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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年 聖 經 經 文 

申命紀 16:11-20 

  「你和你的兒女、僕婢，以及在你城

鎮內的肋未人，在你中間的外方人、孤兒

和寡婦，都應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選定立自

己名號的地方，於上主你的天主面前歡

樂。 

  應記得你在埃及也曾做過奴隸，所以

應謹守遵行這些法令。你由禾場和榨酒池

內收藏了出產以後，應七天舉行帳棚節。

在這慶節內，你和你的兒女、僕婢，以及

在你城鎮內的肋未人、外方人、孤兒和寡

婦都應歡樂。 

  你應在上主所選定的地方，為上主你

的天主舉行這慶節七天，因為上主你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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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你的一切收穫和你著手進行的一

切事業上祝福你，使你滿心喜樂。每年三

次，即在無酵節、七七節和帳棚節，你所

有的男子都應到上主所選的地方去，朝拜

上主你的天主；但不要空手出現在上主面

前，每人應照上主你的天主賜與你的，依

自己的財力，奉獻禮品。只應追求公道與

正義，好叫你能生存，佔有上主你的天主

賜給你的土地。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

各城鎮內，要為各支派設立判官和書記，

他們應按照公道審判人民，不可違犯公

平，不可徇情顧面，不可接受賄賂，因為

賄賂令智慧人的眼目失明；只應追求公道

與正義，好叫你能生存，佔有上主你的天

主賜給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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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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以及和合本修訂版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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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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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保祿威特遜（Paul Wattson）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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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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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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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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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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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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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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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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合一祈禱週主題簡介 

公正！你要追求公正！（申命紀 16:18-20） 

 

  每年，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會聚集，

替合一的成長祈禱。我們如此行，是因為

世界的腐敗、貪心、不公義總是帶來不平

等與分裂的情形。基督徒在崩壞的世界中

聚集合一祈禱，是深具影響力的事。然而，

無論我們基督徒個人或群體，其實我們也

是不公義的共犯。但是我們受到天主的召

叫，為了向這個破碎的世界見證公義，且

成為基督醫治恩典的器具。 

  2019 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材料是

由印尼的基督徒預備的。印尼擁有兩億六

千五百萬人口，其中高達 86%稱自己為穆

斯林，如此一來，印尼擁有世界上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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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人口。然而，印尼亦有 10%的人口

屬於基督宗教的各傳統。無論是就人口還

是在地理上的幅度來說，印尼都是東南亞

大的國家，擁有一萬七千個島嶼，1340

種不同的族群，超過 740 種當地的語言，

在這樣的多元中由一個通用的印尼語來

合一成為國家語言。印尼是以「潘查希拉

（Pancasila）」是為建國五項原則，也就

是 1.信奉獨一無二的神、2.正義和文明的

人道主義、3.印尼的團結、4.在代議制和

協商的明智思想指導下的民主、5.為全體

印尼人民實現社會正義。印尼的國家精神

標 語 是 「 存 異 求 同 （ Bhineka Tunggal 

Ika）」。在多元的族群、語言、宗教處境

下 ， 印 尼 人 民 以 「 團 結 合 作 （ gotong 

royong）」的精神共同生活，這意味著生

活、工作、悲傷與歡慶，在這一切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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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印尼人都以彼此為弟兄和姐妹。 

  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總是脆

弱的，如今更是受到許多挑戰。近幾十年

來印尼的經濟成長大多是建立在以競爭

為核心的系統上，這與「團結合作」的精

神大相徑庭。腐敗的事也越來越多形式，

影響政治、商業，且常因此對環境造成莫

大損害。 重要的是腐敗也大大削弱了正

義和法律的執行，常常與那些促進公義、

保護弱勢所做的正好相反。結果富有與貧

窮之間的差距越加擴大，造成一個充滿自

然資源的國家竟有許多人活在貧困當

中。印尼的一個古老諺語，如此描繪有如

「一隻老鼠餓死在滿滿的穀倉裡」。在此

同時，某些獨特的族群和宗教組群，因他

們經常與財富有某種的相聯而引發對

立。越來越多極端的人造成團體與團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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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張力，而社群媒體的濫用，使這種污

名化特定群體的情況更加嚴重。 

  在這樣的處境當中，基督徒團體重新

意識到他們要做為合一見證的重要性，他

們要共同關心並回應這種不公義的處

境。在面對這些不公義的同時，作為一個

基督徒的群體，我們也有責任檢視自身如

何也是這些不公義的共犯。唯有我們聽從

耶穌的祈求：「願他們都合而為一」，如此

我們才能成為求同存異的見證。當在基督

內合而為一時，我們才有能力對抗不公

義，並服務不正義的受害者。 

  出於上述處境，印尼的基督徒感受到

申命紀「公正！你要追求公正！（申

16:18-20）」，正是他們的處境和需要。在

天主的子民進入應許之地前，他們必須對

和其立盟約天主的重申效命。這段經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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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約之民如何慶賀為主題，在每一個慶

