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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教区大会致词 
格雷格·里克尔主教 

 
約翰·普林，前芝加哥郵政局員工和歌手/詞曲作者，是我最喜歡的音樂家之一。在眾多

的作品裡，他唱過歌曲有《你的國旗貼花再也不能使你進天堂》和《又大又舊的傻傻世

界》。 2020 年 4 月 7 日，約翰·普林成為這個國家將近 75 萬因新冠併發症而死亡的人

士之一。我所喜歡的他唱的另一首歌是《只有上帝知道》。歌是這樣起頭的：“只有上帝

知道你為一路走來所傷害過的人而付出的代價”。 

 
在我們的福音書裡，具體來說就是《馬太福音》5章 23 至 24 節，我們讀到：“所以，你

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

後來獻禮物。” 

 
在《贖罪日懺悔文》中，猶太人背誦以下內容：“在一個人痊癒之前，他必須承認自身的

病。在一個人找到光明之前，她必須知道自身的黑暗。在一個民族被原諒之前，它必須承

認自己的罪。我們承認我們自身的罪和我們同胞的罪，因為我們對彼此都負有責任。上帝

啊，求你治癒我們，並帶領我們穿過黑暗走向光明。” 

 
在教區大會上致詞從來都非常棘手。一個人怎麼能在半個小時裡對整整一年的事情做總結

呢？尤其像是我們共同熬過去的這一年？因為我似乎常常以道歉開始我的致詞，所以這次

我也會這麼做，並且今年還會以道歉結束我的致辭。 

 
一開始我先要為忘記提到你們認為我應該提到的事情而道歉。如果有任何遺漏，我非常肯

定會有遺漏的，請在大會結束後告訴我。我很確定，你們會這樣做的。 

 
在今天的致辭中，我想將我的發言重心圍繞在我剛剛所引用的三段話上。首先回顧一下在

世界持續不斷地與新冠疫情及種族問題作鬥爭時我們的共同生活，然後轉到我們作為一個

教會群體，然後再轉到我個人的一些分享。通過這篇致詞，我希望能提供一個框架來延續

我們上次教區大會所開始的事工，而且，實際上這個事工從多年前就已經開始。最後我會

分享我個人的事工、遺憾、反思，以及對我們未來日子所寄予的期望。 

 
作為一個星球，我們似乎確實處於無秩序之中。整個世界的焦慮是如此顯而易見，我們彼

此間的分歧是如此的原始和明顯。每件事和每個人都更像是處在一個邊緣。疫情暴露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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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世界中的巨大差別。無論我們喜歡與否，病毒尤其將現實擺在了我們的眼前和中心，那

就是在這個被稱為地球、在太空中飛馳的、小小的飛行物體上，我們同屬一個人類大家

庭，雖然豎立牆壁、國界和邊界是我們作為人類的天然傾向，病毒卻提醒著我們，它對於

這裡面的任何一樣都毫無敬意。 
 
我不得不說，美國各州認為病毒會遵循他們的意圖只在各自的州界內肆虐而不蔓延至鄰州

或是整個世界的荒謬想法讓我們清楚看到我們是多麼的荒唐可笑。 

 
世界各國也是這樣想、這樣做的。事實是病毒根本不在乎種族、國家、政黨、宗教信仰， 

它什麼都不在乎。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裡真的有一個“我們都脫不了乾系”的時刻，這次

的疫情就是這樣一個時刻。可是我們的反應卻遠遠算不上是一個壓倒性的一致反應，或是

一個能給與我很多安慰的反應。 

 
當然，病毒和喬治·弗洛德先生的殉難再次突顯了我們作為一個教會所存在的某些同樣的

差異。正如我去年所說的，我們作為教會也好，或是作為基督徒個人也好，我們依然有人

的特性，所以不能免責。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必須為此贖罪和進行修復。我們的信仰所做

