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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教會政策文件 

 

序 

 

1.  香港聖公會自 1998年成立教省以來，－直努力在香港及澳門拓展聖工。

轉眼間，教省成立已差不多二十年了，這也是時候從信仰傳統反省教

會存在的意義及使命，回望過去，檢視現在，展望將來。 

我們期望教會的明天更能忠心侍主，適切地領人渴慕上主，讓信徒能

回應上主給各人不同的呼召，成為身處的時代社會的祝福。 

為了明天，第六屆總議會常備委員會就香港聖公會教會使命草擬一份

宣言及相關政策，向第七屆總議會提出建議，並請議員討論及議決接

納。 

 

2. 這份教會政策文件並不是要解決教會現存問題，也不是為要回應香港

當前處境而產生。這份教會政策文件的出現是要喚醒今日香港聖公會

每一個肢體，一同以尋問教會存在的基本問題，從而一同想象香港聖

公會的明天；當重新回到教會的核心，處理其最根本的問題，讓教會

成為教會，如實地履行她在世的使命，作為連於基督的葡萄樹，教會

自然在質與量上茁壯成長，結實纍纍。 

 

3. 這份教會政策文件將會關乎作為教會的宣教使命及牧民責任，並教導

信徒認清教會存在的意義與使命，及對聖公會精神有進一步理解。我

們盼望這份教會政策文件能協助整體教會為了明天切實地譜寫屬於我

們香港聖公會的教會藍圖，帶來教會自然和健康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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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文件將分為四部分，並另加一附錄。內容如下： 

 

a. 到底教會是什麼？教會為何存在？其使命何在？ 

b. 上帝給予聖公會─我們的教會什麼寶貴的禮物？ 

c. 今日香港聖公會現况如何展現教會存在的意義與使命？ 

d. 我們對教會有何發展方向的建議，以拉近現況與理想的距離？ 

e. 附上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當中參考了從諮詢會和異象分享會裏

收集到的意見，供日後相關委員會參考之用。 

 

 

5. 這不單是一份政策文件，而是一段屬靈旅程的記錄。在過去一年，我

們除了舉辦了多次諮詢會及異象分享會，也透過《教聲》分享文章，

和邀請不同兄姊撰寫禱文，鼓勵教會各肢體一同為明天的教會禱告及

反思。我們期望這是一次集體靈性的經驗，讓我們繼續懇求上主帶領

香港聖公會，為我們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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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會是什麼？ 

 

1. 教會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因為歷代教會也是被基督呼召出來，

成為忠心的門徒群體。 

「教會」一詞的希臘原文 ekklesia，有召集的意思。教會被召集源於基

督的呼召。舊約「呼召」一詞原意是被分別出來，為上帝忠心地活出

選民的生命。當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穌在新約時代選召門徒，成為日後

的教會，這就延續上帝對其選民的呼召，成為新以色列民。 

 

門徒群體的使命是要忠信地回應基督的召命。這包含了兩個部分：  

1.1 放下故有的自我、慣常的生活方式與關係，與故我分別出來，跟

隨基督的生命榜様，成為得人的漁夫。 

1.2 教會被上帝呼召出來，不是為自己的存在而活，她是為實踐上帝

使命而活。教會就是歷世歷代用生命忠信地跟隨基督的門徒群體。 

 

2.  教會履行基督交付的使命，以愛聯合，拓展上帝國度 

上帝聖子道成肉身，意味著歷史進入終末時代。主耶穌基督來，為要向

世人傳上帝國的福音。他用比喻及自己的生命彰顯上帝國的奧秘。他教

導他的門徒禱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太 6:10) 

 

祈求在地若天，讓上帝國臨現人間，成為歷代忠於基督的門徒群體努力

實踐的使命。為使每一個個人生命及全人類歷史皆承認上帝為中心，在

上帝國度裏以上主作主宰；教會以彼此相愛延續基督在世的使命，見證

上帝是愛，叫世人認出教會是上帝的子民，認出教會是主基督忠心的門

徒群體，在愛中合而為一。  

 

3.  教會乃在基督裏合而為一的在世身體 

歷代信徒在身處的不同時空中，同心合意地回應基督的呼召，不但與基

督聯合，且彼此相連成為基督在世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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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督在世的身體，每一代的門徒也要用生命再現(re-present) 基督

的生命，建立為一個跨越時空及地域的教會。教會的使命要成為今世

與永恆的橋樑，繼續呼召整個世界在基督裏合一，與上帝共融。 

 

4. 教會作為基督復活的團體，延續基督在世臨在的生命力 

教會是復活的基督在世的身體，作為基督的復活團體，我們的使命是要

有效地在世界中活現出基督復活的生命，讓世人看見我們，有如在世上

看見基督的臨在。 

 