典之後，百姓得到這樣的命令「在這慶節

內，你和你的兒女、僕婢，以及在你城鎮

內的肋未人、外方人、孤兒和寡婦都應歡

樂。」（申 16:14、亦參申 16:11）」印尼的

基督徒想要恢復這樣不同群體間包容的

慶典氛圍，這是他們之前曾經享有的。在

這章的 後有兩節設立審判官的事，似乎

與慶典無關，然而，在印尼的現況中，所

有人要共同歡慶的慶典與公義，彰顯共融

與公正的重要性變得再清楚不過。作為耶

穌所立新約的子民，我們清楚知道，天上

的宴席是給凡飢餓、乾渴、為義受迫害

的，「天國是他們的」（瑪竇福音 5：6, 10）。 

  基督的教會蒙召要成為天國的先

兆，然而，我們因分裂而有負眾望，不再

是天主子民愛的記號。正如不公義使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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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社會的分裂加深，也是教會分裂的原

因。我們必須為造成分裂的不正義來悔

改，身為基督徒，我們也相信基督赦免與

醫治的能力。因此，在基督的十字架下，

我們得以合一，向祂呼求恩典來終結不公

義，向祂呼求慈悲，抹去我們分裂的罪。 

  這八天的省思以及合一崇拜將專注

在所選的這主題上。為使我們對合一與公

義的省思更加深刻，每日主題都是由不正

義造成抗爭的議題中選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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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的主題如下： 

八日祈禱主題:    

第一天  

只願公道如水常流，  
正義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亞毛斯 5：24） 
第二天   

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 非就說非；

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 

（瑪竇 5：37） 

第三天  

上主慈悲為懷，寬宏大方， 他常緩於發

怒，仁愛無量。（聖詠 145：8） 

第四天    

對現狀應知足（希伯來人書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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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向貧窮人傳報喜訊（路加 4：18）              

第六天  

他是萬物的造主（耶肋米亞 10：16） 

第七天  

婦人，你的信德真大！（瑪竇 15：28） 

第八天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聖詠 27：1） 

合一崇拜禮儀 

介紹 

  禮儀程序從談論合一、公義、慈悲到

付諸具體行動與委身的重要性。合一、公

義與慈悲不僅應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中實



 15

踐，也應在基督教的群體生活中實踐。 

  在預備此一崇拜時，有兩個特別的禮

拜元素須注意。 

  第一個是悔罪的祈禱【懺悔式】 ，

領讀員（領一）必須是神長帶領，而其他

兩位領讀員（領二和領三）則應由信友中

指派。 

  第二個是投身致力於公義、慈悲與合

一後禮儀的象徵性行動，要為每一個人準

備兩張卡片或吊牌。禮儀中，呼籲信友省

思自己如何投身於公義、慈悲與合一具體

的行動，並將其內容寫在兩張卡片上，其

中一張貼在自己的衣服上，另外一張在奉

獻中回收，並放置在十字架腳下。禮儀結

束離開時，這些卡片將發給所有信友，以

為他人奉獻服務的行動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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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程序 

公正！你要追求公正！（申命紀 16:18-20） 

【宣召】 
主禮：讓我們朝拜三位一體的天主。 

天主，我們的天父，祢替一切受造

戴上公義和慈悲的冠冕。 

信友：我們來朝拜祢。 
 
主禮：耶穌基督，祢的十字架帶來新生命

與公義。 
信友：我們來朝拜祢。 
 
主禮：聖神，祢啟發我們的心靈，使我們

秉行公義。 

信友：我們來朝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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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

的恩賜與你們同在。 

信友：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唱聖歌】（依當地情況選擇） 
【致候辭】 
主禮：我們是從分散的各地聚集為合一祈

禱的基督徒，今年基督徒合一祈禱

週印尼的教會選擇「公正！你要尋

求公正！」這個主題。這個主題在

各種分裂與紛爭的情況當中是迫

切且必須的。當我們祈禱時，提醒

自己，身為基督奧蹟的肢體，蒙召

尋求並體現公義的。在基督裡的合

一鼓勵我們，並使我們有力量參與

更大的維護公義和促進生命尊嚴

的奮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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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曲】 

 

【懺悔式】 
主禮：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在天主面

前承認我們的罪，祈求赦免，使我

們的敬拜，蒙主悅納。 

 

領一：（由一位神長誦讀） 

 慈悲的天主， 
祢揀選了我們來牧養祢的羊群，祢的愛子

耶穌教導我們要秉行公義，但我們確實認

知到，在我們的服事當中，我們有時並未

對祢所託付給我們的信友秉行公正：我們

會偏袒那些與我們較為親近或是有較高

社會地位的人；我們會故意不理會陌生

人、貧窮人、與社會中 微小的那些人；

我們害怕為受壓迫的發聲；我們濫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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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而這些行徑使得有些人因此離開

