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經 經 文 

和好— 

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 

格後 5：14-20 

 
「因為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因我們曾如

此斷定：既然一個人替眾人死了，那麼眾

人就都死了；他替眾人死，是為使活著的

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替他們死而復

活了的那位生活。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再按人的看法認識

誰了；縱使我們曾按人的看法認識過基督，

但如今不再這樣認識他了。所以誰若在基

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

去，看，都成了新的。這一切都是出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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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他曾藉基督使我們與他自己和好，並

將這和好的職務賜給了我們：這就是說：

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不再追

究他們的過犯，且將和好的話放在我們的

口中。所以我們是代基督作大使了，好像

是天主藉著我們來勸勉世人。我們如今代

基督請求你們：與天主和好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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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祈禱手冊由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
會（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及普世教會協會信仰與教
制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Faith and 
Order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共同編製。 

聖經經句節錄 

本手冊所引用之聖經章節均出自香港天
主教思高聖經學會所翻譯出版之思高本
聖經，為方便基督教同工明白出處，我們
附上基督教之章節名稱以便查閱。 

致「基督徒合一運動祈禱週」組織者 

※在一整年中尋求合一 

在北半球，基督徒合一運動祈禱週的傳統
時間為 1 月 18 日至 25 日。這個日期是
1908 年保祿威特遜（Paul Wattson）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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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以涵蓋聖伯多祿建立宗座慶日（1
月 18 日）及聖保祿歸化慶日（1 月 25 日）
中間的日子，因此具有象徵意義。而在南
半球，一月正是假期，所以各教會常常另
找日子來過祈禱週，例如在五旬節前後
（這是 1926 年信仰與組織合一運動所建
議的），這也是個對教會合一有象徵意義
的日子。 

由於日期是有彈性的，我們邀請你使用這
裡所提供的材料，請你在這一年內都找機
會來表達各教會已達成的共融，並為基督
所切望的圓滿合一共同祈求。 

※經文的編寫 

在準備合一祈禱週的材料時，會考慮到此
材料可以加以改編，以適用於各個地方。
因此，編寫時必須顧及各個地方的禮儀和
敬拜方式，以及整個社會和文化環境。有
些地方已設立了基督徒合一的組織，帶著
合一的精神，負責改編祈禱材料。我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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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其他地方也能以改編材料為誘因，而創
立類似的組織。 

※祈禱週材料的使用 

 為了那些在基督徒合一祈禱週，已經習
慣以單一的共同儀式一起祈禱的教會
和基督徒團體，我們備有合一崇拜程
序。 

 各教會和基督徒團體也可以把祈禱週
的材料加入自己原有的禮儀和崇拜中。
在合一崇拜儀式中的祈禱，可以使用本
手冊的禱文，或另外挑選適合當時情況
的禱文。 

 在祈禱週內，每一天都舉行崇拜儀式的
團體，可從本手冊摘取材料。 

 想按本手冊各主題來讀經的人，可以把
各主題的聖經章節及省思題目當作基
礎。在每天的討論後，都可以代禱轉求
作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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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參加團體祈禱而想要單獨默想的
人，可能會發現這些材料能幫助他們專
注於他們的祈禱意向。他們會注意到，
他們與全世界各地的祈禱者結合在一
起，祈求基督的教會更明顯的合一。 

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給 

主教團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和東方天
主教教會主教們的一封信 

謹代表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我很
高興將 2017 年基督徒合一禱告週的資料
寄給你們。這本小冊子是由一個跨國際的
委員會編寫的，該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宗座
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世界教會信仰和
教制委員會，內容是由全球代表德國不同
傳統的基督徒所提供的。 

 

這次的聖經主題，是「和好——基督的愛
催迫著我們」，聖保祿對格林多團體說的
話（格後 5：14），是這次題材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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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這個主題，是為紀念宗教改革 500 周
年，我們的注意力從那個時期分裂的痛苦，
轉向現今我們與基督的關係。透過深化這
種關係，我們可以克服分歧：對基督的愛
催迫著我們，承認其他基督徒的信仰，並
愛他們如同我們的弟兄姐妹。 

 

德國基督徒所準備的敬拜禮儀，是紀念
1989 年柏林圍牆的倒塌，並強調和好是
天主的恩賜。這個歷史事件是由德意志民
主共和國（東德）的和平祈禱運動所促成
的，人們在窗戶和門口放蠟燭，並祈禱自
由。一位 1989 年的東德領導層成員霍斯
特·辛德曼（Horst Sindermann）說：「我們
計畫了一切，也準備了一切，只是未曾準
備好來面對蠟燭與祈禱。」圍牆撤離的和
好是天主的恩賜，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已領
受這恩寵，就必須成為和好的使者，呼求
上主在任何分裂的情況賜下祂的恩典。這
就是通往基督徒合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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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冊子內容包括主題介紹，基督徒合一

敬拜禮儀，八日祈禱週的經文和反省問題，

以及說明德國基督徒合一的近況。這些資

料可應用在許多方面，並且不侷限於只在

基督合一祈禱週裡使用，而是在2017年裡

整年都適用。這些資料和翻譯也可在網上

找到：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pontific
al_councils/chrstuni/sub-index/index_week
s-prayer.htm 
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邀請你們將
這些資料交給負責協調基督徒合一祈禱
週的相關人員。我們強烈鼓勵大家將這本
手冊地方化，以便有效地反映出當地社會
和文化背景，並將此上傳您的主教團網頁
（如果有的話），好使其年輕化並觸及更
多青年人、青年團體和協會。請將手冊翻
譯，這也是個提供當地基督徒之間相互合
作的寶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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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我誠心的祝福，也感謝你們為基督徒

合一所做的努力。 
 
主佑 
    
    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 秘書長 
                    Brian Farrell 主教  

  
 

 

 9 



2017年合一祈禱週主題 

2017年主題的介紹 

和好 – 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 

（格後 5：14-20） 

德國：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發源地 

在1517年，馬丁·路德藉著公開95條論綱，

裡頭記載他在教會內所看到濫權事件的

論文，引起關注。 2017年是這件在改革

運動中有著重要地位的500周年紀念，此

改革運動影響了西方教會數個世紀。這個

事件在德國的教會關係史中一直是個具

爭議的主題，尤其是在過去幾年裡。德國

福音教會（EKD）從2008年以來一直為這

週年紀念活動熱身，每年都專注在改革運

動裡一個特定主題，例如：改革與政治，

或改革與教育。 EKD還邀請各方的合一

夥伴，共同紀念在1517年發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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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廣泛而有時困難的討論之後，德國的

教會同意，要團結合一的來一起紀念這個

改革事件，就需要 Christusfest ——基督

慶典的方式來舉行。如果把基督宗教信仰

的中心焦點放在耶穌基督和祂的和好工

作上，那麼所有的EKD合一的伙伴們（羅

馬天主教、東正教、浸信會、衛理公會、

門諾派和其他教派）就可以一同參加週年

紀念的活動。鑑於改革的歷史裡充滿了痛

苦的分裂，這項共識是一個顯著的成就。 

 

此外，信義會以及羅馬天主教基督徒合一

促進委員會在宗教改革週年紀念籌備過

程中，不斷努力達成共識。其中一份重要

的文件，『從衝突到共融』，認清這兩大

基督宗教傳統需要用合一的信念，及用五

十年來對話的成就為基礎，加上對自己教

派歷史和神學的新認識，用來準備這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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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週年紀念。通過那些宗教改革的辯論，

