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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堂 
ELCHK Vineyard Lutheran Church 
 

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翰福音 15:5)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六日 

 

詩    篇: 路 1:68-79 

(新約 100 頁) 

舊約經課: 瑪 3:1-4 

(舊約 1575 頁) 

新約經課: 腓 1:3-11 

(新約 343 頁) 

福音經課: 路 3:1-6 

(新約 103 頁) 

 

 

詩 歌 (新頌) 

116 我們成為一家人 

80  不變的基督 

52  主，願我心如好土 

4   向主歡呼 

86  主，我如何報答 

104 基督是光 

 

 

本周金句: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

是歡歡喜喜地祈求，因為從第一

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

旺福音。』(腓 1:4-5) 
 

 

主    禮 :  麥慶基弟兄 

講    道 :  明詩琪教師 

讀    經 :  呂慶忠弟兄 

侍    從 :  黃子晉弟兄 

司    琴 :  趙大衛弟兄 

接待及收獻：鄧李和弟兄、龍秀芳姊妹 

音    響 :  鄧健偉弟兄、鄧嘉南弟兄 

插    花 :  龍秀芳姊妹 

球場當值 :  江永明弟兄 

 

兒童崇拜  

主禮+讀經: 張玉女姊妹 

詩歌:      廖嘉雯姊妹 

小班:      陳美鳳姊妹 

中班:      沈健怡姊妹 

大班:      張玉女姊妹 

協助:      廖嘉雯姊妹、何曉彤姊妹 

 

 

堂 主 任  : 明詩琪教師 

福音幹事  : 陳軒裔弟兄 

行政幹事  : 鄧關婉姬姊妹 

 
辦公室地址 : 新界元朗欖口村路 25 號 

辦公室電話 : 2944 2000 

明教師電話 : 6099 9564               電郵地址: vylchur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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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心得》 
講員：明詩琪教師 

講題：同心合意 經文：腓 1:3-11 

聽道筆記：  

  
                           

                           

                                                     

                                                     

                                                     

                                                  

 

宣召 

路 1:68-79 

68「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贖， 

69 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 

70 正如主藉著古時候聖先知的口所說的， 

71『他拯救我們脫離仇敵，脫離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 

72 他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得他的聖約， 

73 就是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74-75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 

無所懼怕地用聖潔和公義事奉他。 

76 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走在主的前面，為他預備道路， 

77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認識救恩； 

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和平的路上。』」 

 
 

《本堂消息》 
 

歡    迎 

歡迎首次出席本堂崇拜的來賓與我們一齊感恩、敬拜。 

亦歡迎大家日後常來本堂聚會，領受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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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運作部 
 

1) 宏信堂網頁 

本堂網頁由今天起可供會眾使用 http://www.vineyard.org.hk。 

亦可以用二維碼 (QR code) 查閱。 

內容包括: 牧者心、週刊、活動宣傳、活動花絮、代禱區等。 

 

 

2) 印刷精美並附有本堂資料的 2016 年度「為道敢言－小先知」月曆 

 (200 個) 已送達本堂，請於接待處領取，每家庭可領取一個。 
 

 

兒童事工部 

 
為培養小朋友閱讀聖經及服侍教會的態度及責任感，12 月份事奉表如下: 

日期 兒崇點燭員1 兒崇點燭員2 收奉獻
兒崇

司琴

兒崇

讀經員

12月6日
梁澄熹

Hermas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鄧楚蕎姊妹

Ruth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李佳臻弟兄

William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葉哲韜弟兄

Jayden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楊飛姊妹

Narmia

(牧區長:陳美鳳姊妹)

12月13日

12月20日

鄧宇欽弟兄

Michael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楊靖軒弟兄

Edison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黎晉光弟兄

Ziv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呂樂研姊妹

鄧楚謙弟兄

Scott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12月24日

12月25日

12月27日

鄧倬寧姊妹

Audrey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李沐儀姊妹

Eliza
(牧區長:陳美鳳姊妹)

馬昫旻姊妹

Hadassah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馬暐晴姊妹

Koleka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黃可琳姊妹

Holam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讀經經文

* 請兒祟事奉人員於早上10:30或之前向當值導師報到

路加褔音:3章1

至6節

路加褔音:2章41

至52節

聯誼週 (牧區長)

平安夜 

聖誕崇拜, 與成人一起崇拜

路加褔音:1章39

至45節 及(46至

55節)

