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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華盛頓區會主教報告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將諸般的喜樂、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馬書 15:13） 

 

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相信上帝的灵此刻就运行在我们中间。我庆祝区会的蓬勃发展、也哀叹面临的

难处。我能够理解有一些教会充满活力，也有些教会正在挣扎。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继续努力应对如此之

多的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复杂问题。说实话，这确实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然而。。。尽管有那些缠绕我们的，有那些让我们夜不能寐的，我们所有的忧虑，苦毒，和担忧，在此时

此地，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因此，正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真相，而我们聚在一起，

因着圣灵的力量而满有希望。 

 

喜乐、担忧、以及区会的工作 

已经正常独立运作的教会和新开始的教会 

随着我们的深入了解，我们兴奋地看到我们的区会就像一个混合的有机体。有大量空间适合各种

各样的教会事工 -- 短期的事工和长期的事工；有几百人的事工也有人数不多的事工；有在教堂聚

会的事工，也有在新的地方、以新的方式聚会的事工。 

 

我们为了区会内很久以来就建立的教会和事工感恩。感谢你们在区会内的根源、历史、活力、和

你们的愿景。 上帝借用你们来供应、探索、丰盛、在这个世界中协作。给饥饿的人供应食物、做

棉被、给难民提供住宿、提供培训/教育机会、为不公平的事情发声等等。我们为你而感恩！ 我

们邀请你们互相之间分享你们的故事和你们的事工！ 

 

我们也为新的事工的表达方式感到雀跃。有几个新的事工是在现有的教会展开： 

• 埃德蒙顿信义会的《住所/水井》 

• 北湖木信心信义会的《数字教会》 

• 生命之主教会、哥伦比亚城希望教会、西奈山信义会共同支持的《雷顿野外教会》 

• 西北华盛顿区会的《创新教会探索》 

• 瑟马米什信义会的《本地/国际音乐事工》 

 

我们也在尝试通过已经建立的事工开创新的以及不同模式： 

• 华大校园事工扩展到国际学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 路德圆桌重新想象成为一个为边缘化的高中生、无家可归者、以及退伍军人的地方 

• 以马忤斯 圆桌扩大与社区组织的合作，并为社区提供一个灵修中心 

• 《爱我事工》是一个针对特殊需要儿童的事工，正在扩展到非汉语的团体。 

• 西雅图盟约事工正在创建一个韩语的年轻人与学生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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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在一起 -- 与会众、与其他教会、与认证的牧者 – 我们正在探索上帝的圣灵是怎样的活在/

工作在我们团体的生命中。在已经建立的教会，在事工的地方，在新的事工，在我们继续设想的

道路上，我们满有希望。 
  

过渡 Transitions 

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有多样化、也有变化。这也适用于这个区会。目前，我们 的 110 间教会

中，有 20% 处于过渡阶段。虽然变化是正常的，但我们也知道过渡可能会产生焦虑和恐惧。我们

感谢并理解牧师离任时带来的伤感。在区会的办公室，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与处于过渡时期的教会

合作，一起祈祷、辨别、讨论和提问：“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成为什么？上帝在哪里召唤我们？

我们的下一个信心步骤是什么？” 

在 ELCA ，我们用来处理过渡的方式好处之一是：会众如何参与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有具有专

业知识和经验的区会工作人员和过渡牧师，但大部分工作来自于会众——那些了解他们的教会、

他们的热情在哪里、他们寻找与谁合作、以及活力和可持续性是什么。 

 

因为每个教会都是独一无二的，去年我们实施了一些新的过渡模式。我们继续在一些教会中使用

传统的临时牧师。我们也在尝试其它模式，包括“关怀牧师”和“过渡协调人”模式。我们是有希望

的，当我们尝试和实施新的过渡方法时（同时在过渡过程中保持好的和正确的），我们将完成以

下目标：  

• 决定哪种牧灵关怀是有需要的 

• 发现有哪些可能的合作伙伴会产生在与别的 ELCA 教会、普世性教会、以及社区之内的合

作中 

• 辨别教会的活力和维持能力 

• 辅导在过渡过程中的平信徒 

• 缩短旧牧师离开与下位牧师抵达的时间长度 

 

大部分处在过渡期的教会将会呼召一位某种方式的新牧师，我们也意识到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有能

力呼召一位新牧师，取决于教会的生命期、地理位置、财政状况、和其它因素。我们正在他所其

他的方式位教会和牧灵站点提供和维持牧灵事工。相关的更多内容请阅读这些段落：传承和未来

扩张的 LiVE: SAMS.   