5. 從聖經中看教會作為基督的聖事(Sacrament) 

教會繼承了舊約上帝子民的形象，更在新約裏，以基督作為中心，重

新出發： 

 

- 基督是頭，教會是他的身體(林前 12)； 

- 基督是羊的門，教會是羊圈(約 10:1-10)； 

- 基督是為羊捨命的好牧人，教會是羊群(約 10:11-15)； 

- 基督是真葡萄樹，教會是枝子(約 15:1-5)及葡萄園(太 21:33-43)； 

- 基督是活石，也是匠人所棄的，卻成了房角石，讓教會成為靈宫(彼

前 2:4-8) 

- 基督是新郎，教會是新婦(弗 5:25-27, 29; 啟 21:1-2) 

 

 

以上基督的不同形象，向我們表達基督與教會密不可分的關係。藉著歷

史上有形的教會(visible church)，無論比作身體、羊圈、枝子或靈宮，

她也成為了基督救恩在世的有形標記。這正是聖禮/聖事(Sacrament)的

意思。 

 

教會要作為基督在世的聖禮、恩典的媒介；靠賴內住的聖靈，以愛建立

永生上帝的聖殿(林後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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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聖公會的精神 

 

1. 聖公會是具有大公傳統(Catholic)及改革特色(Reformed)的教會 

聖公會作為普世教會的一員，她同様為基督所呼召，作為其門徒群體；

與不同基督宗派聯合為基督在世的身體，努力在世活出基督復活的生命，

成為基督在世臨在的可見標記。 

與不同的基督宗派相若，聖公會在其獨特的歷史進程中，發展了其教會

的特色，她一方面秉承大公教會的信仰，同時擁抱改革的精神，是向未

來開放的教會： 

 

1.1 忠於歷史上信仰的傳承，她相信大公教會信經及大公會議所表達之

信仰。 

1.2 作為朝聖中的教會，她注重聖經、傳統和理性三重法碼之間的平衡，

以中庸之道實踐及探索信仰。 

 

 

2. 聖公會是主教制的教會 

聖公會秉承大公教會的主教體制，從主教的象徵中突顯了其教會的特

色： 

主教冠(Mitre)象徵五旬節聖靈降臨門徒群體的火舌，表明聖公會主教的

權威沿自使徒的信仰傳統，主教的存在也是教會在聖靈裏合而為一的象

徵(symbol of unity)，以聯合及領導教區內不同牧區。 

牧杖(Pastoral Staff)強調了主教在教會裏牧人的角色，展現了聖公會對牧

民責任的重視。 

主教座 Cathedra強調了主教在教會裏教導並宣揚真理的角色，展現了聖

公會對教導上帝真理的重視。 

聖公會秉承大公教會主教制度，不同於其他基督宗教的主教制教會般主

教享有無尚的權力，我們奉行「主教領導，議會管理」的精神，強調彼

此互相尊重，主教跟聖品與信徒在議會制度裏分享了管理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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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公會作為禮儀教會的特色 

自克藍瑪(Thomas Cranmer)在 16世紀以禮儀更新，改革英國教會，聖公

會不同於其他認信教會(Confessional Churches)以教義信條定義其信仰；

我們著重以崇拜親近上主，以禮儀模塑我們信仰生命。 

作為無形神恩的有形標記，禮儀是上主向在世門徒施予恩典的媒介，透

過禮儀，我們可深化信徒的信仰生命。因此，禮儀不只是儀節規範，而

是教會靈修培育的重要媒介。 

作為禮儀教會，聖公會的使命是要作為這世界內在靈恩的外在記號，就

是要將永恆的意義刻在此世的時空。換言之，聖公會教會雖仰望永恆，

仍然心繫此世，由始至今，聖公會也極為重視教會在世的使命。 

4. 聖公會是回應門徒使命的教會 (5 Marks of Mission) 

普世聖公宗咨議會在 1984及 1990年的兩次會議中，對教會整全的使命

總結了以下五個標記： 

4.1 宣告天國的福音 

4.2 給初信者教導和施洗，並培育他們 

4.3 以愛心服侍回應人們的需要 

4.4 尋求轉化不義的社會結構 

4.5 努力維護創造的尊嚴，維持及讓大地的生命生生不息。 

簡言之，教會被上主差遣出去，有雙重使命，外要宣教、服務及維護大

地及社會的公義，內要教導與敬拜。 

5. 聖公會開放並持續對話，促進合一的橋樑教會 

普世聖公宗團契(Anglican Communion)在全球擁有三十八個教省，為完

成上帝委派聖公會教會的使命，不同的教省在世界各地努力認清自己獨

特的處境而帶來的獨特機遇與使命，也同時認清不同教省之間的差異，

並努力促進聖公宗團契內在的合一。 

另外，聖公會在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中也扮演著促進彼此對話的橋樑角色。

除了跟東方教會對話，亦與西方教會如天主教、新教的信義宗及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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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了不同的協議。對於跨宗教對話，聖公會向來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社會中，不同族群的分歧，各地的聖公會也致力從對話中，開放地尋