 
已編配事奉的小朋友，請於當日早上 10：30 回到教會（如有要事未能出席，請盡早通知 

幹事/兒童事工部部長 Elaine）。 

也希望家長們多多鼓勵小朋友並陪伴小朋友一同讀經，一起經歷與主同行的甜蜜。 

 

 

崇拜聖樂部 

「GRACE Moment -- 感恩頌時刻」 

「God’s Redemption At Christ Expense」神藉著耶穌的寶血救贖我們，使我們得潔淨和享受

神的大愛! 此時段會在崇拜前，約早上 10:45 起，一起用詩歌讚頌神的恩典，預備敬拜神的

心靈。 

http://www.vineyard.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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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培育部 

                                            新課程 
2016 年度課程 

為宏信堂未來發展的需要及希望培育弟兄姊妹成為使人得力的領袖，本堂培育部將

會參與由總會傳道牧養部舉辦的「執事訓練班」。此課程內容是 On Track Networks 的

ACTS2016 領袖訓練的三個核心課程，詳情如下： 

主題 日期及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第一講： 

生命轉化的領袖 

2016 年 1 月 9-10 日 （六、日） 

2:30 - 8:30pm 

2015.12.19 

第二講： 

以價值為本的領導 

2016 年 4 月 2-3 日（六、日） 

2:30 - 8:30pm 

2016.3.12 

第三講： 

建立使人得力的團隊 

2016 年 6 月 25-26 日（六、日） 

2:30 - 8:30pm 

2016.6.4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大埔瑞安街 22 號，港鐵太和站Ａ出口） 

講員：趙錦德牧師（On Track 領袖培訓學院院長） 

費用：全期三講，每人共$900，每一講為$300（原價$400） 

 

對象：歡迎本堂聖工委員及有心志參與帶領事奉的肢體(須經明教師推薦) 

學費津助： 

 凡報讀一講者，每項單元學費可獲本堂津助港幣$100 

 一次過報讀三講者，全期學費可獲本堂津助港幣$500(必須出席全期課程) 

 

凡有興趣報讀者，請於 2015 年 12 月 15 日或之前向明詩琪教師或沈靜雯姊妹聯絡。 

 

第六屆聖洗禮、堅振禮及轉會禮 

本堂將舉行第六屆聖洗禮、堅振禮及轉會禮。願意接受洗禮、堅振禮及轉會禮者， 

請於下午 12:30 至 1:30 到 127 室參與學道班。 

 

 

成人主日學 ～舊約神學～ 

熟讀聖經，打造堅強靈命，作天國的工人！每個信徒都不可錯失的一個學習機會。 

星期六（4:00pm – 5:30pm）查詢：明教師 

2015 年 日期 主題   日期 主題 

12 21/11 忘情棄愛：被擄的沖擊與

信仰的更新 

 13 5/12 天若有情：神權政治的控制

與在野末世論 

14 12/12 通情達理：舊約智慧神學  15 19/12 舊約與新約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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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級查經主日學 ~ 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寫於公元 70 年前後，這正值基督徒受著各樣逼迫、試探的時期，馬可透過

描述基督的受苦、門徒曾經歷過的失敗等來勉勵前線的基督徒，鼓勵他們在亂世中

去經歷無數次的失敗又再起，並為正在受逼迫煎熬的基督徒帶來安慰及盼望。活在

今天的世代裡，馬可福音的訊息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幫助、提醒和反思呢？ 

 

2015 年 日期 主題   日期 主題 

5 25/10 神蹟 4:35-5:43  6 1/11 耶穌與門徒 6:1-8:21 

7 8/11 醫治瞎子的意義 

8:22-10:52 

 8 15/11 耶穌潔淨聖殿與末世的警告 

11:1-13:37 

9 22/11 門徒的失敗與耶穌的被

捕及受死 14:1-15:39 

 10 6/12 耶穌的復活 15:40-16:8、馬可

福音的總結 

時間：上午 9:15-10:30  地點：127 室  有興趣參加者，請與明教師或幹事報名。 

 

 

 

 

11 月 29 日堂慶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崇拜人數: 176 人，領聖餐人數: 141 人。(包括元光堂教友：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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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12月13日 12月20日 12月24日 12月25日 12月27日

節 期
將臨期第三主日

(紫)