了祢的教會。 

信友：上主，求祢垂憐！（可採吟唱的方

式） 
領二：（由信友誦讀） 
 慈愛的天主， 

祢聚集我們作為祢的羊群，祢的愛子耶穌

教導我們要以彼此相愛來作為門徒的記

號。我們承認確實在實踐這個愛的誡命上

失敗了：我們把其他教會當成敵人，我們

對彼此心懷惡意並無法彼此饒恕，我們只

關心自己有興趣、對自己有利的事，我們

忽略我們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我們刻意排

擠那些與我們觀點不同的人。因為如此，

我們的態度加深那彼此隔絕的高牆。 

信友：上主，求祢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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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三（信友誦讀） 
 恩典的上主， 
祢差遣我們，要我們打造我們共同的家，

作為一個使全人類都得享公義之處。照著

祢的恩典，祢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且，在耶穌裡，祢教導我們沒有歧視的愛。

我們承認我們確實沒有跟隨祢的教導：我

們不尊重我們的鄰舍，我們透過社群媒體

散播錯誤的資訊，我們是使社會不和諧的

共犯。我們的所作所為確實可使這個世界

變成一片荒蕪，而非祢所期待的，使所有

人得享公義的美麗受造界。 

信友：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願全能的上主慈悲我們，赦免我們

的罪，並引導我們活出永恆的生

命。 

信友：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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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聖歌／默想】 
 

【聖道禮儀】 
 
讀經一：申命紀 16:11-20 

 
答唱詠：聖詠 82:1-8（朗讀或吟唱） 

 
答：天主，求祢起來審判下土。 
一、 天主親臨眾神的會議，在眾神之中主

張公理：「你們不照正義審理，偏袒

惡人要到何時？ 

二、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 

你們應保護受苦的人和孤兒， 

為貧弱與可憐的人主持正義。  

應拯救弱小及窮苦的人， 

    由惡人的爪牙拯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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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們原本無知無識，在暗中摸索，卻

把大地的一切根基紊亂動搖。 

四、 我親自說過：你們都是神，眾人都是

至高者的子民。但是你們必要死亡像

眾人一樣，必要消逝像任何一位王侯

一樣。天主，求祢起來審判下土，因

為萬國都應由祢佔據。 

答：天主，求祢起來審判下土。 
 

讀經二：羅馬書 12:1-13 

 
阿肋路亞（吟唱） 
 
福音：路加福音 4:14-21 

 
阿肋路亞（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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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 
 
【投身致力於公義、慈悲與合一】 
 
主禮：耶穌基督為門徒的合一祈禱，祂的

生命是世界的公義。 

 
領一：作為基督奧體的一員，我們蒙召在

祂的道路上與祂同行。 

 

領二：讓我們傾聽祂的呼喊。 

 

信友：聖神，請使我們合一行動。 
 
領一：作為基督奧體的肢體，我們蒙召杜

絕貪圖錢財的人生，並知足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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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二：讓我們打破貪婪的惡性循環而儉樸

生活。 

信友：聖神，請使我們合一行動。 
 
領一：作為基督奧體的肢體，我們蒙召向

受各種暴力殘害的人宣揚被擄的

得釋放。 

領二：讓我們幫助他們活得有尊嚴。 

信友：聖神，請使我們合一行動。 
 
領一：作為基督奧體的肢體，我們蒙召對

陌生人釋出我們好客、友善之情。 

領二：論尊敬，我們要彼此爭先。 

信友：聖神，請使我們合一行動。 
 
領一：作為基督奧體的肢體，我們蒙召向

受造界宣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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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二：讓我們保護天主創造的一切生命與

美善。 

信友：聖神，請使我們合一行動。 
 
主禮：為了使我們每一個人投身致力於公

義更加具體，我邀請每個人將你具

體行動的意象寫在兩張小卡上。我

們希望你能將其中一張上面所寫

的放在你的心上，另外一張將由我

們收取回來，作為一個奉獻的心

志。 

（信友寫小卡的同時可以演唱一首合一

或公義相關的詩歌） 

【奉獻】 
主禮：人啊！已通知了你，什麼是善，上

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無非就是履

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你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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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來往。（米該亞 6:8）讓我們投身

致力於正義。 
（此時，將收集信友所寫的第二張小卡，

放置於十字架腳下） 

主禮：光榮的天主，祢已向我們顯示祢對

受造界的慈悲與關懷，祢的慈愛啟

發我們獻上這投身的意向，我們願

意全心愛人，不分文化、族群、宗

教背景。請接納我們的奉獻，並將

這些化為促進教會合一的行動，以

上所求是靠祢的子、我們的主天

主、耶穌基督，祂和祢及聖神，永

生永王。 

信友：阿們。 

【平安禮】 
主禮；請大家互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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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經】第一式 

【信友禱詞】 
主禮：現在我們將教會和全體人類所需要

祈禱，帶到主台前。 

領：從島嶼到海洋，我們朝拜祢，上主，

生命的創造者。從高山到深谷，我們

讚美祢，上主，世界的救主。以世界

萬邦的言語，我們感謝祢。上主，身

體與心靈的護慰者，我們來到祢的面

前，帶著我們的重擔和盼望。我們同

聲祈禱。 

信友：求主俯聽我們，並賜給我們愛。 

 