天主教徒現能聆聽馬丁路德對當今教會

提出的挑戰，也願意承認他是一個「福音

的見證者」『從衝突到共融』（第29號）。

所以經過幾個世紀的相互譴責詆毀，在

2017年，路德會和天主教徒將首次共同紀

念這改革的起源。 

 

根據這個協議和更廣泛的合一背景，我們

訂立了今年的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主題：

「和好 - 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 

（格後 5：14-20）。 

 

德國教會理事會（ACK）和 2017
年的改革周年紀念 

德國教會合作協會發起幾個紀念 1517 年

宗教改革紀念活動，其中一個主題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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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新的聖經寶藏」。在這活動裡，所有的

ACK 成員教會都以馬丁路德所強調「唯

獨聖經」的原則，寫下他們研讀聖經的方

法論，之後並出版成研經手冊。此外，

ACK 在位在 Wittenberg 的各個教堂，舉

行了象徵性的「朝聖」活動，讓每個到訪

的團體，藉以慶祝並表達自己與聖經的獨

特關係。ACK 並在 2015 年 4 月，舉辦了

名為「宗教改革 500 周年─到底是無法彌

補的分裂，還是蒙祝福的改革？」研討會，

並將研討會內容出版。 

 

為紀念這 500 周年慶，德國教會理事會

（ACK）應世界教會理事會的邀請，為今

年的基督徒合一祈禱週撰寫文獻。由十名

代表不同教會的委員，在 2014/2015 年舉

行了三次會議，制定所須的內容。包含對

祈禱週前的準備。本文適用於祈禱週聚會，

也同時紀念路德的教會改革。 

 13 



2017 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主題 

當德國教會合作協會在2014年秋天開會

時，大家很快就清楚地表明，這個為基督

徒團結而用一整週來祈禱的主題經文，需

要能傳遞兩個聲音：一方面，應該慶祝天

主的愛和恩典，就是「人可以單靠天主的

恩寵而得救」，藉以回應馬丁路德宗教改

革時教會主要關心的議題。另一方面，手

冊內容也應指出，隨著宗教改革而來教會

分裂的痛苦，現在仍讓教會受傷。所以當

公開承認過失，並提供歸於和好的機會。 

事實上，教宗方濟各2013年的宗座勸諭

『福音的喜樂』，勸諭裡引用：「基督的愛

催迫著我們」（第9號）也有助於這個主題

的形成。藉由這段經文（格後 5：14），

給格林多人第二封書信的整個第五章上

下文中，德國教會合作協會制定了2017
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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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經文：格後 5：14-20 

這段經文強調和好是天主給所有受造物

的禮物。「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

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且將和好的話

放在我們的口中。」（第 19 節）。天主這

樣行動的結果，就是在基督裡和好的人都

依序被召，好能在言語和行為上宣告這種

和解：「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第 14 節）。

「所以我們是代基督作大使了，好像是天

主藉著我們來勸勉世人。我們如今代基督

請求你們：與天主和好罷！」（第 20 節）。

經文裡強調，這種和好不是沒有犧牲的。

耶穌犧牲祂的生命，祂為所有人死。和好

的使者因祂的名，蒙召去以相似的方式生

活。所以他們不再為自己而活 ; 而是為

他們犧牲生命的基督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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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祈禱和聚會 

這段經文（格後 5：14-20），塑造八日

的反省，也提供了逐條經文神學的見解，

如下： 

第一天：一個人替眾人死了 

第二天：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 

第三天：我們從今以後，不再按人的看法

認識誰了 

第四天：舊的已成過去 

第五天：都成了新的 

第六天：天主藉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 

第七天：和好的職務 

第八天：與天主和好 

在基督徒合一祈禱聚會中，天主藉基督讓

我們與祂自己和好，這就是值得基督徒慶

祝的原因。聚會當中包括在聆聽天主聖言，

並在領受天主寬恕的甘泉之前，我們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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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罪。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向世界見

證和好的可能性。 

催迫我們去作見證 

基督的愛不單是催迫著我們祈禱，也要我

們為基督徒合一祈禱。各教會和教派間需

要天主和好的恩賜，來作為生命的泉源。

但最重要的是，教會間需要和好，基督徒

才能共同為世界做見證：「願眾人都合而

為一！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

就如祢在我內，我在祢內，為叫世界相信

是祢派遣了我。」（若望福音 17:21）。 

這世界需要和好使者，由他們破除障礙，

建立橋樑，締造和平，並以耶穌基督——

使我們與天主和好那位之名，開啟新生活

的大門。讓祂的聖神帶領我們因著祂的名

字走上和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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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撰寫這份手冊時，德國教會和

人民正接待從敘利亞，阿富汗，厄立特里

亞以及西爾幹半島國家尋求庇護和新生

活的難民，來實踐和好。通過實際的幫助

和強而有力的反仇恨作為，德國人民用行

動來見證和好。作為和好使者，教會主動

協助難民尋找新的家園，同時努力改善難

民祖國的生活條件。如果想讓逃離悲慘情

況的難民有希望和安慰，具體助人的行動

以及為和好與和平來一同祈禱，兩者是並

重的。 

願天主仁慈和好的泉源在今年的祈禱週

中滿溢，使許多人可以尋找平安，並能搭

起溝通的橋樑。願眾人和各教會都能蒙受

基督愛的催迫，善度和好的生活，一起將

分裂的圍牆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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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基督合一祈禱週資料的準備 

今年祈禱週資料以及主題的籌備工作是

由德國不同基督教派團體的代表共同參

與。這個全國委員會由德國基督教會合作

協 會 （ Arbeitsgemeinschaft Christlicher 
Kirchen / ACK ） 召 集 ， 由 Elisabeth 
Dieckmann博士領導。 

特別感謝ACK的領導人、全國委員會成員、

以及這本手冊編撰者： 

 Revd Dr. Eberhard Amon  
（Prelate, German Bishops Conference）  

 Pastor Bernd Densky  
（Baptist Pastor, Consultant of ACK）  

 Dr Elisabeth Dieckmann  
（Secretary of ACK, Catholic Church）  

 Revd Leonie Grüning  

 19 



（Pastor, Evangelical Church of 
Germany/EKD）  

 Revd Anette Gruschwitz  
（Pastor, Methodist Church）  

 Archpriest Constantin Miron  
（Orthodox Bishops Conference）  

 Revd Scott Morrison  
（Pastor, Independent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Mrs Ruth Raab-Zerger （Mennonite 

Church）   
 Dr Dagmar Stoltmann-Lukas  
（Consultant of the Bischöfliches 
Generalvikariat, Bishop’s Vicariate General）  
 Revd Jan-Henry Wanink  
（Pastor, Reformed Church in Germany）  
 Revd Allison Werner-Hoe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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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 Evangelical Church of 
Germany/EKD）  
 Mr Marc Witzenbacher （Consultant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 of 
Germany/EKD）  

本小冊子的內文是由普世教會信仰和教

制委員會以及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

會所推派的國際委員在共同舉行的會議

上定稿的。委員會成員於 2015 年 9 月在

德 國 維 滕 貝 格 （ Wittenberg ） 的

Luther-Hotel 酒店舉行了全國委員會會議。

感謝 ACK 慷慨地主辦會議和熱情招待。

特別感謝 Bernd Densky 牧師的大力幫忙。

當地信義會牧師 RevdJürgen Dittrich 也陪

同並指導工作小組參訪 Wittenberg 和艾斯

萊本（Eisleben），他是薩克森 - 安哈爾

特地方教會合一工作的負責人。訪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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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維滕貝格（Wittenberg），參觀馬丁·路德