 

我们知道，过渡期可能会是艰难的。并且在同时，我们知道过渡状态可以提供新的方式运行和活

出教会。我们感谢你们和你们在过渡中的艰辛劳动。 在我们所有的过渡期，我们富有希望。 

 

传承/遗产 Legacy 

我们期望圣灵继续支撑我们西北华盛顿区会团体作为一个整体以及每个单独的个体。 我们也知道

一切都有一个生命周期 – 这也包括教会团体。我们鼓励教会团体进行持续的对话：关于你是谁、

以及上帝呼召你在社区和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对话在不紧急的环境下更容易，是一个分辨的

时间。我们区会的工作人员会很高兴跟你们见面，并且当你们有这些对话时与你们一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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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教会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关闭教会、走向留下传承/遗产， 我们提供传承团队以帮助这个过

程。我们理解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时候会是压倒性的。 因此，我们委身于提供有质量的牧

灵关怀，忠于教会的会众 和使命。 

 

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以下的教会和两个 SAWCS（区会批准的敬拜团体），为他们曾经的忠心

服事以及那些通过关闭或者合并而已经进入的传承/遗产阶段。 

• 伊瑟阔的山顶牧者信义会与我们之救主信义会合并 

• 西雅图台湾信义会团契关闭 

• 岸线市的重生团契关闭 

 在悲伤与失落之中，我们信靠圣灵仍旧在借着传承/遗产的过程而工作。作为耶稣的忠实追随

者，我们寄希望于复活。我们诚挚的相信，当一个教会在此时此地死去的时候， 使人复活的上帝

兴起全新的未来工作让好消息兴旺。但愿当一个教会关闭时所做出的决定，能继续给世界留下正

面的影响和有意义的方法。但愿我们牢记上帝赋予我们在这个美丽但又破碎的世界的使命： 改

变、更新、回应、拯救生命。但愿我们所有教会的传承都保持忠于耶稣基督正在进行的福音事

工，通过你们的教会得以建立的信义会用独有的方式展现出来。 

 

那些关闭的教会以信心留给区会的传承/遗产，提供种子给那些正在成长和旺盛的教会事工。我们

为收到的传承/遗产而感恩，因此我们可以在整个区会从事一些创造性的新倡议： 

• 授予恩典资金给教会和事工点 

• 创建和供应 LiVE 项目 

• 荣耀上帝基金 

• 还有更多更多 

 

欢迎邀请我们给相关的教会讲一讲传承的礼物如何能够用来 继续活在多样化的信义会的表述和生

态圈中。 

 

即使在哀伤之中，我们仍旧信靠基督。即使在死亡面前，我们信靠基督。作为基督徒，我们相

信： 经历死亡，新的生命会到来。并且， 即使经历这一切，我们仍满有希望。 

 

LiVE 项目第一部分： 生活在呼召中的承诺 

作为一个健康、混合的生态圈，很多因素都是必须的。一个健康的基督肢体同样如此。可惜的

是，教会过去的做法是以平信徒为代价来抬高经过认证的传道人。 我们过去没有足够的去实施马

丁路德曾经如此富有激情的事业 –呼召、领导权、和教育是给所有信徒的。 

 

LiVE 的建立是为了： 

• 提供优秀的和激发思考的课程，是有关圣经、文化、和群体 

• 创立一个学习的群体，在全区会培育一个有助于学习的平信徒的群体 

• 训练以圣经为中心的领袖，用主耶稣的福音有思想的投入到文化和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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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 LiVE 项目的创立是为了所有的信徒，重视他们的信仰探索和信仰旅程。 要问的问

