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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
我们认识到全球教会经常忽视社区中的女性声音。
我们致力于关注这些声音，包括经历，观点，欢乐和痛苦。
我们致力于关注世界上最脆弱的人口和地区中的妇女和女孩，特别是那
些生活在极端贫困或残疾人群中的妇女和女孩，那些因人口贩运而受到
威胁，因信仰而受到迫害，被剥夺了教育和法律权利的的妇女和女孩
——也就是最容易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歧视。
我们承诺辨别所有妇女和女孩的属灵恩赐，以便利用上帝为整个教会的
全部健康和力量所提供的资源，使它在我们社会的每个部门中体现出来
。

行动
我们都必须采取以下行动：
进行积极的对话，哀悼，忏悔我们的错误及其造成的痛苦，寻求和解;
相信这是让我们的社区在基督里获得更多权力，为女人，女孩，男人和
男孩提供更安全的地方的第一步。
庆祝全球各地教会中女性的力量，勇气，恩赐和工作。
团结一致，去解决问题，就是那些我们关注的，与最弱势群体特别是极
端贫困和面临信仰迫害的人群有关的问题。
通过模仿基督仆人领导的榜样，奉献我们的恩赐和机会，使我们的地方
教会和全球教会更坚固，发展和成熟。
致力于男女之间的合作。vi
装备妇女和女孩，让她们担任教会和更广泛社会的领导职务，包括培
训、发展，和充分利用创新资源。
我们呼吁全球教会的男女行动起来，使女人，男人，女孩和男孩都能接
受和使用他们的属灵恩赐，来加强教会的工作，并见证上帝的荣耀。
vi

以弗所书 5:21，约翰福音 17：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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