領：請為生活在不公義當中的人祈禱，求

祢使我們有勇氣為他們發聲，鼓舞他

們的希望。我們也替繼續行不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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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願祢的善良充滿我們的心，使

我們成為自由與和平的通路。我們為

秉行正義的組織和個人祈禱。讓我們

依照祢的話語行公義。我們同聲祈

禱。 

信友：求主俯聽我們，並賜給我們公義。 

 
領：請為教會可見的合一祈禱。求祢帶領

我們成就耶穌的祈求：使我們合而為

一，並同心合作彰顯祢的國度。 

信友：求主俯聽我們，並賜下對合一的熱

情。 

領：我們感謝祢使我們在世上各有不同的

膚色、文化與風俗。在我們不同當中，

請用愛使我們連結。讓我們能共同為

了支持生命而行動，使這個世界能成

為所有人公義與和平的居所。我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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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祈禱。 

信友：求主俯聽我們，並賜給我們平安。 

 

【天主經】 
 

【差遣】 
主禮：當你離開這裡時，你將拿到一張小

卡片，我們邀請你為了卡上所寫的

行動意向代禱。 

 

【禮成式】 
主禮：願天主以愛擁抱你， 

      使良善從你內發出， 

願天主點燃你內的勇氣， 

使你成為祂公義與和平的工具。 

願天主賜給你謙遜，  

並給予你推動合一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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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阿們。 

 
（信友離開的過程中，請拿取一張行動意

向小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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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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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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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主題：只願公道如水常流，  

正義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亞毛斯 5：24） 
 

讀經 

 亞毛斯先知書 5:22-25 
 路加福音 11:37-44 

 

省思 

基督徒或許有時會很專注祈禱敬拜

天主，卻少關注貧窮與社會邊緣人。有時

我們一邊在教會禱告，一邊卻壓迫我們周

遭的人，甚至濫用我們身處的環境資源。

印尼的基督徒意識到，在他們生活的土地



 33

上，有人熱心實踐他們的信仰，卻又壓迫

與不同信仰的人，甚至用極其激進的方式

運作。然而，在「路加福音」當中，耶穌

提醒我們，一個真實敬拜的外顯標記是要

活出公義。祂極力非難那些忽略這項義務

的人。 

亞毛斯先知的預言中，只願公道如水

常流， 正義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亞毛

斯 5：24）亞毛斯持守敬拜、公義和良善

的絕對關聯性。當基督徒同心合意聆聽窮

人與受迫害者的呼求，他們便能在三位一

體的聖寵內成長。 

 

禱詞 

孤兒寡婦與出外人的天主， 

祢已指示我們公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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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們跟隨祢的道路， 

藉著行公義與敬拜。 

每當基督徒聚會時，願我們的敬拜不僅在

形式上，更是在行為上。 

願聖神幫助我們、引導我們活出公義的生

活。 

無論我們在何處，讓更多人能夠經由我們

的好行為獲得剛強。 

以上所求，是靠我們主耶穌基督之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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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主題：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 非

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瑪

竇 5:37） 

 

 厄弗所書 4：22-25 
 瑪竇福音 5：33-37 
 

省思 

暴力對待我們周遭的人，不只出現在

身體上的攻擊與掠奪，也出現在八卦與惡

毒的謠言中。社群媒體很容易在廣大群眾

中，迅速散播不真實的謠言。印尼的基督

徒了解到，這樣的作法已經帶來謊言與偏

見的傳播，包括基督徒團體，也都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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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團體互相敵對，恐懼與報復的威脅，

使得人們不願為真理而站出來，甚至面對

不公義與不真實的情況時，情願保持沉

默。 

  耶穌極力呼籲：「你們的話該當是：

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

出於邪惡。」被欺騙充滿時，將摧毁人們

之間以及在團體之間的好關係，在包括教

會在內，不誠實會摧毀教會的合一。「厄

弗所書」提醒我們，我們是互為肢體的。

這是對基督徒的召叫，要成為真誠的人，

且與他人相互督促，就會在團體裡成長。

當我們如此，就不是出於那邪惡者的靈，

而是出於上主的靈，祂將與我們永遠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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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詞 

公義的主啊！ 
賜給我們智慧去分辨對與錯。 
讓我們的心在真誠所引導，讓我們的嘴唇

說出真理的話。 
請賜給我們勇氣成為真實的人，即便他人

反對我們。 
保守我們脫離欺騙， 
使我們成為合一與平安的代言人， 
傳佈好消息給所有的人。 
我們的祈禱，是奉祢的聖子耶穌基督之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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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主題：上主慈悲為懷，寬宏大方， 他常

緩於發怒，仁愛無量。（聖詠 145：8） 

 

讀經 

 聖詠 145：8-13   
 瑪竇福音 1：1-17 
 

省思 

  聖詠：「上主對待萬有，溫和善良，

對他的受造物，仁愛慈祥。」宣告了上主

的愛超越了種族、文化、膚色、甚至是宗

教的邊界。瑪竇福音中對於耶穌家譜的記

載反映出這廣大的建地。當上古的文化還

將女性視為低人一等，或是將她們當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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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或者丈夫的財產看待的時候，瑪竇指