與他的家人的故居，也是他離開埃爾福特

（Erfurt）的修道院後工作的地方。小組

還去了著名的城堡教堂，這位德國的改革

家可能就是在這裡釘上他的 95 條論綱。

同時還訪問了路德的出生地，以及他在艾

斯萊本 Eisleben 的受洗的教堂。這些參訪

使人加深對馬丁·路德在德國改革的意義

並了解其影響。與當地跨基督教派代表的

晚會，更助於了解德國的信仰，尤其是德

國東部的教會狀況。 

合一禮儀程序 

禮儀概論 

和好——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 

（參閱格後 5：14-20） 

 22 



紀念宗教改革 500 周年 

德國教會決定用「基督慶典」來紀念宗教

改革，就是將普世教會合一榮耀歸於基督。

宗教改革是通過在耶穌基督裡的信仰，重

新焦點於靠恩典得救的機會。因著以基督

十字架為中心的上主救贖，我們得著了喜

樂，靠著基督，我們克服隔閡，祂並讓我

們同在一起。這個敬拜公開地告明這份信

仰，並為著宗教改革所帶來基督徒分裂的

罪過來尋求原諒。這個聚會儀式為著榮耀

基督，並為著祂讓分裂的基督徒轉變為基

督的和解使者，這一個合一行動來讚美。 

禮儀內容 

這次的主題「和好——基督的愛催迫著我

們」，是在慶祝我們透過相信耶穌基督所

領受那不會改變的和好。基督的愛成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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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超越彼此隔閡，成為和好行動的驅

動力。 

藉由聖詠與聖歌，我們靠耶穌的名來頌讚

上主奇妙的作為。我們告明基督徒分裂的

罪，並祈求赦免，並通過宣講上主的話來

闡述那「為眾人而死」的基督和好的行動

（格後 5:14）。信徒再藉著領受成為和好

使者的召叫，來回應這個好消息。 

在禮儀中的象徵行動：圍牆 

前東德的和平祈禱運動，就是人民為了自

由在窗戶或是走道點燃蠟燭的運動，柏林

圍牆在 1989 年終於被拆毀。前東德的一

位政治領導者 Horst Sindermann 就曾指出：

「我們計畫了一切，也準備了一切，只是

未曾準備好來面對蠟燭與祈禱。」這就為

何我們用建築與拆毀「圍牆」，來表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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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分裂，以及我們尋求的和好。這可

以成為我們的盼望，來克服任何無法超越

的分裂之處境。所以，通過在告明我們罪

的時候象徵性地構築一道「高牆」，在宣

講信息的時候有形地呈現這道「高牆」，

並在禮儀最後將這道「高牆」拆毀來建構

成代表盼望的十字架，這一些動作讓我們

得著勇氣講出這些可怕的分裂，並靠著天

主的幫助來克服它。 

程序/素材：建立與拆毀高牆 

「因我們的罪而分離」：在簡短的開場白

之後，一部分教友將構築一個分隔的高牆，

代表我們所告明的罪與分裂。這座高牆持

續立著，直到標題為「信仰的回應——平

安禮」的部分。在這時，石子將從高牆取

出，並排成十字架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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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禮儀場地的規模，以下的材料是這個

象徵的行動劇所需要的：十二個相同大小

的紙箱（例如鞋盒、置物箱），外面用包

裝紙包著做成像「石塊」的樣子。在十二

個紙箱的前面，每個紙箱寫上一個關鍵詞，

例如缺乏愛心、仇恨與輕蔑、假見證、歧

視、逼迫、破壞合一、不寬容、宗教戰爭、

分離、權力濫用、自我隔離、以及驕傲。

當唸到每個罪惡時，這個「石塊」就被拿

到台前築成「高牆」。在一段默想之後，

拿石頭者做認罪禱告祈求赦免，會眾則用

「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

樣。」來回應。 

 

在宣講上主的話之後，接著是為和好的祈

禱。當這高牆被拆毀並且石塊被排成十字

架的形狀之後，吟唱一首關於和好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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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榮耀十字架的聖詩。 

在規模比較小的禮拜當中，可以用個人的

信仰見證來擴充或取代這個關於高牆的

行動劇。第一部份的個人信仰見證，將闡

述對別人造成傷害的情況。在第二部分的

個人見證，可以講述關於信仰的回應，和

好以及醫治的故事。 

 

蠟燭 

念信經宣認信仰之後，會有四段禱詞。在

每一次祈禱之後，三個人可以用同一盞火

源（例如逾越節燭台）來點燃蠟燭，並且

站在十字架旁直到標題為「基督大使命」

這個段落。隨後十二個人拿手中的蠟燭將

火傳給所有會眾，點燃大家的蠟燭。這個

禮儀將以祝福與派遣做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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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因耶穌的名聚會 

【聚會用讚美詩】（曲目將根據主辦單位

來做選擇） 

（進堂遊行：執事/司祭持聖經或福音進

入） 

【致候詞】 

主禮：因父、及子、及聖神的名。 

會眾：阿們 

主禮：願上主的恩典與平安，就是那藉著

基督與我們和好的上主，與你們同在！ 

（格林多後書 5:18） 

會眾：也與你同在。 

主禮：親愛的主內弟兄姐妹們，今年很多

基督徒和教會將紀念宗教改革 500 周年。

宗徒保祿提醒我們說：上主藉著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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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與祂和好，又用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擔起勸人和好的職分。讓我們在聖神內合

一，一同敬拜讚美上主！ 

【聖詠第 98 篇（唱） 或 一首有關讚美

的讚美詩】 

II. 因我們的罪而分離（認罪） 

【邀請來認罪】 

主禮：在歷史的進程中，在教會中有許多

的革新運動，為的是能夠更好地與教會的

領袖——耶穌基督相連接。然而這些運動

有時會帶來未曾料想到的分裂。這樣的景

況與耶穌在若望福音 17 章 23 節中，向天

父祈求的相違背。——「我在他們內，祢

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為叫世界

知道是祢派遣了我，並且祢愛了他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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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了我一樣。」。所以讓我們承認我們犯

了罪，並為因分裂而帶來的傷痛，能夠得

以寬恕與修和而祈禱。 

【靜默】 

主禮：請大家祈禱：天父啊，我們奉耶穌

的名來到祢的面前。我們已經經歷從聖神

來的更新，然而我們仍在築起分裂我們、

攔阻我們共融與合一的高牆。現在我們帶

著建築這座高墻的磚石，來到祢的面前，

求主赦免我們，醫治我們。 

會眾：阿們 

（每塊石塊上印著每種罪，依序呈上來堆

成一堵牆。在靜默一段時間後，由送石塊

上來的人領唸祈禱詞，懇求赦罪，會眾人

以「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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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回應） 

主禮：第一塊磚石，是「缺乏愛心」。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缺乏愛心的磚石） 

領 1：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 過去沒有能夠愛主愛人 祈求饒恕。我

們謙卑地祈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主禮：第二塊磚石，是「仇恨與輕蔑」。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仇恨與輕蔑」的

磚石） 

領 2：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 我們彼此之間的仇恨與輕蔑 祈求饒

恕。我們謙卑地祈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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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主禮：第三塊磚石，是「假見證」。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假見證”的磚

石擺上） 

領 3：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 我們彼此之間所作出的控告和假見證 

祈求饒恕。我們謙卑地祈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主禮：第四塊磚石，是「歧視」。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歧視”的磚石

擺上） 

領 4：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 我們彼此之間各樣的歧視和偏見 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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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饒恕。我們謙卑地祈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詠唱回應：「主，饒恕我們」。】 