將臨期第四主日

(紫)

平安夜(歌述崇拜)

(紫)

聖誕節(白) 聖誕後第一主日

(白)

聖餐 聖餐

詩篇 賽12:2-6 路1:46下-55 詩96:1-13 詩98:1-9 詩148:1-14

舊約經課 番3:14-20 彌5:2-5上 賽9:2-7 賽52:7-10 撒上2:18-20、26

新約經課 腓4:4-7 來10:5-10 多2:11-14 來1:1-4、(5-12) 西3:12-17

福音經課 路3:7-18 路1:39-45、(46-55) 路2:1-14、(15-20) 約1:1-14 路2:41-52

主  禮 明詩琪教師 鄧嘉南弟兄 詩班獻詩 張翼旋姊妹 鄧李和弟兄

講  員 呂慶棠牧師 明詩琪教師 明詩琪教師 明詩琪教師

讀  經 鄧嘉南弟兄 周錦紹弟兄 馬堅騰弟兄 江永明弟兄 麥慶基弟兄

侍  從 呂樂研姊妹 黃子晉弟兄 - 呂樂研姊妹 黃子晉弟兄

司  琴 趙大衛弟兄 趙大衛弟兄 明詩琪教師 鄧景濤弟兄 鄧景濤弟兄

黃潤章姊妹 呂慶忠弟兄 沈靜雯姊妹 呂慶忠弟兄

李曉迎弟兄 陳麗玲姊妹 鄧李和弟兄 沈健怡姊妹

影 音

插  花 梁巧兒姊妹 梁巧兒姊妹 龍秀芳姊妹 龍秀芳姊妹

球場當值 葉堅弟兄 麥慶基弟兄 梁慧盈姊妹 馬堅騰弟兄

主禮+讀經 陳軒裔弟兄 陳美賢姊妹

詩歌 陳鳳儀姊妹 馬堅騰弟兄

小班 陳軒裔弟兄 陳美賢姊妹

中班 梁巧兒姊妹 - 沈靜雯姊妹

大班 張翼旋姊妹 馬堅騰弟兄

協助 呂樂研姊妹 龍秀芳姊妹

黎錦堂弟兄

各事奉人員留意當值的時間。最遲於當天上午十時半前抵達及準備。

如因事未能當值，請盡早通知幹事或教牧。

聯誼週 (牧區長)
兒童崇拜全體參

與成人崇拜。

兒童崇拜

2015年12月份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麥慶基弟兄、葉堅弟兄、鄧健偉弟兄、鄧嘉南弟兄

接待 及

收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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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為世界 

 為戰爭國家局勢祈禱，求主止息。 

為本堂肢體 

 求主親自保守、看顧和醫治軟弱的肢體。 

 為正在學道的肢體祈禱。 

 為已受洗、轉會及轉堂之肢體祈禱。 

 本堂教牧、同工及聖工委員會代禱。 

 

本堂事工發展 

 求主賜給明教師健康及智慧去安排和帶領各項團契及事工，願主的名被顯揚！ 

 

2015-2016 年度宏信堂駐宏信書院服務 

 *本年度為新開展的服務 開辦日期 

星期一 喜樂家長團契 早上 9:00-11:00 5-10-2015 

星期二 利慕伊勒青年團契 下午 3:45-5:00 22-9-2015 

星期三 大福家長團契 

基督少年軍 321 分隊 

早上 9:00-11:00 

下午 4:00-5:30 

7-10-2015 

30-9-2015 

星期四 豐足家長團契 

*英雄聯盟(中學生青年團契) 

下午 1:30-3:30 

下午 3:45-5:00 

15-10-2015 

24-9-2015 

隔星期六 以諾組 下午 2:00-4:00  

不定期 迦南組   

星期日 葡萄園 360 早上 9:15-10:15  

 

 請為宏信書院的青年團契禱告，感恩上帝帶領宏信書院一些中學生成立團

契，容讓他們認識信仰，並在互愛中成長。求上帝帶領在往後中學生活

中有更多事奉的機會，並成為愛主、愛人的年輕人，在學校興起其他同

學甚至老師去認識祢。 

 請為宏信書院的各個家長團契禱告，願主親自感動團契的家長能回到教會

當中。亦願主賜智慧予家長團契的帶領者，包括祁天鳳姊妹(大福家長團

契)，黃美思姊妹(豐足家長團契)、明詩琪教師(喜樂家長團契)，願主使用

衪僕人的服侍，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請為基督少年軍 321 分隊代禱，求主加力，使福音傳到各家庭。初級組 36