出耶穌祖先中四位女性的名字，其中的兩

位，盧德和辣哈布還是外邦人。其他三位

在這一列表中的祖先則是因他們的罪行

而知名，包括大衛王通姦之事。在耶穌的

家譜當中記載這些事情，並且將他們作為

上主創造人類歷史中的一部分，都表明祂

將所有人，無論男女、罪人義人、身家背

景如何，都納入到祂的救恩計劃之中。 

  印尼是一個由 17,000 座島嶼、1,340

種不同種族共同組成的國家。而教會也常

常因為族群而隔閡。這樣的排他性使得某

些人將自己視作為真理的唯一代表，由此

傷害了教會的合一。在持續惡化的種族對

立和宗教狂熱，以及在全世界不斷擴展的

不包容的精神之下，基督徒們通過聯合起

來為人類大家庭服務，為上主包容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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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作見證，向世人宣告「上主對待萬有，

溫和善良，對他的受造物，仁愛慈祥。」 

禱詞 

聖父、聖子、聖神、唯一的上主， 

我們讚美祢，因祢在所有創造物中所顯

出的大榮耀。 

求主賜給我們一顆包容的心， 

來擁抱所有受到歧視的人們。 

幫助我們跨越一切偏見與不公， 

在祢的愛中成長。 

求祢賜與我們恩寵， 

使我們能夠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之處， 

這樣就可以在多元中經歷合一。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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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主題：對現狀應知足 （希伯來人書 13：5） 

 

讀經 

 希伯來人書 13：1-5 
 瑪竇福音 6：25-34 

 

省思 

  希伯來書的作者對過分貪戀金錢和

物質提出了警告。面對我們始終認為自己

所擁有的還不夠這一傾向，這段經文提醒

我們天主有著祂的美意，並且向我們保證

祂永遠不會放棄祂所造之物。藉由富饒的

大地、河流和海洋，上主為所有軟弱有的

生命提供了豐富的食物和水源。然而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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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人缺乏基本的生活需要。人類的軟

弱、貪婪時常導致腐敗、不公、貧困與飢

餓。為我們自己、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

族群賺取和累計錢財、食物、自然資源等

或許是一件很有誘惑力的事情，有時我們

會因此忽略關愛他人、與他們分享這些美

好的事物。 

  然而，耶穌教導我們，物質不應當成

為我們關注的焦點。我們應當要先求上主

的國和祂的義，相信我們的天父會將一切

所需賜給我們。近些年來，印尼的一些教

會為偏鄉地區的小教會提供了各樣經濟、

人力、教育上的支持。在這樣一種簡單卻

又是彼此相愛的直接實踐中，他們展現了

與他們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間的合一，這也

是上帝賜給祂教會的禮物。以更為簡樸的

方式生活，不過分佔有超過我們所需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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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不向未來透支資源，這些都能使地

球—我們共同的家園，變為一個更加公平

的地方。 

禱詞 

慈悲的上主， 
我們感謝祢賜給我們豐盛的禮物。 
求主施恩典， 
讓我們能以樸實和謙卑之心， 
領受這一切的祝福。 
使我們都以自己所有為足， 
並能隨時與那些有需要之人分享我們所

有。 
這樣我們就能在祢的聖愛中經歷合一。 
以上所求是靠祢的子、我們的主天主、 

耶穌基督，祂和祢及聖神，永生永王。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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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主題：向貧窮人傳報喜訊  （路加 4：18） 

 

讀經 

 亞毛斯書 8:4-8 
 路加福音 4:16-21 
 
省思 

  先知亞毛斯責備那些商人，為了自己

的利益而欺壓與剝削窮人。亞毛斯也特別

強調天主是如何鑒察他們的惡行以及祂

永遠不忘記他們所做的。天主垂聽困苦人

受到不公義的對待時所發出的哀聲，祂絕

不會撇棄他們。 

  我們正處在一個充滿邊緣化、利益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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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不公義的全球化社會中。當貧富差距

日益漸增，經濟利益決定了人與人、國與

國之間的關係，卻也帶來更多的張力與衝

突。當公義消失在社會中，我們也無法享

受真正的和平與平安。 

  藉著洗禮，每一位基督徒也都有份於

耶穌的這份宣告，透過話語與行為，一同

傳福音給貧窮與軟弱的人。當我們認知到

這份使命，主的靈也會在我們身上，加添

我們的力量，尋求祂的公義。身為基督徒

的我們，應領受這份召叫，從日常生活的

話語與行動中，使耶穌在納匝肋所宣告的

先知依撒意亞的話語每一天都成就在我

們和我們周圍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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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詞 

我們在天上的父， 

寬恕我們對權力的欲望， 

拯救我們脫離欺壓他人的試探中。 

藉著聖神的相通， 

使我們與鄰舍有合一的心， 

得以和祢的愛子耶穌一同為貧窮與受欺

壓的人們帶來自由， 

使祢的應許得以成就， 

因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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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主題：他是萬物的造主 （耶肋米亞 10：