求彼此合一的出路。 

6. 成為肉身載道的教會 

自呼爾克(Richard Hookers)至 19世紀英國教會的牛津運動及基督教社會

主義運動，甚或上世紀香港聖公會的何明華會督也強調聖公會乃重視道

成肉身的教會。 

聖公會重視道成肉身的教會觀，反對將屬靈與屬世對立二分，道成肉身

的耶穌基督既為完全的人，卻能成為完全的上帝在世真實的啓示與呈現。

上帝也祝福衪所創造的這個世界中種種法則，成為有益於世人邁向上帝

真理的媒介。 

因此，聖公會在社會上發展各種教育及社會服務事業，並以與時並進的

開放態度，致力成為適切回應社會需要，見證基督臨在，引人歸主的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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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香港聖公會 

 

1. 香港聖公會於 1998 年成立教省，成為普世聖公宗之一員。在參與普世

聖公宗重要決定及討論之同時，也需回應身處香港及澳門地區的現況與

特點。以上兩章重溫了教會的存在意義及使命，與及聖公會的教會特色。

我們將根據以上對理想教會的理解，審視香港聖公會的概況，探討我們

更忠心及適切地回應教會使命的方向。 
 

2. 回應福傳使命：自 1843 年，聖公會來港宣教，由一個傳道教區轉變成

今日教省，香港聖公會一向致力履行福傳與牧養使命。自 1998 年教省

成立至今，各堂於教友人數和奉獻額都有所增長，亦充分表現到各堂一

直努力培育信徒成長。教省宣教專責委員會亦就各堂宣教的策略進行普

查，並建立分享平臺，推動各堂之間的宣教協作，促進教省更有效履行

宣教福傳使命，也體現教省積極回應聖公宗使命的五項標記的第一項。 
 

3. 回應靈性更新及信徒培育：香港聖公會教省下設有牧養專責委員會、神

學教育專責委員會、禮儀專責委員會、明華神學院及宗教教育中心，努

力在培育、出版及禮儀更新等不同範疇上，對牧者及教友提供更廣泛的

牧養、教導、配套和指引，以支持各堂加強具聖公會特色的信徒培育。

香港聖公會靜修院於 2012 年啟用，更鼓勵信徒避靜退省，以推動培育

信徒靈性。 
 

4. 回應教會的合一見證：香港聖公會內除了華語牧區外，還有英語牧區；

地域除了香港外，還包括澳門。在整體發展上須接受彼此不同的需要及

步伐的差異，不以劃一的策略來締造合一的見證。另外，香港聖公會與

不同基督宗教(東正教、天主教及新教)保持友好的對話，亦持續派遣代

表參與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及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等合一服侍。 
 

5. 回應社會的見證：教育和社會服務一向是香港聖公會履行上帝使命強而

有力的雙臂(mission arms)。教省總議會先後於 2010年及 2013年通過教

育及社會服務政策文件，積極推動了堂、校、社服三方更緊密的合作，

一步一步地拓展更整全的合一社會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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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體而言，香港聖公會努力在自身處境履行教會的使命，自教省成立後，

更從整體角度努力發展。教省、教區及牧區，或堂、校、社服之間充分

的溝通和默契的建立，都有助整體回應上帝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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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會使命宣言與方向 

 

1. 香港聖公會是由教會唯一的根基主耶穌基督呼召出來，努力在其身處的

時代與處境中找到自己的使命，並藉著聖靈引領，忠心履行上帝使命的

門徒群體。 

2. 要履行香港聖公會的使命，首先要強化全教會對上主的忠誠，培育和建

立忠心的門徒群體；另外，要掌握這城市的脈搏，一如過去歷史中，有

效且適切地回應上主在這城市託付我們的使命，讓香港聖公會成為上帝

在香港及澳門忠心的門徒群體，成為一個與香港及澳門兩個城市同在的

教會(Church with the Cities)和為這兩個城市存在的教會(Church for the 

Cities)。 

3. 強化門徒生命(Developing Discipleship) 