名隊員及 2015-2016 年度申請試辦之中級組 16 名隊員。感謝龔炳輝副隊

長協助開辦中級組、陳軒裔弟兄在導師基本課程的裝備及開始輔助導師

的工作，以及各導師的貢獻。 

 請為本堂各個小組禱告，願主的靈運行在各小組員當中，使小組員能夠彼

此相愛，互相承擔，以致能成為上帝合用的器皿，榮耀主名。亦願主賜

福小組長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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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消息》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總會信徒培育部屬下聖樂禮儀工作小組將舉辦 

「崇拜讀經訓練」課程，詳情如下： 

 題    目﹕「崇拜讀經訓練」 

 講    員﹕伍中恩教授（信義宗神學院聖樂與禮儀榮休教授） 

 日    期﹕2016 年 2 月 24 日、3 月 2、9 及 16 日（逢週三，共 4 課） 

 時    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地    點﹕信義樓 5 樓 (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道聲書局樓上) 

 課程內容﹕ 

          1. 崇拜讀經的歷史發展； 

          2. 三代經題與教會年； 

          3. 讀經員的屬靈操練； 

          4. 不同文學風格的誦讀技巧； 

          5. 丹田與運氣的練習； 

          6. 詩篇的詠唱； 

          7. 宣讀與聆聽 

 對    象﹕讀經員，主禮或有興趣的參加者 

 名 額：30 人 

 費    用﹕$200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格連同費用寄交「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 4 樓（聖樂

及禮儀工作小組）收」，支票抬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名額有限，以交妥報

名表格及費用作實。如獲取錄，將會收到本部電郵或電話通知。 

 截止日期﹕2016 年 2 月 15 日或額滿即止 

 查  詢﹕請致電 2388 5847 與總辦事處王懿南姊妹聯絡。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 -- 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各項活動，在未來三年，本會陸續舉辦不同活動以加強各方面的栽培，分享信仰的

領受和經驗。而制定不同聚會時，先確立該活動的目標，配合教會改革運動的主題

和分題的精神。 

i) 朝聖團 

ii) 講座和出版 

iii) 培靈研經大會 

iv) 佈道大會 

v) 大型活動 

vi) 感恩崇拜 

詳情請瀏覽 Facebook 專頁或網址: https://goo.gl/CyXYQn 

https://goo.gl/CyXY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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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 (腓：3-11) 

明詩琪教師 

2015 年 12 月 6 日 

 

願恩惠、平安，從愛我們的天父上帝，並為我們死亡，且為我們復活的主耶

穌基督，歸予在座每一位。阿們。 

 

上星期日是我們宏信堂堂慶二周年，這個家，就是我們共同藉聖靈和禱告建

立的這個家，已經成立了兩年了。因著上帝不斷創造的旨意，她仍是會繼續成長

的。在這裡，我很想多謝關懷部的弟兄姊妹盡心為到堂慶愛筵烹飪比賽和各樣的

禮物去張羅；亦很感謝崇拜部的弟兄姊妹盡全力為到崇拜前的 Grace Moment 和

崇拜中的各樣細節去服侍，更感謝他們持續地參與在祈禱會中，以禱告去承托著

整個堂慶和堂會，以及堂會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我亦要感謝兒童部的導師帶領著

小朋友，把一幅很美麗的大製作送給宏信堂，這幅大製作很有意思的，就是教會

被每位小朋友的手掌印包圍著，教會內裡有每一位小朋友的自畫像，即表示，教

會內盛載的，是生命；感謝成人詩班與小朋友的獻詩，並且感謝特意在星期六回

來佈置的弟兄姊妹，感謝我的同工。最後更要感謝每一位的參與，不管是在崇拜

或在愛筵烹飪比賽中，你們的投入就是對堂會最好的服侍。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3：

7-8 說「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上帝。不

過，將來各人就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願愛我們的天父上帝，親自報

答各人的擺上。 

 