16） 

 
讀經 

 耶利米亞書 10:12-16 

 瑪爾谷福音 16:14-15 
 

省思 

  這個受造世界是天主奇妙大能的彰

顯，天主的偉大，顯明在所有的受造物中，

且透過這些受造物述說著：萬軍之上主是

祂的名。 

  然而今天，我們卻面臨著全球的生態

危機，威脅著大自然的存亡。許多人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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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與貪婪，剝削這些自然生態，超過環

境的負荷。藉著發展的名目，砍伐森林、

製造土壤、空氣、水資源的污染， 終使

得農業無法再生產，失去乾淨的水資源，

並且生長在大自然中的動物面臨死亡的

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被提醒，

耶穌在復活後，差遣門徒向「凡受造的」

傳福音。在天主的計畫中，萬物將要得到

更新，沒有受造之物在這個計畫之外。所

以，我們亟需轉變我們的態度，不再過度

剝削天主所創造的大自然，而應尊重所有

的受造物，與萬物和好。 

  在印尼或一些其他的地區，許多來自

不同信背景的人們，開始推動與鼓勵基督

徒們建立環境友仰善的教會，並且為保護

自然資源而發聲。這樣的行動為基督徒帶

來合一，一同見證這位造物主，「因為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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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因祂而造成的」。當我們與其他基督

徒連結，保護我們在地上的家時，我們並

不只是為參與而參與，而是成就主的旨意，

向萬物宣揚祂的醫治與修復的愛。 

 

禱詞 

慈愛的天父， 
因為祢一發言，萬有造成， 

祢一出命，各物生成。 

我們感謝祢的榮耀、美善、恩惠， 
豐富地彰顯在祢所創造的宇宙中。 
求祢賜下智慧， 
使我們用溫柔謙卑的心與地上受造之物

同行， 
也成為福音的使者， 
將好消息帶給地上的萬物。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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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主題：婦人，你的信德真大！（瑪竇 15：

28） 

 

讀經 

 撒慕爾紀(上)1:13-17 
 瑪竇福音 15:21-28 

 

省思 

  厄里誤解亞納深刻而熱切的祈禱是

醉酒後的胡言亂語而譴責了她。然而，亞

納的回話裡請他不要把她視為「一個卑賤

的女人」，使他的心軟化了，進而讓亞納

帶著他的祝福離開。同樣地，當客納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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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來乞求耶穌醫治她的女兒時，祂 初打

發了她，說祂只是為了自己的人而來。然

而，她一直堅持乞求和挑戰， 終，耶穌

看出了她的大信德。這兩個情形，都是由

被邊緣化且不值得注意的女人說出了預

言性的話語，這些話語軟化了心靈並帶來

了治癒和圓滿。 

  在我們時代裡，邊緣化和對女性聲音

的漠視仍在繼續。事實上，即使在我們的

教會中，我們也常常與文化同流合汙地貶

低女性。當基督徒逐漸意識到這方面的失

敗時，他們更清楚地看到暴力侵害婦女和

兒童，強行從家中擄走並販運到其他國家

的恐怖行為。這些人和許多移工往往受到

非人的待遇，並被剝奪 基本的人權。近

年來，印尼的教會共同發起了打擊人口販

賣和兒童性虐待的行動。因著在全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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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數目的日漸增加，基督徒以及其他

宗教信仰的努力更顯為重要。 

  當基督徒團結祈禱和讀聖經，真正傾

聽天主聲音時，他們會發現天主也通過社

會中嚴重受虐待者的呼聲向他們說話。當

他們一起聽到天主的召叫時，他們就會受

到啟示，同心合力地反對人口販賣和其他

的邪惡行為。 

 

禱詞 

仁慈的天主， 
祢是人類尊嚴的源泉。 
藉著祢的恩典和力量 

亞納的話改變了司祭厄里的心; 
藉著祢的恩典和力量， 
客納罕女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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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耶穌醫治了她的女兒。 
在我們尋求教會的合一時， 

讓我們有勇氣拒絕一切侵害婦女的暴力

行為 

並能讚揚婦女為教會的服事所帶來的聖

神的恩賜。 

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祂和祢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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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主題：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聖詠

27：1） 
 

讀經 

 聖詠 27:1-4  

 若望福音 8:12-20 
 

省思 

  在本週基督合一祈禱的八天裡，每日

的省思包含當今世界面臨的許多困難局

面，包括貪婪、暴力、排斥、剝削、貧困、

污染、飢餓和人口販賣。印尼的教會同樣

也意識到這些問題是所有基督徒面臨的

挑戰。他們認清並承認這些罪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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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了他們教會的生活，傷害了他們的團