的，或者說我個人的信仰所做的，就是給予我對這個可能性的盼望和保證。我不可以放棄

這個可能性。 

 
在去年的教區大會上，感謝我們的“有色人士圈”以他們的脆弱性勇敢地做見證，你們因

此壓倒性地通過了一系列的決議來幫助我們作為教會開始扭轉這種局面。那是同樣勇敢的

舉動，也是早就該有的舉動。正如在去年的大會快要結束時我多次說到以及試圖要說的，

我們只不過是完成了最簡單的部分。 

 
事實是，教會往往就像我們在去年大會上所做的那樣，就是簽署各種說得都對或是大部分

都對的決議，指示我們、甚至呼籲我們頒布這些決議。但是，太多的時候，在那裡會出現

分崩離析。我們的工作也就在那裡停滯不前了。 

 
過去的一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次考驗，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考驗的其中之一是我們作

為奧林匹亞教區，能否採取下一步行動而不是陷入常規模式。 

 
首先，讓我簡單地列出一些即使面對這些考驗我們去年也完成了的事情。在我提到具體事

情之前，我想單純的對你們所有人說，也請你們回去後向你們當地的會眾轉達，謝謝你

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以不可思議的方式一起適應、一起事奉、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並且在我們共同向這個新的現實轉型的時後，在許多情況下一起操練巨大的耐心和恩典。 

 
牧師和平信徒領袖不得不真正的開始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發展教會事工。在去年，我

們曾希望疫情會在這一年裡結束，一切都畫上句號。然而，再一次，我要藉著我們的分歧

說，我們仍然還在為結束這個疫情時代努力掙扎著。 

 
我們在兩年前怎能想像的到，當今天你說出“你還在靜音狀態”時，我們中會有多少人能

確切地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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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兩年前根本不會上網設置自己要開的 Zoom會議。今天, 我都可以做公司的首席執行

官了，你們中的大多數人也都可以！ 

 
當我們慢慢從疫情中走出來時，最艱難的日子也可能即將來臨，因為我們不單單是提供網

上崇拜了，而是要同步舉行網上崇拜和現場崇拜了，而且在物是人非的情況下做這些事。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們每個人都不一樣了。 

 
神職人員和平信徒領袖們都筋疲力盡了。僅僅是活過這段日子已經令人疲憊不堪了。不

過，與此同時，看著你們、也看著我們，一起適應現狀，卻是無比的鼓舞人心。 

 
以下是我認為我們在應對這一新現實時做得很好的一些事情。 

 
• 作為一個教區，我們開始意識到並專注於神職人員的身心健康。我們是通過網上或

其它方式做的一次健康調查、退修會和其它服務做到這一點的。明年我們也將繼續

關注神職人員的身心健康。 
• 我們使用全新的網上聯絡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服務我們的平信徒領袖和神職人

員，例如神職人員和平信徒領袖健康網上講座、堂務委員會/BC 培訓日、製作過渡

視頻，以及好管家的專案資源等等。以上這些以及很多類似的全新的和具有新效果

的服務幫助我們在整個教區範圍內將領袖操練和期望達到標準化。 
• 我們試行了一個網上和實體相結合的教會發展學校，進行得很順利，可能會提高和

改變我們將如何把教會發展學院發展成為跨教區和跨宗派的事工。在疫情期間，教

會發展學院持續地在整個聖公會範圍中成長和擴大。 
• 我們與龜島同一崇拜有色人士圈合作，並對如何在不侵占的前提下欣賞原住民和其

他族裔文化的崇拜習俗展開了重要對話。 
• 我見證了我們所有人學習在網上建立聯絡的新技能，相比於上次的教區大會，這些

新技能在為本次大會做準備工作時變得更加明顯。對於此次大會的順利進行，我少

了許多的焦慮和擔心。我希望你們也是這樣。你們都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你們適

應了，我們適應了。 

 
我只想單純的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謝謝這個教區裡的任何地方的所有的

人，包括平信徒、神職人員、年輕的和年長的、農村的和城市的、小教會和大教會。我為

你們的創造力、創新精神、毅力、盼望、以及在某些最艱難和最痛苦的時刻依然看到正面

機會的能力而感謝你們。 

“只有上帝知道你為一路走來所傷害過的人付出的代價”。 
《只有上帝知道》， 約翰 · 普林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