（主辦的教會可以選擇自己的聖歌來作

回應） 

主禮：第五塊磚石，是「逼迫」。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逼迫」的磚石擺

上） 

領 5：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 我們彼此之間各樣的逼迫和傷害祈求

饒恕。我們謙卑地祈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主禮：第六塊磚石，是「破壞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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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破壞合一」的磚

石） 

領 6：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破壞教會的合一，祈求饒恕。我們謙卑

地祈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主禮：第七塊磚石，是「不寬容」。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不寬容」的磚石） 

領 7：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在過去宗教不寬容的年代，將我們的弟

兄姐妹從共同的故土上驅逐出去而祈求

饒恕。我們謙卑地祈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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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第八塊磚石，是「宗教戰爭」。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宗教戰爭」的磚

石） 

領 8：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所有因祢的名而挑起的戰爭 祈求饒恕。

我們謙卑地祈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唱詩回應：「主，饒恕我們」。】 

 

主禮：第九塊磚石，是「分離」。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分離」的磚石） 

領 9：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我們彼此分離，偏離使萬物和好這一共

同的呼召，祈求饒恕。我們謙卑地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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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主禮：第十塊磚石，是「濫用權力」。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濫用權力」的磚

石） 

領 10：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我們濫用權力祈求饒恕。我們謙卑地祈

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主禮：第十一塊磚石，是「自我隔離」。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自我隔離」的磚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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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11：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我們將自己與主內的弟兄姐妹以及教

會隔離祈求饒恕。我們謙卑地祈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主禮：第十二塊磚石，是「驕傲」。 

（擺上一塊寫有關鍵字「驕傲」的磚石） 

領 12：恩慈的上主，基督的愛勸勉我們，

為我們的驕傲，祈求饒恕。我們謙卑地祈

禱。 

會眾：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 

【唱詩回應：「主，饒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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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請大家祈禱。主啊，我們的上主，

看哪，這是我們所搭建起來的高牆，正是

它將我們彼此割裂分離。主啊，求祢赦免

我們的罪，醫治我們，幫助我們越過所有

區隔我們的高牆，使我們能在祢裡面合而

為一。 

會眾：阿們。 

【讚美詩/唱詩/默想的音樂】 

 

III. 與上主和好——聆聽上主的道 

【讀經一】：（從八日祈禱的經文裡選出最

適合當地狀況的經文） 

【答唱詠】： 聖詠 18：25-32 

回應：我愛祢，我的主，祢是我的力量。 

仁慈的人，祢待他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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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人，祢待他正直； 

純潔的人，祢待他純潔； 

乖戾的人，祢待他乖戾。 

卑微的人，祢必要救起； 

傲慢的人，祢必要輕視。 

回應：我愛祢，我的主，祢是我的力量。 

上主，是祢使我的燈籠放光， 

我主，是祢把我的黑暗照亮。 

仗著祢的助祐，我衝上了戰場； 

靠著我的天主，我跳過了城牆。 

天主的道路是完善的； 

上主的言語是精煉的； 

凡是投奔祂的人，祂必作他的後盾。 

除了上主以外，還有誰是天主？ 

我們天主以外，還有誰是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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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我愛祢，我的主，祢是我的力量。 

【讀經二】:（從八日祈禱的經文裡選出

最適合當地狀況的經文） 

阿肋路亞（唱） 

【福音】：（從八日祈禱的經文裡選出最適 

合當地狀況的經文） 

 阿肋路亞（唱） 

【講道】 

 

IV 信仰的回應——平安禮 

（與此同時，牆拆除，磚石被擺放成十字

架的形狀，可唱一首有關和好的聖歌，或

是有關十架榮光的歌） 

主禮：請大家祈禱。慈悲的天父，我們聆

聽了祢的聖道，是祢透過你的愛子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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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並借著聖神的大能轉變我們如石頭

般剛硬的心，與我們重新和好。求主幫助

我們擔起使人和好的職分，修和教會之間

的分裂，使我們能在世成為播撒祢平安種

子的器皿。 

會眾：阿們。 

【平安禮】 

主禮：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請大家

互祝平安。 

【詠/唱讚美詩】 （收奉獻或收捐） 

V 信仰的回應——宣告和好的信念 

【彼此代禱】 

（在每一次祈求後，三個人點從中間的火

源（例如 復活蠟）點亮他們的蠟燭，隨

後站在十字架的周圍直到 VI 階段開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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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1：全能的上主，祢差遣祢的愛子主耶

穌基督，使世人與祢和好。我們讚美祢，

因為藉著聖神的大能，將福音傳給萬國萬

民。我們感謝祢，因為在世界的各處，都

有奉祢名向祢祈禱，為祢做工的僕人聚集

在一起，成為愛的團體。願祢的聖神喚醒

我們，讓我們在祢裡面都能有一顆饑渴慕

義，尋求合一的心。我們同聲祈禱。 

唱/說 答：求主俯聽我們。 

（留出足夠的時間讓助手從復活蠟上點

亮他們的蠟燭） 

領 2：慈悲的上主，我們為我們的教會而

祈禱。求祢讓真理和平安充滿教會。我們

的信仰若是墮落，求主祢來潔淨；當我們

 42 



偏行已路，求主來歸正；當我們沒有能夠

傳播祢的福音，求主更新我們；賜給我們

力量，使我們能夠堅守真理；也求主為有

需要的人預備萬有；若有人彼此隔閡，求

主使他們重新和好。我們同聲祈禱。 

唱/說 答：求主俯聽我們。 

（留出足夠的時間讓助手從復活蠟上點

亮他們的蠟燭） 

 

領 3：創造萬有的上主，祢照著自己的形

象創造了我們，並賜下祢的愛子主耶穌基

督，救贖了我們。求主以慈悲憐憫看顧世

人，挪去佔據我們內心的驕傲與仇恨，推

倒分裂我們的高牆，使我們在主祢愛的聯

結中合而為一。當我們軟弱的時候，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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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堅固祢在地上所行的一切旨意，使萬國

萬民都能夠同心在祢的寶座前服侍祢。我

們同聲祈禱。 

唱/說 答：求主俯聽我們。 

 

（留出足夠的時間讓助手從復活蠟上點

亮他們的蠟燭） 

 

領 4：賜下生命的聖神，我們受造，在祢

裡面成為完全，也與我們的會眾弟兄姐妹

一起奉分享這世上的生命。求主祢喚起我

們心中的慈悲與愛心。賜給我們力量和勇

氣，在我們的鄰舍中為公義而服務；在我

們的家庭製造平安；安慰那些身心靈受苦

的人；將我們所擁有的與有需要的人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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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為了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能被主

來改變，我們同聲祈禱。 

唱/說 答：求主俯聽我們。 

（留出足夠的時間讓助手從復活蠟上點

亮他們的蠟燭）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 

願祢的名受顯揚； 

願祢的國來臨；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 

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凶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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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作基督的使者——基督的使命，和好

的職分 

（十二個人在會眾中間傳遞蠟燭，讓每一

個人都點亮自己的蠟燭） 

主禮：點燃的蠟燭是人類富有深意的象徵，

它照亮了黑暗，帶來了溫暖、安全與合一。

它象徵著基督，祂是世界的光。作為基督

的使者，我們要帶著光走入世界，走入黑

暗，走入那些有衝突、不和與分裂的地方，

走入那些阻礙我們合一的地方。願主基督

的光能夠在我們的思想、言語和行為上點

亮我們，使我們能夠重新和好。 

請接受基督的光，並將這光帶到世上每一

個黑暗的角落。讓我們擔起使人和好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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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讓我們一起來做基督的使者。 