結，削弱了他們向世界的信仰見證。但是

同時，他們也見到許多教會在基督裡合一

的見證。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可以在他們

所處的情境裡舉出許多合一的例子。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特別是在基督

徒合一祈禱週期間，基督徒一起共同祈

禱，宣告他們共同的洗禮，在聖經中聆聽

天主的聲音，並在基督的肢體中一起為合

一祈禱。因著這樣的過程，認識到三位一

體是一切合一的源泉，耶穌是世界的光，

祂向那些跟隨祂的人承諾生命之光。世界

上許多不公正使他們感到悲傷或憤怒。但

他們不會失去希望，他們會採取行動。因

為主是他們的光明和他們的救援，是他們

生命的堡壘，所以他們並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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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詞 

天主，我們的扶持者， 

我們讚美祢的慈愛， 

試煉中祢支持我們， 

在黑暗中向我們顯示祢的光明。 

求祢改變我們的生命， 

使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 

求祢幫助我們在差異中活出合一， 

成為祢共融的見證 

聖父，聖子及聖神， 

是唯一天主從今世直到永遠。 

阿們。 
 

 

 

 

 



 57

印尼普世合一運動的現況 
 

簡介 

  印尼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是許多不同

族群、語言、文化和宗教的人的家。基督

宗教來到印尼 早可追溯至第七世紀，由

聶斯脫里派的信徒帶到北蘇門答臘，可惜

並未存續下來。接著福音是由天主教的傳

教士隨著葡萄牙商人於十六世紀出來到，

這一波包含了耶穌會的聖方濟‧沙勿略，

1546-1547 在摩鹿加群島的工作，而首名

領洗者是 1534 年在哈馬黑拉島的馬木雅

施行。1605 年，荷蘭人在東印度公司；

（VOC）的旗幟下，把葡萄牙人從印尼趕

走。也隨著荷蘭商人的到來，基督新教被

引進到印尼，許多天主教徒被迫要「改宗」

基督新教。 

  起初，東印度公司關心的是如何取得

在印尼東方盛產的香料，後來，東印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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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也代表荷蘭殖民政府，並將十七世紀荷

蘭教會盛行的加爾文新教主義傳了進來，

由於改革宗教會是官方的教會，因此擁有

一些特權。 

  後來，傳教士來到印尼，大多是來自

荷蘭和德國，他們往往只在特定的族群中

宣教，因此基督徒的界線往往隨著族群劃

定，大多基督徒使用的是當地的族群語

言，然而後來漸漸採用印尼語這個國家語

言。接踵而至的是強調復興的福音派基督

教，以及神恩復興運動，還有近期來到的

東正教，印尼的教會可說有各種教會的傳

統並存，包含天主教、信義宗、五旬節派、

福音派、靈恩派、浸信會、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救世軍、東正教等。 

  這些不同的教會各自以不同的方式

與平台面對關於合一的議題，以及關心從

地方、區域、到國家層次的各種社會上的

公共議題。舉例來說，加爾各答巴油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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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教派婦女們，共同為三輪車騎士們、

低收入戶和街友提供價格極低的午餐便

當。他們也有固定的團契聚會，與其他地

區的婦女共同慶祝婦女世界公禱日，為了

社區的和平與正義祈禱。 

印尼教會的團契 

  印尼基督教會團契（PGI）是印尼眾

基督新教的團契組織，1950 年 5 月 25 日

創立時叫做印尼基督教協會（DGI），以

使印尼眾教會得以合一為目的。即便是在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許多人便已開始夢想

成立這樣的協會，特別是以使諸多分散在

印尼各地的宣教組織得以彼此協調合作

為目的。由於印尼於 1945 年國家獨立，

教會受到國家啟發，也覺得有展現教會合

一的必要性。在印尼基督教協會第 10 屆

大會中，正式更名為印尼基督教會團契，

因為感受到以組織模式合作了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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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該是時候更進一步深化與強化彼此的

團契關係，不再只是協會組織，而是彼此

同為基督肢體的團契關係，更進一步為促

進教會的合一，以及在多元的印尼社會中

宣揚福音的努力。 

  也是在這一次 1980 的大會中，印尼

基督教會團契通過了「五個教會合一的文

獻」，包括 1.印尼教會共同的呼召、2.基
督信仰共同的認知、3.印尼教會彼此的承

認與接納、4.法規、5.邁向印尼教會在神

學、資源與財務上的自立。這些文獻反映

出其會員教會對於神學與教會的理解，共

同以教會合一為目標往前邁進，許多教會

更舉辦諸多為了教會更新、發展與合一的

活動。這些文獻也會在每五年一次的印尼

基督教會團契大會中再次確認，2000 年

的第 13 屆大會中更進一步接納由這五個

文獻組成的合一文獻，稱之為「教會合一

文獻（Dokumen Keesaan Gereja, D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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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文獻是印尼基督教會團契各會員教