我們要裝備所有信徒成為基督忠心的門徒，我們要成為： 

3.1 禱告者(Person of prayer)─重視崇拜與靈性的追求； 

3.2 朝聖者(Pilgrim) --重視真理的尋索，持續從聖經與教會傳統中探索

回應生命； 

3.3 同行者(Sojourner) --秉承大公信仰，建立共融團契； 

3.4 見證人(Witness) --宣講並活出福音生命； 

3.5 僕人(Servant) --效法基督僕人樣式，在教會及社會熱心服侍； 

3.6 管家(Steward) -- 奉獻自己，活出以「上主為首」的生命。 

4. 建立門徒群體，強化教會內外溝通，分享異象，分擔使命 

三位一體的上帝呼召的是一個群體，而不是單獨的個體；門徒訓練絕不

可能是個人獨善其身，教會整體才是基督在世的身體。因此，門徒訓練

(Discipleship)與溝通對話(Dialogue)密不可分。牧者與信徒之間，牧區、

教區及教省之間，堂、校及社服之間要恩賜互用，肢體聯絡合適，加強

溝通，才能分享異象，建立互信，讓基督身體健康發展，肢體配搭合宜，

為鹽為光，將基督的生命力活現這城市，拓展天國工程。 

5. 與城市同在，為城巿存在的教會 

香港聖公會要成為肉身載道的教會，她明白人心的需要，並以適切的方

式讓這兩個城市藉著教會而真實感到基督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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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議決及展望 

1. 議決 

請教省總議會議員討論和確認上述建議文件。 

2.  展望 

建議本屆總議會通過此政策文件，並於休會期間交由相關委員會制訂實

踐計劃、並執行和推廣有關的建議，於下屆總議會提交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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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期望與建議 

 

在多次諮詢牧者及教友的過程中，我們歸納了在信徒牧職教會及社會四個

層面的期望： 

 

1. 信徒層面：信徒較為被動，教友缺乏使命感和承擔，期望改善青年牧養

及加強教導。 

2. 牧職層面：將有多位牧者退休，期望鼓勵更多信徒回應牧職呼召，另因

牧職侍奉工作繁多，且要與時並進，期望牧者能持續裝備並建立更好的

服侍團隊，同肩使命。 

3. 教會層面：期望各堂在學校的福傳及牧民工作，能有更完善的機制，以

評估及校正對學校宣教策略；社服機構開始與各堂合作開展聖工，期望

在磨合中達至雙贏；傳道區因欠缺資源，發展上難免有限制，盼望教省

及教區能給予更多的支援。另外，有意見認為教省、教區、牧區，未能

完全做到上情下達或下情上達的溝通，故有待改善。 

4. 社會層面：近年社會急劇變化，社會議題相對敏感，教會在回應上要小

心處理。 

 

 

 

根據以上收集到的諮詢意見，我們整理了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供日後成

立之相關委員會作參考，以下有四個層面的建議： 

1. 信徒層面 

教省要為信徒培育設計門徒的生命藍圖(Life Plan of Disciples)，務求讓

教友由初信到教會領袖、從嬰孩到老年，無論在生命不同階段及教會不

同崗位上皆得栽培，讓每一位門徒皆接受充足裝備，回應上主對他們生

命的呼召。 

要發展教友持續培育的門徒計劃，須由教省各專責委員會配合制訂政策，

教區負責推動，在牧區分階段逐步實踐。而明華神學院和宗教教育中心

亦將扮演重要的支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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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品層面 

教省主動鼓勵更多青年回應牧職的呼召，教區委派適任的牧者作為這些

青年的同行者，協助他們發現自己，發掘恩賜，了解自身是否適合牧職

的服侍，繼而提請主教推薦進行聖品考核及神學訓練。 

教省亦要為按立牧職者制定生命藍圖，建議每位牧者皆尋找神師作靈性

指導，並強化牧者間的團契與支持，持續進修以豐富其牧職侍奉，制定

牧者發展計劃及安息年制度，務求令牧者在牧職生涯不同階段中，皆能

積極健康地服侍。 

3. 教會層面 

提倡管家精神，鼓勵各牧區在經濟上不但可以自給自足，更有能力支持

教區發展，建立健康的牧區。 

牧區、教區及教省建立更好的溝通平臺，分享教會整體異象與使命。 

建立分區(deanery)制度，務求資源互享，協助弱小的牧區肢體。 

教區設立宣教、財務及整體發展的工作小組，對應前線牧區需要，群策

群力。 

制定全教省短期目標及評估機制，以配合教會的發展方向和願景的實

踐。 

4. 社會層面 

教省設立關注社會現況小組，長期對社會議題進行神學反思，定期匯報

主教院，務求準確地回應社會困局，讓教會與這城市同在，共同面對眼

前挑戰。 

致力探討社會未來的需要，堂校社服合作回應青年、貧窮、老齡化等等

需要，為上主在這城市努力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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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議會總幹事簽署證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