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馬太福音》5章 23 至 24 節 

 
“在一個人痊癒之前，他必須承認自身的病。在一個人找到光明之前，她必須知道

自身的黑暗。在一個民族被原諒之前，它必須承認自己的罪。《贖罪日懺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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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要承認並重申，主教辦公室的主要目標是服事你們、裝備你們、並召集你們在

世界中成為基督的身體，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做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包括圍繞著此刻正處

於核心地位的種族主義所做的令人感到不適的工作。教會恰恰是一個最合適的地方，讓我

們學習接受這種不適感、學習跨越差異去愛人、以及學習如何以真正具有影響力的方式悔

改。我不斷地思考也不斷地說，如果我們作為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都不能做到的話，我

不確定還有誰能夠做到。而且，如果我們做不到的話，那我們到底是誰呢？如果我們不能

以身作則的話，那我就真的覺得作為一個整體，我們都完了。在我們宣講、活出和為我們

宣告的真理付出行動的歷史中，今天必定會成為一個重要時刻。 

 
作為主教和一名工作人員，我想說，在教區、教會和世界上消除種族主義的工作，在上次

大會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一個願望、一個盼望，一個既定的目標，但是正如它

對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所做的那樣，喬治·弗洛德先生的殉難震撼了我們的世界、震撼了

教會、震撼了我們以往的反應或是缺乏反應。同時也打開了我們的眼睛，我說的我們是我

們的工作人員和我自己，看到了我們的工作尚未完成的非常真實的現實。更重要的是，在

這個教區的許多角落，有許多的人因為種族主義所受的傷害不僅來自於世界，同時也來自

於我們的教會結構內部、以及擔任主教的我個人。 

 
簡而言之，我們所愛的 BIPOC肢體（非洲裔、原住民、有色人士）曾經在奧林匹亞教區受

到體制性種族主義的傷害，而不相信教區領導人能夠忠實地執行這項工作，因為我們在領

導和決策時共同作出了傷害我們 BIPOC肢體的決定。 

 
今天，你們將在我的講話中多次聽到我說這不是我們的意圖。我相信這是真的，但是不良

影響已經造成。我們也必須相信這不良影響是真的，我們要承認，並要開始為此贖罪。 

 
如果今天的大會有一個主題的話，這就會是我們的主題，至少佔絕大部分。我們必須停止

在我們意圖的舒適中深陷下去，並要睜開眼睛看見我們沒有看到的不良影響。說到底，意

圖是永遠不夠的，意圖只不過是框架、願望、希望、目標而已。從某種意義上你可能會

說，這個教區在我們上次的大會上提出了一個相當充分的意圖。其影響還有待觀察。這項

工作正在進行中，該做而未做的工作遠比已經做了的工作要多得多。 

 

我們可以回顧歷史並說我們已經這樣做了，特別是已經一遍又一遍地把話說出來了。然而

除此以外，我們並沒有做更多。而且，我們幾乎從不冒著風險去觸碰真正的問題、我們所

做的決定產生的影響、我們的行動、而且最常見的是我們的不作為或是忽視。 

 

對我來說，在過去的一年裡我看到過的最令人信服的抗議標語之一上面寫著：“喬治·弗

洛德不是一通叫醒服務的電話，這個電話鈴聲從 1619 年就開始響了，你們所有人都只不

過是不停地按下打盹按鈕而已。” 

 
對我來說，這個標語做了總結。那個牌子上的“你們所有人”指的是白人、是主流文化、

是我。打盹按鈕是意圖、是陳詞濫調、是空洞的言辭，我們的話語甚至採取的行動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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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壓制下去。我們必須繼續前行才能產生影響。我們必須停止試圖終止以往的聚光燈和

真相，相反的，我們要去處理它、承認它、審視它、甚至為此道歉。 

 

我們要讓叫醒服务的铃声一直响着，然後醒过來，勇敢地注视着影響，並抗拒按下打盹按

鈕的衝動。 
 
就主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而言，在上次大會之後以及在展望今年的時候，我們對於以下幾