今天，當我們讀到同是保羅所寫，但寫給腓立比教會的說話，我心裡很認同

的，就是：「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這實在是令人鼓

舞。確實，在創世記 1:26-31 描述，上帝所創造的人類，都是美好的。所有人都

由地上的塵土造成，但上帝卻將生命的靈吹進他們裡面。上帝創造了和諧和平

安，這都是我們很盼望能夠在宏信堂經歷到的。但可惜，人類的歷史，或者當我

們離開教會的門時，我們就會見到：上帝所創造的和諧和平安，很快就被罪的力

量粉碎。 

 

人基於驕傲、貪婪、覺得主權被侵犯，再基於自身的任性，世界就出現了暴

力。首先是該隱因為妒忌，殺死了他弟弟亞伯，然後他又害怕會遭到同樣的報復。

暴力，包括行為和語言暴力，以及報復的惡性循環，一開始就在人類歷史中無間

斷地出現。從舊約以色列的歷史及人類的歷史中，或大或小的紛爭層出不窮，民

攻打民、國攻打國、兄弟不和、家庭的紛爭不斷。持續的暴力循環似乎讓世界的

秩序都失去控制。關於這些人祖傳下來的劣根性，即是我們的原罪，日本的三浦

綾子寫了一套小說叫《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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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描述：當時一間醫院的院長和他的妻子夏枝生了小徹和琉璃子二個小

孩。院長夫人夏枝很美麗，醫院的眼科醫生村井因而很傾慕她。有一天，村井在

院長不在的時候，前來探訪夏枝。當時三歲的琉璃子因母親將其冷落，就不滿地

走了出去。然後，她竟在附近的草林裡，慘遭一個迎面而過的男子殺害，她的遺

體在第二天早上被發現。夏枝大受打擊，就入了精神病院，康復後便回到家中，

向丈失傾訴她渴望能夠重新有個女兒。但由於她本身是動過避孕手術的，所以她

無法再生育。同一時間，院長對於自己的妻子因與村井親密而間接害死女兒的

事，一直懷恨在心。此時，殺害琉璃子的犯人的女兒被寄養在一間孤兒院，嫉妒

與復仇的心態驅使院長決定，要讓他太太夏枝嚐嚐養大殺人兇手的女兒的滋味。

夏枝將那女孩改名為陽子，直到陽子七歲時，夏枝看了院長從前寫的一封信，知

道了陽子是殺人兇手的親生女。自此之後，陽子就在夏枝暗裡精神虐待的情況下

成長。等到陽子的身世秘密被揭發出來時，陽子在遺書上寫著：「原來我生來就

有罪，我是罪人的女兒，這使我的心變成了冰點。請大家原諒我的父親。」然後

陽子就在硫璃子被殺害的雪地上，吃下安眠藥自殺。 

 

面對著人生來就是罪人的劣根性，並且暴力與報復的循環，人會自我或互相

審判。但更可怕的是，在舊約記載，上帝也會以洪水終止所有的暴力。在這個時

候，我會問：當人在「以暴易暴」時，上帝不也在同一時間「以暴易暴」嗎？難

道上帝自己的性情也是毀滅及暴力嗎？既然如此，世界還有希望嗎？人類之間真

的可以「同心合意」嗎？ 

 

世界確實是充滿了暴力。在暴力猖狂的世上，耶穌降生了。衪的出生被天使

歡呼為和平新時代的開始，在路加福音 2：14 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

在地上平安歸與衪所喜悅的人！」但我會問：這美麗的宣告真實嗎？自祂出世的

時候，因為希律王擔心耶穌會取替他的位置，權力慾使他下令把兩歲以下的嬰孩

全部殺了。所以天主教會和聖公會把 12 月 28 日定為「嬰孩被殺日」，因為那些

被殺的嬰孩都是殉道者。耶穌降生在充滿暴力的世代中，祂的出生也為暴力再帶

來了一場腥風血雨；而且祂從來沒有停止過面對過暴力，耶穌和衪敵對者之間的

張力，更是隨著衪的被捕、受審和受死不斷升高。 

 

既是這樣，何謂平安？何謂和平？何來「同心合意」？這一切，就在於耶穌

在十字架上，赦免了祂的敵人。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得。」耶穌透過長久的忍耐和饒恕，結束了針對衪的暴力循環。透過耶

穌因為愛而得著的受苦的能力，祂把和好及和平擴展至全宇宙的範圍。祂向世界

宣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耶穌說：「你們聽

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

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耶穌明白，天上的上帝愛仇敵，要將和

平帶給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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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上帝確實曾用洪水毀滅充滿罪惡的世界，不過，在洪水故事的最後，