【祝福和派遣】 

主禮：最慈悲的上主，我們向祢呼求。願

所有尋求和睦的人都能經歷到祢的幫助，

使他們能夠傳揚祢無窮的大愛與作為。 

我們這樣的祈禱是靠祢的愛子，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 

會眾：阿們。 

主禮：願全能的天主，因父、及子、及聖

神之名降福於你們，從今直到永遠。 

會眾：阿們。 

主禮：你們要在上主的平安裡勇往直前。 

會眾：感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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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詩/聖歌 

（ 可 選 用 “Rise, O Sun of 

Righteousness”, 由 Frank W. Stoldt 翻譯，

亦或者根據情況選擇適當的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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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日 
聖 
經 
反 
省 
章 
節 
與 
祈 
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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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主題： 一個人替眾人死了 

     （格林多後書 5：14） 
讀經 

 依撒依亞先知書 53:4-12  
    祂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 
    作罪犯的中保，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聖詠 118: 1.14-29  
    上主沒有把我交於死亡。  
 
 若望一書 2:1-2  
    耶穌基督為全世界的罪過而死  
 
 若望福音  15:13-17  
    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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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當保祿歸化於基督時，他有一個深切的

新領悟：一個人為所有人死了。耶穌不

僅為自己的人死，也不僅為同情祂的教

導的人死。祂為所有過去，現在和未來

的人死。許多世紀以來的基督徒因為忠

於福音，為他們的朋友捨棄了自己的生

命。方濟會的馬克西米利安 ·科爾貝

（Maximilian Kolbe）便是一個這樣的

人，他被囚禁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在

1941 年自願放棄他的生命，為讓另一

個囚犯可以存活。 

因為耶穌替眾人死，所以眾人都與他同

死（格後 5:14）。與基督同死，我們舊

的生活方式成為過去，進入了一種新的

存在形式：豐盛的生命—— 一個可以

在現今就經歷安慰，信任和寬恕的生命；

一個甚至在死亡之後還有意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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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新的生命是在主內的生活。保祿領悟

到這點，受基督的愛催迫著傳講與天主

和好的好消息。基督教會共同分擔這宣

揚福音信息的使命。我們需要問自己，

在基督徒還分裂的時候，如何去向人宣

講和好的福音？ 

省思 

1 耶穌替所有人死了，指的是什麼意

思？ 

2 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寫道：「因著耶穌基督為我和對我所

做的一切，我成為另一個人的兄弟；

這另一個人也因耶穌基督為他做的

事成為我的兄弟。」這句話如何影響

我看待別人？ 

3 這句話對於普世基督宗教和其他宗

教間的對話有什麼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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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詞 

我們的天父， 

耶穌，是祢賜給我們替眾人死的那一位。 

祂為我們而活，也為我們而死。 

祢接受了祂的犧牲，並使祂復活，與祢同

在的新生命。 

求祢賜予我們，這群與祂同死了的人們， 

可以藉由聖神合而為一 

並活在你神聖同在的豐盛裡， 

從今世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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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主題：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 
 
讀經 

 米該亞 6：6-8  
    上主已經告訴了你什麼是善  

 聖詠 25：1-5  
    我救恩的上主 

    求祢教訓我履行你的道路  

 

 若望一書 4：19-21 
    我們應該愛， 

    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 

 瑪竇 16：24-26  

    誰若為我的原故， 

    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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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藉著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我們已經擺

脫需要靠自己力量去創造生命的意義和

形式。相反的，我們生活在基督賦予生命

的大能中，基督為我們生活，死亡和復活。

當我們為了祂的緣故喪失生命，我們便得

著生命。 

先知們不斷面對如何正確的在天主面前

生活的問題。米該亞先知發現了一個非常

清楚的答案：「要公義，喜愛善良，和謙

卑地與主同行。」 聖詠 25 篇的作者知道，

我們不可能靠自己這樣做，要呼求天主的

指導和力量。 

近年來，孤立和日益增長的孤獨已成為德

國和許多現代社會的嚴重問題。基督徒蒙

召叫去發展新的社區生活方式，我們與他

人分享我們的生活，並培養在不同世代之

間的互助。福音召叫我們不單為自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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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為了基督，這也是召叫我們與別人接

觸，去打破造成孤立的障礙。 

省思 

1. 現今的文化如何誘導我們不用為別人

生活只為自己活？ 

2.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能以什麼方式為

別人生活？ 

3. 「不再為自己活」的召叫對普世基督

徒合一有何意義？ 

 

祈禱詞 

我們的天父， 

藉著耶穌基督，祢釋放了我們, 讓我們能

有超越自己的生命。 

求祢以祢的聖神引導我們 

並幫助我們以基督內兄弟姐妹的身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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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生活， 
基督為我們生活、受苦、死亡和復活， 
祂是天主永生永王。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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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主題：我們從今以後，不再按人的看法認

識誰了（格林多後書 5：16） 

 

讀經 

 撒慕爾記上 16：1， 6-7 
    人看外貌，上主卻看人心  
 

 聖詠 19：7-13 
    上主的規誡是正直的，能悅樂心情； 

    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能燭照眼睛； 

 

 宗徒大事錄 9：1-19 掃祿成為保祿  
 

 瑪竇福音 5：1-12   真福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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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與基督相遇會使生命翻轉。保祿在通往大

馬士革（Damascus）的路上就有這樣的經

歷。他第一次真實看到耶穌是誰：祂是世

界的救主。他的觀點完全改變了。他不得

不放下世俗的判斷。遇見基督也會改變我

們的觀點。然而，我們經常還是停留在過

去，用人的標準來判斷。我們常用「因主

的名」宣告或做事，但是事實上還是為自

己。縱觀歷史，在德國和許多其他國家，

統治者和教會本身都曾濫用權力和影響

力來追求不公正的政治目標。 

摩拉維亞教會的基督徒（Herrnhuter）因

著與基督相遇的轉變，在 1741 年，選擇

用「遵守基督的原則」不用世人的角度來

看待每個人。「遵守基督的原則」就是受

召用天主的眼光來看其他人，不帶任何懷

疑或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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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1. 在我的生命中，我的大馬士革經歷是

在哪裡？ 

2. 當我們以上主看他們的方式來看其

他基督徒或不同信仰的人，會有什麼

改變？ 

祈禱詞 

三位一體的主， 

祢是所有生命的起源和目的。 

求祢寬恕我們只想到自己 

而被自己的標準蒙蔽。 

求祢打開我們的心和眼。 

教我們愛，接納和感恩， 

使我們可以在祢的恩寵裡合一成長。 

願所有榮耀和讚美都歸於祢直到永遠。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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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主題：舊的已成過去（格林多後書 5:17） 

 

讀經 

 創世紀 19:15-26 別回頭看 

 

 聖詠 77: 5-15 上主永遠信實  

 

 斐理伯書 3: 7-14 忘盡我背後的  

 

 路加福音 9:57-62 手抓緊犁 不往後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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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我們經常生活在過去。回憶是有益處的，

對記憶的醫治也常是需要的。但它也可能

使我們癱瘓，阻礙我們生活在現況中。保

祿在這裡傳達的信息是「釋放」：「一切

都成過去了」。 

聖經鼓勵我們銘記過去，從記憶中汲取力

量，記住天主所做過的事。然而，它也要

求我們放下舊的，即使是好的，才能跟隨

基督並在祂內活出新生活。 

在今年許多基督徒紀念馬丁‧路德和其

他改革家的工作。改革在西方教會中改變

了很多的生命。許多基督徒表現了英勇的

見證，許多人的基督徒生活中得到了更新。

同時，重要的是正如聖經所載，不要被過

去發生的事情所限制，要允許聖神使我們

走向一個新的未來，克服分岐，天主的子

民能成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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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1. 透過研讀分裂和相互不信任的歷史，