個方面達成了一致的意見： 

 
1. 把結束教會種族主義傷害以及對因此受到影響的人士的牧養關懷排在優先順位。 
2. 在以下方面做出榜樣： 

a. 承認我們的過錯， 
b. 當我們冒犯、侵占、失敗或絆倒人時及時道歉，並且 

c. 及時溝通我們將會實行的新的或是改正的行為或政策或程序。從本質上講，

不單是道歉而已，還要提出製止該情況再次發生的計劃。 
3. 在以下領域提供各種學習機會和資源： 

a. 跨文化能力， 
b. 種族主義、反種族主義和抵制種族主義， 
c. 少數族裔和多元文化事工。 

 
在去年的大會裡，有五項關於該主題的關鍵決議被提交。你們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這些決

議。而且，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的工作人員在與有色人士圈和教區範圍內的其他領袖同

工時，持續地以這些決議為先和為中心。關於這點我之前說過了一些。還有，有色人士圈

的成員在昨天我們所觀看的錄像裡對於已經做了的事情和該做還未做的事情做了發言。從

很多方面來說，這些內容是本次大會的意圖。現在，我們要開始仔細研究和規劃，使其產

生影響。當然，我們希望產生積極的影響，而不是盲目的和消極的影響。 

 
有色人士圈勇敢地和親切地分享了他們所受到的來自於這個教會、來自於和他們共享教會

的主流人士們、來自於我們的工作人員、來自於我的辦公室、以及來自於我個人的一些傷

害，這也許是我在歷屆教區大會上經歷過的最讓我感動的時刻。我相信，這些錄像仍然張

貼在我們的網站上。我敦促大家在本次大會結束後，回去再聽一遍，再一次聽見他們的聲

音。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的辦公室開始與有色人士圈討論聘用一位工作人員來專門負責這個領

域的可能性。有色人士圈已經提出了“多元文化事工與團體轉型法政和事工助理”的職能

描述。 

 
非常感謝你們在昨天批准了基於該需要而更大膽和更高額的預算提案。而且，我會將它稱

為現在就應該做的必要投資。該預算包括了比 2021年的預算增加了 8%的經費，以及一個

全職的法政和事工助理的職位。這位法政將會成為有色人士圈的同工夥伴，並成為主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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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的行政成員。目前，一個由有色人士圈提名並由我任命的搜尋委員會正在尋找合適的

人士填補這個職位空缺。 

 
正如你們的聖職法政艾麗安·大衛森常掛在嘴邊的那句大實話，“這項事工以信任的速度

向前推動”。 

 

“只有上帝知道你為一路走來所傷害過的人付出的代價”。 

《只有上帝知道》， 約翰 · 普林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

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馬太福音》5 章 23 至 24 節 

 
“在一個人痊癒之前，他必須承認自身的病。在一個人找到光明之前，她必須知道

自身的黑暗。在一個民族被原諒之前，它必須承認自己的罪。《贖罪日懺悔文》 

 
最後，在今天，我想談談在過去一年裡的我的個人工作。今年，我們有幾位工作人員有幸

接受了“從交叉女權主義途徑到非強制性領導能力”的培訓。當我帶著些許恐懼參加這個

培訓時，順便說一句，如果你們真的要深入這項事工，你們也會有並且應該有一些同樣的

感覺，我同時也有一些猶豫，想知道我對女權主義的研究是否與我的工作有關。我可以如

實地說，這是我一生中最賦予生命和揭示真相的體驗之一。當你被要求去做任何這一類工

作，請記住，如果你沒有絲毫的害怕、擔心、不確定、不平衡，那麼你可能還沒有做到你

的工作需要你做到的深度。今年，我也必須要做。 

 
我們的教練金伯利·喬治非常了不起。我想讓你們知道，通過這項研究、輔導、閱讀，特

別是黑人婦女神學和寫作，以及擺在我面前的挑戰，我被喚醒並認識到的一些事情可能會

讓在聽我說話的你們中至少有一半的人翻白眼，或是仰望上帝說，哦，主啊，還要多久

啊？或者，如果你夠慷慨，是時候請你帶著微笑來思考了！我明白這些，我受到的啟示是

這樣的。 

 
因為我在這個職位上的權力、因為我是白人、因為我是男性、因為我有特權、因為我是這

個國家和世界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因為以上的這一切，任何人、任何人士，在和我打交道

