎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但有关单位可以事先

通过分发一些资料并在其间的

几周内鼓励参与者更广发的阅

读与思考。JSL已经编写了一

份报告与一份生活指南，供参

与者研读，并且提供了咨询手

册供参与者参考。 

乌拉圭能够邀请临近的阿根廷

教区的成员参与生动活泼的体

验，这在理想的情况下也可以

在世界各地复制。 

阿根廷北区主教尼克·德雷森，回顾了在新冠肺炎拦阻他前往乌

拉圭时所给予的门徒生活的最新经验。 

在脸书上找我们，并加入我们的圣公宗“门徒生活：耶稣塑造的生命”小组： 

·各教省的代祷事项 

·视频与其它门徒生活资源 

·有机会分享您的故事、理念与门徒生活资源的平台 

·协调小组成员和其他人的帖子与意见 

www.facebook.com/groups/anglicanwitness 

在南美洲享受在一起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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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美洲祷告 

当新冠肺炎在上帝的大花

园，亚马逊，造成痛苦和

深远的后果时，我们大胆

的给予盼望的见证，请为

我们祷告。 

巴西亚马逊地区的门徒生活 

2020年9月2日，我们庆祝圣公会在亚马逊地区成立108周年。我们

今天的门徒生活主题是在社会和文化挑战中成为一束光，一束燃

烧的火焰。我们为居住在亚马逊地区被压迫的人民提供光和温

暖，欢迎和解放。 

对于生活在亚马逊首府的玛瑙斯和森林中的土著，玛瑙斯圣公会

群体是他们的光与希望的象征。我们致力于关爱土著，并努力实

现社会公义，以保障那些被边缘化和遭受苦难的人的尊严。 

7月底，在亚马逊地区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卡拉帕纳族的土著获

知他们的首领马诺埃尔·保利诺·卡拉蓬纳的死讯。他死于新冠

肺炎的后遗症。在出院后，他没有得到妥当的医疗护理，也没有

得到巴西政府的支持。身为祖传知识和森林的守护者，他试图捍

卫他的人民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对于玛瑙斯的圣公宗群体来说，实践我们的信仰与门徒生活意味

着： 

·在里奥内格罗河和里奥奎伊拉斯河岸边的葬礼上陪伴死者家

属：一个由小船和独木舟组成的小队伍、祈祷和眼泪、并用亚马

逊棕榈制成的冠冕和鲜花装饰酋长的坟墓； 

·向所有卡拉蓬纳人以及其他土著民族提供我们的祈祷和实际帮

助：分发数百个基本食品篮、口罩、卫生和个人防护材料，以防

止新冠肺炎。[由圣公会救济和发展部、华尔街三一教会、圣公会

基金和圣公会迪亚科尼亚和发展部(SADD)的慷慨提供和紧急援

助。]； 

·挑战巴西政府对土著完全的忽视及没有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来

保护他们； 

·争取获得有关新冠肺炎更好的信息，并改善亚马逊土著村庄的

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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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卫生以及个人防护器

具 

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是巴西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它受到新冠肺炎的严重影

响，但政治领导层似乎无动于衷。土著长期被边缘化和忽视。大火与森

林砍伐成为国际头条新闻。来自亚马逊圣公会教区的鲁瑞和丹尼尔·多

斯桑托斯·利马对他们的日常门徒生活作了反思。 

在葬礼上陪伴死者家属 

亚马逊棕榈制成的花朵 



尽管可以获得ACC17所推出的一系列“标杆门徒生活：耶稣样式的生命”

的资源，但我们期望制作本地性的资源以迎合本地的文化背景与需要。 

JSL 宣传单 – 有关JSL的简介 

JSL 小册子 – 共12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标杆门徒生活的历史、探索门

徒生活的意义、提供来自整个群体并且显明五大使命标记的实践性门徒生

活的例子，并下一步行动的建议。 

JSL 生活指南 – 共12项的一系列小组研读资料，旨在激发思考和扩大对

终身门徒生活的理解 

教理框架 – 指明如何应用教理以强调植根于五大使命标志的宣教生活方

式 

 

这些资源可从以下网站下载： 
www.anglicanwestmalaysia.org.my/resources-and-publications  

或 mission@anglicancommunion.org  

《标杆门徒生活：耶稣塑造的生命》资源 ID: JSL询议会：  

这些聚会是为平信徒、青年和

神职人员所举办。他们改变思

想，让心灵与终身门徒生活之

愿景相结合。从麦加到南苏

丹、从加纳到古晋、西马来西

亚，这些地区都已经被重新定

位。 

 

我们现在正计划2021年的线上

培训。若您的教区或教省有意

参与此培训或您有意为您的教

区或教省计划在线培训，请联

系 
mission@anglicancommunion.org 

ID: JSL协调小组成员：  
Most Revd Ng Moon Hing, Bishop of West 

Malaysia (主席)  

Right Revd Jane Alexander, Canada  
Revd Bisoke Bernard, DR Congo  
Right Revd Marinez Basotto, Brazil  
Revd Richard Boateng, Ghana  
Right Revd Martin Breytenbach, S Africa  
Right Revd Nick Drayson, N Argentina  
Revd Captain Zadock Oluoch, Kenya  
Revd Canon Mark Oxbrow, England  
Right Revd Frenzel Piluden, Philippines  
Right Revd Eleanor Sanderson, New Zealand  
Revd Canon Robert Sihubwa, Zambia  
Revd Canon Stephanie Spellers, USA  

圣公宗办事处同工： 

Revd Canon John Kafwanka, 宣教部主任 

(john.kafwanka@anglicancommunion.org)  

Revd Jolyon Trickey, ID: JSL 协调员 

(jolyon.trickey@anglicancommunion.org) 

为活出与分享耶稣塑造的生命的祷告 

 

全能的上帝，你呼召我们在耶稣塑造

的教会与世界活出并且分享耶稣塑造

的生命。求你的圣灵赐力量于我们，

好叫我们活出作耶稣基督救主门徒的

样式。阿门。 
 

 

加入我们JSL的代祷网络以及 WhatsApp 群组，

请电邮: jsl.prayer.network@gmail.com 

4 

http://www.anglicanwestmalaysia.org.my/resources-and-publications
mailto:mission@anglicancommun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