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 

2. 我的教會必須有什麼改變，才能夠克

服分歧，加強團結？ 

祈禱詞 

主耶穌基督， 

祢是昨天、今天、直到永遠，不變的。 

求祢治癒我們過去的傷痛， 

降福我們今天走向團結 

並引領我們進入祢萬有之有的未來， 

與聖父和聖神，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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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主題：都成了新的（格林多後書 5:17） 

 

讀經 

 厄則克爾  36：25-27  
    接受天主賜與的一顆新心  

 

 聖詠 126  

    我們滿口喜氣盈盈， 

    我們雙脣其樂融融 

 

 哥羅森書 3：9-17 在基督內更新  
 

 若望福音 3：1-8  由聖神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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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保祿遇見基督，復活的主，而成為一個更

新的人——正如每個相信基督的人一樣。

這個新的創造是肉眼看不見的。相反的，

這是一個信仰的實體。天主藉聖神的力量

生活在我們內，並讓我們分享三位一體的

生命。 

藉著這種新造的行動，原祖的違命得以被

克服，將我們帶入與天主的救贖關係內。 

這實在是件驚奇的事，可以用來形容我們：

保祿說，在基督裡我們是一個新的創造;

祂以復活戰勝了死亡；沒有人或事可以讓

我們與天主隔絕；在基督裡我們是合一的，

祂住在我們內；在基督裡，我們成為「一

個國度和祭司」（默 5:10），我們感謝

祂戰勝死亡，我們宣揚新造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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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活出「同情、憐憫、謙卑、溫柔和

耐心」的時候，這個新的創造就能被人察

覺了。在我們的基督徒合一關係中，這些

特質也需要顯示出來。許多教會的共同信

念是，我們越是在基督裡，我們就彼此越

接近。特別是在改革 500 周年之際，提醒

我們歷史的成就和悲劇。基督的愛催迫我

們積極尋求合一與和好來活出新的創

造。 

 

省思 

1. 什麼能幫助我認出我是基督裡新的受

造物？ 

2. 我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來生活出在基督

裡的新生活？ 

3. 成為一個新造的人，大公合一的意義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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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詞 

三位一體的主，祢向我們顯示祢自己 

是天父和創造者，是聖子和救主， 

是聖神和賦予生命者， 

祢破除我們人的界限並更新我們。 

求祢給我們一顆新的心來克服 

所有這一切阻礙我們在祢內團結的阻力。 

藉著聖神的力量 

因基督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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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主題：天主藉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

（格林多後書 5：18） 

 
讀經 

 創世紀 17：1-8  

    天主與亞巴郎訂立盟約  

 

 聖詠 98  

    全球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 

 

 羅馬書 5：6-11 

    天主藉著耶穌基督與我們和好  

 

 路加福音 2：8-14 宣告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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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和好有兩方面：它是吸引人的，同時也令

人害怕。它吸引著我們，令人渴望它：在

我們內，其他人之間，以及在不同傳統信

仰的懺悔方式中。我們看到了代價，被這

代價嚇到了。因為和好意味著要放棄對權

力和認可的渴望。在基督內，天主仍然仁

慈地使我們與祂和好，即使我們轉身離棄

祂。天主的行動超越：天主不僅使人類與

祂和好，而且也與整個受造的一切和好。 

在舊約裡，天主對以色列人忠實又仁慈，

與他們建立了一個盟約。這盟約常存：「上

主的恩賜和召叫是不可改變的」（羅馬書

11:29）。耶穌是以色列的後裔，用祂的血

設立新的盟約。在歷史上，我們的教會常

常沒有重視這一點。大屠殺（Holocuast）
過後，德國教會肩負著打擊反猶主義的獨

特任務。同樣，所有的教會都要在他們的

團體中帶來和好，抵抗一切形式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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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都是上主盟約的一部分。 

省思 

1. 作為基督徒團體，我們如何瞭解我們

是上主盟約的一部分？ 

2. 現今的教會在我們的社會中需要面對

和處理什麼形式的歧視？ 

祈禱詞 

仁慈的上主，出於愛， 

祢與祢的子民立了盟約。 

求祢讓我們有能力，去抗拒所有形式的歧

視。 

讓祢愛的盟約的恩寵， 

以喜樂充滿我們， 

激勵我們更大的團結合一。 

藉著耶穌基督，我們復活的主， 

與祢及聖神永生永王。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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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主題：和好的職務（格林多後書 5：18-19） 

 

讀經 

 創世紀 50：15-21  
    若瑟與他的兄弟和好 

 

 聖詠 72  
    上主的國帶來公正和和平  

 

 若望一書 3：16b-21  
    天主的愛催促著我們要彼此相愛  
 
 若望福音 17：20-26  

    耶穌祈禱祂的教會都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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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天主與人類之間和好是基督信仰的關鍵。

保祿深信基督的愛催迫我們將天主的和

好帶到生活的各個層面。今日，這將引導

我們就分裂的方面審查我們的良知。正如

若瑟故事裡所顯示的，上主總是賜予治癒

破碎關係所需要的恩典。 

 

偉大的改革者，如馬丁·路德，烏利希·茨

溫利（Ulrich Zwingli）和若望·加爾文（John 
Calvin），以及許多留在天主教裡的，如羅

耀拉的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方濟

各·沙雷氏（Francis de Sales）和嘉祿·鮑榮

茂（Charles Borromeo），他們極力為西方

教會帶來更新。然而，原本應該是個天主

恩典的故事卻被人的罪所破壞，而成為天

主子民分裂的故事。在罪惡和戰爭的混亂

下，幾個世紀裡相互敵視和懷疑也日漸加

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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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事工的使命包含了克服基督宗教內

的分裂。今天，許多基督教會在相互信任

和尊重的情況下一起工作。路德世界聯合

會和門諾世界會的對話就是一個基督徒

合一的好例証。對話結果發表「醫治記憶：

在 基 督 内 和 好 」（ Healing Memories ：

Reconciling in Christ）的文件之後，這兩

個組織在 2010 年一起舉行了懺悔禮，隨

後在德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也舉行了和好

聚會。 

省思 

1. 在我們的現況中,哪裡最需要和好事

工？ 

2. 我們應如何回應這需求？ 

祈禱詞 

美善的天主，我們感謝祢 

在基督內使我們和整個世界與祢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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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將和好使命的力量賜給我們，我們的

教友和我們的教會。 

 

求祢治癒我們的心，幫助我們去傳播祢的

和平。 

那裡有仇恨，讓我去廣施友愛， 

那裡有侮辱，讓我去散播寬赦； 

讓我將信心給疑慮的人， 

把希望給沮喪的人； 

讓我成為驅逐黑暗的光明，  

化除痛苦的喜樂。」  

 

因基督耶穌的名， 

以及聖神的力量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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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主題：與天主和好 

 

讀經 

 米該亞 4：1-5  

到末日正義將統治萬民 

 

 聖詠87 
    人們論到祢，曾經說了許多光榮的事 

 

 默示錄 21：1-5a 天主要造新天新地  
 

 若望福音 20：11-18  

   與復活的基督相遇會帶出個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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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如果‥‥‥會如何？如果聖經中的預言