時都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情緒勞動來支撐他們和我之間的關係。這九個月的培訓中，我認識

到自己造成了他人多少的情緒勞動，有時候甚至因此受益。我是故意利用自己的優勢嗎？

嗯，肯定不會一直是。但如果我是誠實的，我當然知道自己可以利用這個優勢，我曾經、

已經在不總是妥當的、不總是正確的、也不總是符合我的角色和職位的情況下利用過這個

優勢。 

 
在所有我自認為看得很清楚的方面，其實存在著更多的盲目性。我對許多人造成的情緒勞

動是我在未來必須要處理和贖罪的，並希望自己的內心可以得到修復和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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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受邀與雷切爾·塔伯-哈密爾頓牧師和傑瑞·石岐法政進行面對面的交談，由此

開始了艱鉅的和長期的努力重建信任的工作。他們兩位在那次討論中都表現得極其勇敢和

親切，我想要為此公開對他們表示感謝。在討論的過程中，我瞭解到了我過去的行為、言

語、我的不作為，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我的疏忽對他們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我相信我並沒有

了解到一切，還有更多的情況是未知的。特別是石岐法政，他勇敢地分享了在我早期擔任

主教時他的經歷。雖然我不是有意傷害他，但是對他造成了不良影響。我現在明白了，並

承認這此事。雖然很難讓石岐法政相信，儘管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存在分歧，但我從未懷

疑過他的奉獻精神、他的委身、他在基督裡的門徒身份，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的名

譽。那正是我賦予他名譽法政的原因。他是這種名譽的最高典範。 

 
然而，用石岐法政自己的話說，他形容我對他和他周圍的人的方式是殘忍和虐待的。這聽

上去很難接受。正如我所說，我不是故意那樣做的，但現在我明白那就是不良影響。所

以，今天，在你們所有人面前，我想向石岐法政為他在我手中所遭受的痛苦公開道歉。 

 
我不期望靠著這個道歉得到寬恕，也不期望因此讓過去的事情不再受到更深入地查驗和審

視。 

 
我懷疑我還有更多的歉要道，還有更多的修復工作要做。我懷疑有些事情已經無法完全修

復了。 

 
我也需向雷切爾·塔伯-哈密爾頓牧師道歉，她也已經慷慨地開始與我分享我曾對她造成

的不良影響以及我對她造成的情緒勞動。這項工作正在持續進行著。 

 
這是我的工作，我想這也是你們的工作。你們和我一樣，在這方面是一個新手，但我還是

要挑戰你們開始這方面的工作。因為那篇《贖罪日的懺悔文》說的很對。 

 
 “在一個人痊癒之前，他必須承認自身的病。在一個人找到光明之前，她必須知

道自身的黑暗。在一個民族被原諒之前，它必須承認自己的罪。” 

 
這在過去不容易做到，在未來也不會是件容易的事。但我相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

我們關於“愛的社區”的願景。我不得不對你們這樣說，這讓我很痛苦，但我抱著終極的

決心認定了這條道路。儘管會困難重重，但是為了在我們的教會裡做成此事，我們都必須

要參與到其中。有些事我可能和你並肩同工，有些事可能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你們能做的

更好。所有的這些事情都還在桌子上放著等待我們去進行。不管如何，我們不能錯過這個

勢頭、這個時刻、這個契機，我們不能按下打盹按鈕。 

 
成為教區主教會遇到的情况之一是沒有真正的上崗培訓手冊。我記得來到這裡，覺得自己

掉進湍急的河裡，我在裡面喘著粗氣，試圖保持把自己的頭露出水面，試圖活下來就好。

我也記得在我任職時，我的傲慢非常可笑地試圖讓我在這樣做時看上去非常的安全和沈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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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比喻分崩離析了是因為身處湍急的河流中，幾乎無法保持把頭露出水面，不會是一個