上帝自己決意要超越暴力。創世記 8：21 記：「耶和華心裡說：我不再因人的緣

故咒詛地，也不再滅各種的活物了。」上帝立下彩虹，彩虹被指定為上帝與挪亞

立約的記號，表示衪不會再以洪水毀滅大地。 

 

上帝重新發動和好及締造和平的工作，並且透過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去施行，

他對亞伯拉罕說：「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你也要使別人得福。為你祝

福的，我必賜福給他；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當

有了「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的應許時，上帝就在萬民中啟動了一個策略，

那就是刻意和耐心地要恢復和平及和好的策略。 

 

亞伯拉罕的曾孫約瑟，就實踐到上帝刻意和耐心地要恢復和平及和好的策

略。在創世記 27 章裡，我們看到約瑟被哥哥賣去埃及為奴的故事。約瑟面對著

曾經憎恨他的哥哥們，卻原諒了他們。約瑟對他的哥哥們說：「從前你們的意思

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

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約瑟的見證，讓我們知道

上帝有使人和好的能力，上帝所創造給人類的和平屬性，並不會因為人類的任意

妄為而全然消滅的。 

 

回到《冰點》的故事，陽子在自殺被救回後，那位院長太太夏枝才發現，原

來當時孤兒院的負責人並沒有把殺人兇手的女兒給他們撫養，所以陽子根本不是

殺人兇手的女兒。但夏枝仍然為到自己的一切遭遇很不甘心，於是她決心追尋陽

子的身世。她很開心地發現，原來陽子是她親生媽媽與婚姻以外的男人所生的女

兒；當時那位媽媽的丈夫在外打仗，期間媽媽就與另外一個男人生了陽子。生了

後丈夫就回來了，所以陽子的媽媽就捨棄了陽子。 

 

夏枝一心要去把陽子的身世揭露出來，以滿足她那不想別人比自己好的變態

心理。但原來，陽子媽媽的丈夫很早就已經知道自己太太的不忠，因為當他戰後

回到日本時，他遇到當時幫他太太接生陽子的護士，就在那時候，他已經知道真

相的了。但是，他選擇了原諒。因為他覺得他在戰爭時，曾經殺死了無辜的孕婦

與孩子。因此，他覺得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罪孽深重的人，所以沒有資格怪責太太。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都假裝不知道這件事情，使一家都樂也融融地生活著。 

 

人與人之間充滿著暴力與報復的循環，但當我們見到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

平等的罪人時，會不會就可以有著較大的寬恕和包容的能力？而且，當我們說，

上帝使人都有一個和平的屬性時，耶穌的受難，就更加把這屬性揭示到最高峰。

因為耶穌藉著衪自己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抵抗和結束了所有冤仇，恢復了人類失

去的合一。以弗所書 2:13-18 說：「因耶穌基督使我們和睦，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癈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

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

也給那近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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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架，上帝使所有人彼此和好，也使人與上帝自己和好。和好了，教會

就能夠在世界上正式展開和平的行動。當保羅要我們「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時，

首要的，就是要與人和平共處。而教會就是蒙召，在當今世界代表上帝，在基督

裡作和好及締造的和平的人，並且在所有宣稱基督之名的人當中修復分歧。因為

基督身體的成員——即是我們，就是和平的子民。 

 

耶穌說：「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

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女。」

在這個世界上，世人都喜歡用暴力的方法來處理衝突。教會的使命就是透過締造

和平的工作，作和好及合一的媒介，並致力於以非暴力化解衝突，且在衝突的威

脅臨到時，成為締造和平的使者、促進合一。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上帝使萬族都要因亞伯拉罕而得福時，祂多麼盼望

世人也能因宏信堂而得福。這福氣在於在一個暴力與報復循環的世代裡，由教會

身體力行地宣告一個消息：上帝創造人時，給了人一個和平的屬性，這個和平的

屬性並不會因為人類的任意妄為而全然消滅的，因為背後有上帝在。上帝有使人

和好的能力，而衪現在也把這能力賜了給教會，就是衪的子民。使人類雖然面對

著一個以暴易暴的世界，但教會仍然能夠成為世界的希望，因為我們願意奉主的

名，同心合意興旺宣告和平訊息的福音，直到世界的末了。 

 

榮歸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上帝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