成真，會如何？如果人們之間的戰爭停止

了，用來打仗的武器卻能製造生命的事物？

如果上主以祂的正義和和平統治世界，而

和平不只是一個僅僅沒有戰爭的狀態？

如果所有的人類能聚集在一起慶祝，而且

沒有一個人被邊緣化？如果真的不再有

哀傷，不再有淚水，不再有死亡？ 這就

是天主藉耶穌基督帶來的，和好的最高境

界。這就是天堂！ 
 
聖詠、讚頌詩、聖歌都唱出了萬物完美和

諧的那天，即天主是「萬有之王」的那一

天。他們述說基督徒的希望，就是天主為

王統管一切的實現，苦難變成喜樂的日子。

在那天，教會將會顯露出她的美麗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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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耶穌的肢體。無論在何處我們在聖神

內一起詠唱天主的應許，天堂的門就會打

開，我們立刻為那永恆的旋律而歡欣跳

舞。 

正因為我們能經歷這天堂的存在，讓我們

一起歡欣慶祝。我們受感動而分享各自信

仰傳統的圖像，詩歌和歌曲。這些題材為

我們開啟一個屬靈的交流空間，好能體驗

上主國度裡的不同傳統共同信念與盼

望。 

省思 

1. 你想像中的天堂是怎樣？ 

2. 你的信仰傳統中的哪些歌曲、故事、
詩歌和圖畫，使你感受到參與天主永
恆的真實？ 

 

 77 



祈禱詞 

三位一體的主，聖父，聖子和聖神， 

我們為這周的祈禱會感謝祢， 

以基督徒的身分聚在一起感謝祢， 

並為我們能以各種不同方式 

經歷祢的臨在，感謝祢。 

讓我們常能一起讚美祢的聖名， 

好使我們繼續在合一與和好裡成長。 

普世向上主羔羊獻上至高崇敬， 

世人天使同獻讚美歌頌， 

樂韻頌揚，優美雅逸。 

我們滿懷驚奇地站在珍珠門口， 

聽聞歌聲如雷， 

澎湃洶湧， 

在光明寶座前， 

頌讚如洪水傾覆，浩闊嘹亮。 

人的眼目未曾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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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不曾聽聞這般喜樂榮耀； 

我們向上主高唱歡樂頌讚，直到永恆。 

註：歡迎新郎歌（Wake, Awake, For Night is Flying）作

者: 尼可萊（Philip Nicolai 1599）  中文翻譯參《普天

頌讚》。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中、英版。89 首。 

 

德國的普世合一現況 

I. 在一個變動的社會裡一同工作 
在今天德國的 8 千 1 百萬住民當中，有 5
千萬是基督徒。其中大部分不是屬於羅馬

天主教會，就是屬於德國福音教會（EKD）

在各地區的基督教會。儘管自由教會與東

正教會等等教派屬於少數，所有主要基督

教傳統都存在於今日的德國。 
 
幾世紀以前，德國原本是在一個共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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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下，由許多的王國以及公國所組成。

由馬丁路德等所領導的宗教改革造成了

西方基督教的分裂，最後導致天主教會與

基督教會軍隊之間的戰爭。1555 年的「奧

格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藉著規

定一個王國或公國的人民必須跟隨他們

的統治者的信仰，暫時地平息了這些衝突。

那些有不同信仰者，不是被迫改教，就是

被迫遷移到其他地區。這個規定適用於信

義會信徒與天主教徒，但對於加爾文的追

隨者以及重洗派基督徒因為不適用這規

定而成為迫 害的對象。在 30 年戰爭

（1618-1648）爆發之前，「奧格斯堡和約」

維持了 60 年的和平。「威斯特伐利亞合約

（Peace of Westphalia）」重新建立和平，

不但確認了「奧格斯堡和約」，這次也明

訂了對加爾文宗信徒的規定。結果就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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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身處在地區性的教派孤立。在一個行

政區當中，信仰告白的分歧是無法想像的，

而且戰爭的恐怖造成了教派之間充斥著

不信任以及敵意。 
 
在 19 世紀開始有其他教會與教派在德國

出現，例如浸信會與衛理公會，以及舊信

仰告白教會、舊信義會、舊改革宗教會以

及舊天主教會）。其出現一般是因為教會

內部的抗議運動，以致這些教會都相對數

量較少，並且基本上對普世關係不感興

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基督教會的

處境發生巨大的變化。大約 1 千 2 百萬德

裔從東歐逃難或是被驅逐，當他們在德國

落地生根時，並沒有考慮到他們原本所屬

宗派的這個問題。所以會有基督教會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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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天主教教區或是天主教徒在基督教

教區。結果就是，基督教信徒與天主教徒

彼此間有更頻繁的接觸。 
戰後經濟與工業的成長，造成了對勞工的

需求，以致德國政府與許多地中海國家簽

訂有關「客工（Guest Worker）」的協定。

透過這樣，許多人從義大利、西班牙、葡

萄牙、希臘、南斯拉夫、土耳其、摩洛哥

與突尼西亞來到德國，也使這個國家有更

多的信仰與宗教的多元性。尤其明顯的，

就是在德國東正教徒的增加。儘管起初的

設想是他們將在工作一兩年之後就回到

母國（所以名為「客工」），許多人選擇長

住，並在德國生活與文化上留下痕跡。在

1980 年代，從前蘇聯來的德語系的移民

增加，他們當中有許多東正教徒、浸信會

信徒或是猶太教徒。最近這些年，在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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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阿富汗、烏克蘭以及其他國家，因

為戰亂、恐怖攻擊以及社會不安，也產生

了大量的難民潮。儘管他們大部分都逃到

鄰近的地區，有越來越多的難民想到德國

或是其他歐洲國家尋求庇護。 
 
在前東德，教會，尤其是基督教會，在促

成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與後來共產黨政

府垮台的集會當中，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即便如此，也無法阻止基督信仰在東德失

去重要性。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

甚至曾描述東德是「地球最沒有上主的地

方。」共產黨政府統治並不是唯一造成欠

缺宗教熱誠的原因，基督教信仰在東德的

式微，甚至是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就已

經開始。在那裏的無神論絕對不像「新無

神論者」那樣激進，反之，是對各類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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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不關心。當柏林人被問及他們

是否自認是信徒還是非信徒，其中一人回

答：「我都不是，我是正常人。」 
今天的德國，已經是許多有不同文化背景

以及不同信仰（包括無信仰）的人民的家。

大概 3 分之 1 的人口屬於 EKD 當中的基

督教地區教會，而另外 3 分之 1 是羅馬天

主教徒，大約不到 3 分之 1 不屬於任何信

仰。人口的 1.7%是東正教徒，其他 1.8%
是其中一個自由教會的信徒。大部分這些

教會與宗教改革都有很深的歷史與神學

上的關聯，但是他們沒有像羅馬天主教會

與 EKD 一樣受國家支持。德國人口的

4.9%是穆斯林，而 0.1%是猶太教徒。 
 
在德國的眾教會仍無法突破彼此間所有

的差異，不過他們已學會一起同工。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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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會黨（納粹）統治時期，有基督徒選

擇與政府合作。然而，其他的基督徒則選

擇反抗，以至於被捕入獄或是被送到集中

營。在納粹獨裁者之下生活與受苦的共同

經驗，使不同傳統的基督徒能更緊密在一

起，到今天，德國眾教會能在教會宣教以

及用話語與行動見證福音的合作上做得

更好。因為羅馬天主教會以及 EKD 都有

很多信徒，在德國大部分的教會合一普世

合作都是由他們在推動。 
 
許多教會合一事工都是在基層發生，例如

福音聯盟祈禱週以及基督徒合一祈禱週。

鄰近的教區以及堂會也常常舉行教會合

一活動，例如聖經研究、神學討論、慶典、

架設共同的網站、探訪社區新遷入者，以

及在火車站發送包含當地基督教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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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單。這些工作，一般是由教會信徒所