會持續朝向合一的目標努力時所根據的

文獻，期待能在印尼社會中做出合一的見

證。目前，印尼基督教會團契有 89 個會

員教會，包含了五旬宗、福音派、靈恩派

的教會。也有一些比較區域性的印尼基督

教會加入其中。 

  印尼基督教會團契時常針對重要的

社會時事刊出公開聲明或是行文印尼政

府，內容包括宗教自由的施行、對公義與

和平的倡議，特別是聲援被邊緣化的人

民。同樣的印尼基督教會團契也會對其所

屬的會員教會發出牧函，內容關於印尼切

身的議題，諸如宗教自由、腐敗、侵害人

權、暴力、保護兒童等。2014 年舉辦第

16 屆大會的主題是「上主提拔我脫離了

地下的深淵。」（聖詠 71:20）：與國家所

有的兒童站在一起，我們共同施行『團結

合作』的精神，破除一切貧窮、不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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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端 主 義 、 與 環 境 破 壞 」， 這 也 是

2014-2019 的主軸，印尼基督教會團契共

同認為，貪婪是上述四個不同但互相關聯

的議題的共同根源，因此，印尼基督教會

團契希望促進「適量的靈性」。 

印尼天主教與印尼主教團 

  雖然早期傳教士在 16 世紀相當成

功，然而，天主教後來受荷蘭人的打壓直

到 1807 年歐洲的政治氛圍再次允許天主

教徒能自由禮拜為止。因此羅馬公教只有

在少數有限的區域發展，直到 19 世紀下

半頁與 20 世紀新的傳教士建立學校、天

主教學院、與新的教會團體為止。第一批

本地的天主教神職人員祝聖是在 1920 年

代 ， 而 其 中 一 位 耶 穌 會 Albertus 
Soegijapranata 更於 1940 年成為第一位本

土主教，他也是印尼的國家英雄，支持印

尼獨立，他 有名的一個口號是「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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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的天主教徒、百分之百的印尼人」。 

  印尼天主教主教團 初是在 1920 年

代成立的，後來在 1950 年代再次重組，

接納所有甫獨立的印尼國境內所有的主

教 。 從 1987 年 起 ， 主 教 團 定 名 為

Konferensi Waligereja Indonesia（KWI）。

由於印尼主教團沿革久遠，使得主教們可

以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1962-1965）

中作出重要的建言，特別是針對大會關於

啟示的文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個建

言是帝汶英德縣的 Gabriel Manek 總主教

所提出，反對「啟示的源頭」初稿的內容，

指出其中所述將造成與其他基督徒對話

的障礙，由此可見，1962 年印尼主教們

就已致力合一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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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基督教會團契（PGI）與天主教 
主教團（KWI）的合作 

  多年來，PGI 與 KWI 都密切合作，

特別是針對國家共同關心的議題。自 1980
年起，PGI 與 KWI 每年都共同發出聖誕

信息，大多針對國家的處境宣揚聖誕的福

音。這信息均於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會中

朗讀，逐漸 PGI 和 KWI 的聖誕信息被全

國採納。常見的議題包含印尼共和國憲法

保障對所有人民施行宗教自由。PGI 與

KWI 也屢屢針對社會上侵犯正義與和平

的事件發出公開的聲明，促進全民的福

祉。 

  印尼的教會深知與不同宗教信仰的

人建立並深化關係的重要性，PGI 和 KWI
都非常致力於宗教對話與合作，兩者都積

極參與不同信仰組織的合作事項，承認官

方的六個宗教信仰：伊斯蘭、基督教、天

主教、佛教、印度教和儒教。六大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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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時常聚集討論重要的議題，時常共

同發表聲明關心特定的議題。在地方的層

次，許多 PGI 和 KWI 的堂區和會堂也都

積極參與宗教的對話，以及在社會上的共

同行動。 

印尼基督教論壇 

  2007 年在肯亞 Limuru 舉行的第一屆

世界基督教論壇印尼代表參與其中，他們

受到啟發要強化不同基督教傳統在國家

內的合作關係，2012 年第二屆世界基督

教論壇在印尼的美娜多舉行，會議中，代

表印尼基督教各傳統的教會領袖們發起

了印尼基督教論壇（Forum Umat Kristen 
Indonesia, FUKRI），參與這個論壇的代表

們也參加了 2013 年在雅加達 Senayan 體

育場所舉行的基督徒合一慶典，該慶典乃

是為了歡迎普世教會協會第十屆大會來

到韓國釜山所舉行的特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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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時開始，印尼基督教論壇每個月

都聚會，成員包括 PGI、KWI、印尼福音

派教會與機構團契、印尼五旬宗教會團

契、印尼浸信會教會團契、救世軍、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與東正教會。一開始，這

個論壇以交誼為目的，漸漸他們的關係與

討論深化為討論基督教會在印尼多元且

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論壇也與

國家祈禱網絡合作，為國家的挑戰與議題

舉辦祈禱會。印尼基督教論壇也聯合舉辦

了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的活動。 近，印尼

基督教論壇正在討論由普世教協、梵蒂岡

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和世界福音

派聯盟所發行的「多元宗教的世界中基督

徒的見證：行為準則建議」文獻，印尼基

督教論壇認為這份文獻是一份寶貴的文

獻，是印尼教會在多元社會中見證的寶貴

指引，印尼基督教論壇推薦這份文獻給其

所屬教會更多的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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