看起來平靜的、沉著的、和自製的地方。這是假裝鎮定，而我擅長此道。對於一個好的領

導者來說，在困難的情況下保持不急躁、不崩潰、看上去很鎮定，有些時候這樣做是必要

的。但是同樣的技能也可以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情況下用在好的事上和壞的事上。這兩著

我都做過。 

 
我已經不是 14 年前回應你們呼召的那個人和那個主教了，但我擁有這 14 年的光陰。我知

道自己在以前犯了許多錯誤。作為人類，我確定自己還會犯更多的錯誤。 

 
我不確定我是否能找到一種方法來停止犯錯。但我相信，我們可以學習如何減少犯錯，如

何認識錯誤，如何為這些錯誤贖罪，以及如何努力使我們所犯的錯誤對他人所造成的掙扎

更容易些，所造成的情緒勞動更少一些。我在此承諾，要和你們或任何在未來我與之同行

的人一起為此努力。 

 
我說這些不是想以此為藉口， 也不是希望因此而獲得通融。我沒有資格獲得其中任何一

條。我在這裡說，是為了誠實的與你們分享一些我個人的工作和擺在我面前的挑戰，我熱

切的希望你們也能接受這些挑戰。 

 
在去年的大會上，當我們通過了一些關於這項工作的嚴肅決議時，我不得不說我當時和大

多數牧師一樣自言自語對自己說教和提醒你們，這只是容易的部分。通過各項決議、在嘴

裡說說、制定一個計劃和目標、甚至一個“愛的社區”的願景，都是容易的事。然而，困

難的部分仍然擺在我們面前，最難的那些部分，我們尚未觸及。 

 
這項工作已經蒙福地開始了，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今天站在你們面前承認，我還

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此，今年是時候帶著我們的希望、我們的願景、我們對“愛的社區”的渴望，開始重建

信任的艱苦工作，而這種信任對於實現我們的願景至關重要。我們能達到目標嗎？我真的

不知道。有那麼多的事情需要到位，有那麼多事情仍然需要糾正、承認、和原諒。我所知

道的和所相信的是，這項工作必須開始，必須在誠摯中、在本地、在你們的環境裡開始，

最終延伸到你們的內心，每個人的內心。 

 
去年，我們一起抵制了按下打盹按鈕的衝動。叫醒服務的鈴聲還在響著。鈴聲持續得越長

，誘惑就越大；鈴聲越難以忍受，誘惑也越難以克服。想要按下打盹按鈕，回頭繼續睡，

等待另一個可怕的時刻。這個可怕時刻使我們走到這裡，但沒有走下去。 

 
讓我們抵制誘惑。讓我們任叫醒服務的鈴聲響個不停。讓我們不要按下打盹按鈕。 

 
在今天致詞後將要進行的討論中，那恰恰是為什麼我們要按現在的方式，請你們與你們本

地的代表們參與到這個議題的討論中。你們可以就以下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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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更接近和解並成為耶穌的愛的社區的盼望： 
 

• 作為一個教會，你們在一起會做些什麼來審視和承認過去所犯的罪，並減少不信任

和懷疑？ 
• 在你們個人的屬靈生命和實踐中，你們打算做些什麼來反思自己的罪並且重新建立

關係？ 
• 你們會如何幫助你們的會眾抵制按下打盹按鈕的衝動？ 
• 在你們本地和你們的處境中，你們將在一起做些什麼來開始審視過去、承認以往所

犯的罪、盡可能多地消除不信任和猜疑，以便你們能夠向著和解與愛的社區更加靠

近？ 
• 還有，作為個人，在你自己的靈魂深處，你打算做些什麼使你能夠向著和解和愛的

社區更加靠近？ 
 

只有上帝知道你為一路走來所傷害過的人付出的代價”。 

《只有上帝知道》， 約翰·普林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

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馬太福音》5章 23 至 24 節 

 

“在一個人痊癒之前，他必須承認自身的病。在一個人找到光明之前，她必須知道

自身的黑暗。在一個民族被原諒之前，它必須承認自己的罪。《贖罪日懺悔文》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