擔任的義工來執行。在一些地區，堂會之

間或是教區之間會進行在地的普世合作，

簽署正式的合約來形塑彼此的合作。這些

合約通常是根據雙方領導著之間類似的

合約來起草。 
 
普世合作也在教會領袖的層級發生，例如

天主教會與 EKD 的一群主教們每兩年聚

集一次，討論影響到教會的一些議題，另

一群教會主教們則討論包括人類尊嚴的

神學議題。這些雙邊會議之外，還有東正

教會主教議會分別與天主教會主教以及

基督教會主教的會談，以及自由教會協會

與 EKD 之間的會談。 
 
通過大型會議或是集會讓一個教派的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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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來參加，是德國教會界典型的特色。

為 天 主 教 會 信 徒 所 辦 的 稱 為

Katolikentage （天主教日），而基督教會

辦的叫作 Kirchentage （教會日）。兩個活

動都是兩年一次，而個別由德國天主教會

中央委員會以及德國福音教會日（DEKT）

所籌辦。原則上，這些主要是給自己的教

派信徒來參加的活動，不過至今這許多年

來不同教派的信徒都有參與，甚至受邀擔

任講員。 
 
在 2003 以及 2010 年，德國教會合作協會

（German Council of Churches）一起舉辦

了一個跨教派普世層面的會議，名叫「普

世教會日」。活動討論許多對德國社會重

要的議題，例如全球金融風暴、氣候變化、

人類生命有關的倫理問題、公義等等。也

包括同樣重要的聖經研究、神學討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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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普世崇拜聚會。舉行這些集會，尤其是

普世教會日，成為德國的基督徒們展現他

們主動並準備好一起合作來與德國社會

其他人從事對話。 

II. 德國教會合作協會 
德國教會合作協會（Arbeitsgemeinschaft 
Christlicher Kirchen, ACK）成立於 1948
年 3 月 10 日，也就是普世教協成立前幾

個月。創會會員教會包括：德國福音教會

（EKD）、門諾會、浸信會、衛理公會以

及舊天主教會（Old-Catholic Church）。在

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接納關於普世運

動的教令 10 年之後，於 1974 年天主教會

的德國主教團也加入教會合作協會，而東

正教會也同樣在 1974 年加入。在兩德統

一之後，西德與東德的教會合作協會也正

式合併。不過當時兩個協會有不一樣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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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結構以及會員，所以必須組成一個有新

規章的全新普世性組織。到今天，德國教

會合作協會有 17 個會員教會，此外還有

6 個友好教會以及 4 個普世性組織具有觀

察員身分。 
 
2003 年於柏林舉辦的第一次的跨教派大

公合一教會日當中，德國教會合作協會各

教派代表們一起出席合一禮拜，並在當中

簽署了一份由歐洲教會協會與羅馬天主

教會歐洲主教團共同起草的「普世合一憲

章（Charta Oecumenia）」。德國教會合作

協會透過出版品，藉以反省「普世運動憲

章」在德國脈絡當中的意義以及如何在德

國落實這個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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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在慕尼黑舉行的第二次跨教派普

世合一教會日當中，德國教會合作協會根

據「普世合一憲章」的建議，設立了「普

世創造日」。這個普世創造日的目的是要

共同見證我們信仰上主是創造主，並提醒

我們要一起維護上主的創造。這個「創造

日」訂為每年九月的第一個禮拜五，第一

次普世創造日的慶祝活動由德國教會合

作協會在 Brühl 一座東正教會舉行。今天，

創造日當天德國許多都市都有相關活動。

德國教會合作協會鼓勵所有德國基督徒

慶祝這一天，協會也在九月之前出版禮拜

儀式的建議以及其他補充讀物，藉以讓大

家能參考來設計自己的慶祝活動。 
 
另一個德國教會合作協會用許多時間討

論的主題是洗禮，一直到 2007 年 11 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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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教會簽署協定彼此承認洗禮。但是包括

門諾會與浸信會的 5 個會員教會，仍認為

無法簽署。從那時候開始，德國教會合作

協會對於洗禮這個主題更進一步研討。不

但在協會的總會裡討論，而且在 2014 年

3 月舉行一個公開會議。德國教會合作協

會也與芬蘭普世委員會舉行一個協議會，

針對同一個主題來討論。 
 
普世合一憲章（Charta Oecumenica）第 10
與第 11 號建議要與猶太教代表加強對話，

並鼓勵基督徒與穆斯林接觸。因此，德國

教會合作協會與一個猶太教以及兩個穆

斯林組織合作，共同發起一個「你知道我

是誰?（Weisst du, wer ich bin?）」的事工，

提供建議與財務支持，來鼓勵這三種信仰

的人民彼此認識，並在基層合辦活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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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穆斯林婦女受聘來協調這個事工，而經

費則來自德國與歐盟機構。 

德國教會合作協會也十分看重「在一個多

元宗教的世界見證基督」這份文件，並成

立一個推動小組來協調整合相關事工。在

2014 年的一個會議中，德國教會合作協會

會 員 教 會 代 表 有 機 會 與 福 音 派 聯 盟

（Evangelical Alliance，EA）代表討論見

證與宗教對話的相關議題。也因此，福音

派聯盟與德國教會合作協會建立了更緊

密的關係，而福音派聯盟也以觀察員的身

分受邀參與德國教會合作協會。 

 

III. 普世教會合一的挑戰 

德國教會合一的挑戰之一，就是維持一個

能讓數量較小的教派能夠與兩大教派面

對面對話的平台。在德國，羅馬天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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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德國福音教會大概有類似的大小，能運

用的資源也相同。因此，這兩大教派很自

然地能夠合作，對於不同的議題，從教派

間通婚一直到國家與教會的關係等等，也

都能夠關注。然而，這兩大教派往往在合

作上都以雙邊為基礎，以至於其他教派，

甚至是德國教會合作協會本身，常常對於

普世教會合一議題沒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基於德國基督教不只這兩個教派的事實，

促進多邊會談與合作是德國教會合作協

會的重要目標之一。 
 
另一個挑戰是，許多基督徒，尤其是長期

投入基層的，在無法看見普世合一議題有

所進展時的挫折。這個挫折在跨過信仰告

白的不同而要一起舉行感恩祭時，尤其明

顯。在德國，有許多的夫妻兩人來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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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他們不只期待能夠一起領受聖體，

也深感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應該能夠比現

在有更多的成果，所以對於看見這個議題

上停滯而非勇敢向前的現況，他們感到不

滿。 
 
在今天的德國，許多人對基督信仰完全不

了解，也沒興趣了解，更別說去擁抱信仰。

如果教會對於「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

門徒」（馬竇福音 28:19）這個宣教使命認

真的話，與這些人對話應該是當務之急。

不是個別地克服這個挑戰，眾教會應該一

起面對，從彼此的經驗中學習並且互相鼓

勵。聚焦在共同的信仰，教會之間的連結

就會更加強。 

 

此外，一起嘗試用容易理解的方式來傳達

基督教信仰，能夠讓教會本身更深刻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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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己的信仰。宗教改革 500 周年可以視

為一個能夠提醒包括基督徒與非基督徒

的全體大眾，基督教信仰的精髓就是：上

主在基督裡對人類以及所有創造的愛。這

就是為何德國眾教會決定將這個週年歸

榮耀給耶穌基督（“Christusfest”，「基督慶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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