题是：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主耶稣的忠实追随者，哪些是我们的独到之处？我们在哪些方面跟上帝

摔跤、跟自己摔跤、跟我们周围的社群摔跤、跟这个世界摔跤？ 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界是如何连

接的？ 上帝怎样邀请我们想象出新的路径通往治愈和完整？ 我们怎样把我们的现状和上帝是谁做

出和解， 我们如何向前迈步、参与上帝的大使命？ 

 

在 LiVE 项目，我们满有激情、不满足于向别人倾泻 – 相反的、我们重视别人带来什么、他们正在

做什么、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社会位置、还有赋予生命的圣灵的感动。   

 

我们很高兴的宣布，在 LiVE 项目的第一年， LiVE 做了以下活动： 

• 两次退省会：50 位学员 

• 五次 8 周/40 小时课程：150 位学员 

• 两次讲座/研讨会：40 位学员 

• 20 个教会参与 

• 240 位学员参加学习 

 

我们承诺优秀的、激发思考的圣经、文化、社群课程。 请到区会的网页了解相关课程的更多信

息，以及教会和个人如何注册 LiVE 项目。 

 

这里是过去一年参加不同课程的学员一些反馈： 

课程帮助我整合那些对我的灵修生活方面重要的问题。课程的内容邀请我们一起坐下来、

并且加以思考，比如：作为基督徒、悔改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告诉我们作

为有信仰的人，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把我的灵修和信仰系在了一起、课程的帮助很大。 

 

总体来说， 【LiVE 项目】鼓励我作为平信徒。【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区会确实让平信徒

参与进来； 聆听平信徒的声音仅仅发生在做志愿者领袖的时候。 

 

从一个不被看到的人的经验来说 – 得以治愈 和深层次的 – 在圣经课程中让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 “上帝看见那些不被看见的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当我听到那句话

的时候几乎哭出来， 它是那么美、那么真；老师的讲解深深打动了我， 我是那个不被看

见的人。 

 

我们感恩收到了来自伊瑟阔山顶牧者教会的传承/遗产作为第一年的初步启动资金。 我们继续努

力让资助这个平信徒事工的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LiVE 项目第二部分： SAMs （区会批准的传道） 

当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区会， 我们意识到这里具有一个正在生成的需求， 就是以圣经为中心的，经

过思考的、以及文化上相关的领袖来帮助现有堂区的牧灵需求 – 特别是规模较小的或者乡村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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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LiVE 的 下一个发展规划是： 培训平信徒传道人来承担牧灵关怀，尤其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

办法拥有按立的牧师的堂区。 

我们预见到， 我们区会中有超出十分之一的堂区没有能力负担全职的牧师。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

我们正在做的有关过渡和传承/遗产的一些工作）。 我们研究和发展出一种方法，就是培训有资

质的平信徒牧灵领袖，是在区会、区域牧师团、以及地区性牧师的监督和协作之下。当然这仍旧

是初步的，我们目前正从事六个月至一年的培训模式。 这些培训之后， 区会批准的传道人就会服

事一个堂区， 在导师和区域牧师团的监督之下，接下来的三年继续他们的学习。如果你对这个项

目感兴趣， 请观看更多信息。 

 

通过 LiVE， 我们陪同所有的信徒实现他们的呼召 – 用上帝召唤他们所做的和所成为的。我们感谢

那些去年参加的学员、并且期待未来的一年。  

 

当我们一起学习、成长、一起反省、在圣灵中往前走，我们满有希望！ 

 

公平、平等、归属 

我们继续尽力解决我们的历史、现状、并且倾向于反对种族歧视的动作。 我们专注于迈向更多的

公平、平等、区会内的归属感。 接下来是我们为了实现目标而正在付诸实施的办法。 

• 候选人： 

o 候选人委员会当下正在参与教练指导下为期六个月的反种族歧视训练 

o 寻找资助战略性实习点、优先支持属于有色人种、边缘化群体、以及无法承担实习

生的较小和多元化教会的候选人  

• LiVE 项目： 审核特权课程 

• STAD（为真正多元化的战略小组）：一个西北华盛顿区会经过认证的传道人联合体，在

我们的区会正使用有资源的牧师和执事，通过教育和各种资源，致力于真正的多元化。 

• 有意识的支持目前的和预期的有色人种认证牧师： 

o 那些有有色人种认证牧师的堂区组成小组去学习、聆听、并且互相支持。 

o 为认证牧师建立的种族平等与补偿基金，向前迈进一步、培育区会的同事之间的紧密

团结、纠正财政上的不平等，为几十年来 ELCA 之内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作出补偿。过

去一年这项基金总共分配出了$20,000。 

o 有色人种的认证牧师群组互相之间形成链接和交流。 

• 多元化的区会认证牧师和区会工作人员 

o 我们区会有 25 位有色人种或者母语不是英语的认证牧师， 相当于整个西北华盛顿区

会认证牧师的 20%。 

o 在全美所有区会中，我们是聘有亚裔职员的 2 个区会之一；也是唯一拥有两位亚裔职

员的区会。 

• 区会典范性改变： 在区会所有的生活和教会事工层面整合更加包容和文化多元的世界格局

观。 

o 在本次的区会大会首次提供现场翻译和文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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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审阅区会的政策和步骤，以便保障文化上的使用能力、保护受害

者、通透的考虑并且得以执行的完善的流程。 

o 区会职员正在雇用外边的 DEI （多元、平等、包容）咨询员 来帮助我们更加活出我们

的价值观，那就是一个公平、平等、有归属感的地方。 

• Real Rent  [部落] 领土租赁：参加部落领土租赁的倡议：在我们预算中划出的一个项目、

用来提供给杜瓦米什部落的人，因为区会办公室所在地坐落在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们知道作为主耶稣的忠实跟随者，我们被呼召到并不舒服的地

方。在这白人为主的区会，我们蒙召去聆听和学习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历史上被静音的人群。 

 

然而，这是一项美好的工作，这是必须做的工作，这是神圣的工作。我们继续向着努力，为了上

帝的正义、平等、和归属，我们满有希望。 

 

与别人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感谢跟这么多很棒的组织和事工互相合作、建立伙伴关系， 不论区会内外还是全世界。下面

是我们去年一起合作过的几个例子。请注意这个名单没有把所有的都包括在内。 

• 我们感恩在新冠期间跟其他基督教会、不同信仰的伙伴一起分辨、展开对话：哪些做法对

我们的社区是安全的。 我们感恩能够一起为社会正义一起工作、并互相安慰。 

• 我们有特意的与西南华盛顿区会、以及我们完全共融的教会伙伴协作、一起应对挑战，在

此时此地活出教会本质。我们特别用心在如何一起共享建筑、牧师、教会事工，让我们的

教会兴旺。 

• 俄罗斯福音信义会（ELCR）是我们的伙伴区会。我们跟他们有长久和丰富的关系。我们

理解，过去几个月对他们的教会是很困难的。最近，Dietrich Brauer 大主教和他的家人不

得不逃离俄罗斯，因为他发声反对针对乌克兰的战争。针对信义会的歧视在当今的俄罗斯

仍旧会发生。尽管我们今年想去探访，可是我们恐怕无法成行。请在你的祷告中记念俄罗

斯福音信义会的基督内弟兄姊妹。请浏览我们的网页了解更多信息。 

• 门户开放事工 – 是一个为所有信仰团体、欢迎并庆祝 LGBTQ+人群 –- 区会的三十年历史

的事工。它刚开始的时候是为患艾滋的人群，多年来一直在演变。经过虔诚的分辨，这项

事工进入传承/遗产阶段并且关闭。我们感谢曾经的领导人员把他们的资源赠与给区会，

这样我们可以继续他们的传统、开展新方式支持和庆祝我们 LGBTQ+群体的弟兄姊妹。    

 

我们还可以细数很多的事工合作伙伴。我们感谢每一个伙伴， 我们会继续找寻可以携手的方法。 

每当我们与他人合作的时候，我们满有希望。 

 

赠款 Grants 

很高兴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能够分配赠款给分布在全西北华盛顿区会的一些教会和事工点。我们感

谢全国性的教会、堂区的支持、和个人的赞助。 

 

我们的区会拥有以下赠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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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华盛顿新冠纾困基金 

• 恩惠赠款 

• 为神学教育债务的赠款 

• 福音拓展赠款 

• 荣耀神赠款 

• 华盛顿宣教捐款基金 

 

我们感谢个人、现有的教会、传承/遗产阶段的教会、以及那些参与建立这些基金项目的人。 

 

当我们展望通过分配赠款、以新的方式活出教会生命，我们满有希望！ 

 

宣教支持 

感谢你过去一年来的坚持不懈和你的慷慨捐纾。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教会，我们经历了史上

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你们展示出恩典、感恩、忠信、和互相之间的关心。其中的一个表现是通过

你们对西北华盛顿区会的宣教事工的支持。通过你有信心的慷慨支持，我们可以支持我们的教会

事工、开展新的事工、帮助过渡时期的教会、与牧师候选人一起工作、跟处于困难境遇的教会同

在、继续在宽广的世界里维持教会，在本区会各教会一起存在。谢谢你们！ 

 

当我们从资金上支持教会的宣教工作、参与上帝在这个世界的使命， 我们满有信心！ 

 

感谢 

感谢区会职员的投入、辛苦工作、喜乐、忠信、和关怀。 

Rev. Andy Yee, 主教助理  

Deacon Dianne Johnson, 福音宣教主任  

Rev. Herb Shao, 福音宣教主任  

Rev. Dr. David Hahn, 塑造与学习部主任  

Ms. Susan Berg, 沟通与项目管理  

Ms. Traci Hall, 区会办公室管理员 

 

感谢 Kay Edgerton 副主席和区议会的议员们。我很感激你们。你们是我在本区会作为主教最好的

礼物。谢谢你们！ 我很感恩跟你们一路同行。 

 

满有希望 

在我结束这个报告的时候，我想以此为结尾：作为信仰之人，我们满有希望，不是因为我们幼稚

的乐观或者简单的正能量。 我们满有希望不是因为我们无视过去的疼痛或者面前的挑战。我们满

有希望不是因为我们假装未来完全是一片玫瑰色、也不是没有需要克服的困难。 

 

但是这是我们共同所拥有的。我们被赋予了主耶稣的好消息。 

• 我们被承诺通过一切、在一切之内-- 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紧紧抓住主耶稣在马太 28 章

给予他门徒的承诺： 记住，我与你们常常在一起， 直到世界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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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圣礼，在感谢和感恩之中，我们庆祝我们是被宽恕和被爱的孩子。我们在以弗所书二

章听到：由于恩典你们通过信心得救， 这不是你们自己的工作；这是上帝的礼物 – 不是

工作的结果，免得有人自夸。 

• 我们被给予了一个神圣的团体 --跟上帝一起、跟互相一起。我们加入了基督、我们在一起

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互相之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复活的救主。正如我

们从加拉太书三章听到的：  在耶稣基督里你们因着信心都成了上帝的儿女。你们都是在
基督内受洗。你们穿上了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 当主耶稣开始他的事工，他做了一个宣告。我们在路加福音 4 章听到耶稣宣告：主的灵在

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
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作为跟随者、信徒、学生、以及上帝的儿女，我们被呼召通过同一位圣灵进入被上帝所爱的团

体，在这里我们祈祷：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的姐妹们和兄弟们、基督内的兄弟姐妹 – 上帝所爱的 — 这是为什么我们满有希望 – 不是错误

的和幻想的希望；不是幼稚的希望；通过圣灵的能力，在基督内找到的希望！哈利路亚! 阿门！ 

 

在基督内满有希望 

+Bishop Shelley Bryan Wee （+主教： 莎莉.布莱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