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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序

出版序

靈
修，是一種靈性的操練，不同人會有不同的性格，不

同的靈性需要。不同宗派、不同傳統的靈修資料各有

特點，正正能幫助不同信徒，並提供多種角度，啟發人進深

認識上帝，讓信徒逐步加深與上帝的關係，繼而培養一種獨

特的屬靈個性。能夠用學習和欣賞的角度，去細味其他宗派

的靈修傳統特色，不但讓你能加強屬靈思考，擴闊眼界視

野，只要你願意投入，這趟靈旅必定會令你畢生難忘，因為

它能帶你走在共融之路上，與今日的教會領袖及昔日的先賢

對話，更重要是與上帝親自對話。

《共融靈旅》這本靈修書，是道聲出版社在教會改革

運動五百周年的出版項目之一，它不但展現合一精神，也是

跨宗派攜手朝向共融之旅的成果。一開始是由聖公宗與信義

宗國際協調委員會（Anglican-Lutheran International Co-

ordinating Committee）於二零一四年構思靈修材料，本意

是為了加強活出普世大公教會合一的呼召，亦正探索「在使

命中共融」的神學主題，並希望提供資源，加深相互在這

個主題上的工作，於是委員會亦會按「在使命與社關服事

中共融」的神學主題，並以世界信義宗聯會（The Luthe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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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ederation）的教會改革運動主題脈絡（藉上帝的恩

典得釋放、救恩—並非商品、大自然—並非商品、人

類—並非商品）為基礎去編寫靈修資料，再配合雙方教會

的傳統，包括《公禱書》、路德的著作、詩歌和禱文等，成

為這本《共融靈旅》。盼能讓信徒們經歷靈裏合一，在聖言

和雙方的靈修傳統指引下走上共融之旅。

自二零一五年起，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已為紀念教會改

革運動五百周年開展各樣籌備工作，亦採用世界信義宗聯會

（LWF）所定的主題「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舉辦各類型活

動，包括嘉年華會、出版、講座、培靈會、佈道會、朝聖團

及聯合崇拜等等，來迎接紀念五百周年，希望藉此提醒信

徒，教會改革運動的精神正賦予我們動力去開拓更豐盛的將

來，並使我們不單為自己這一代，更要為下一代作出貢獻。

在眾多項目中，出版事工正正能將這些重要的內容記錄下

來，並配合相關主題，緊扣當代信徒的需要來編製，為進一

步便利信徒掌握有關的知識而努力，盼能讓現今的信徒更能

體驗教會改革運動對今日的意義和影響，從而反思信仰，並

把教會改革運動的精神傳承下去。

在二零一六年五月，道聲出版社推出了教會改革運動

五百周年紀念的主題書《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今年四月

亦出版了《我們的遠象》，由本港教會不同宗派的領袖，以

聖經和教會改革運動的精神去看香港的社會遠象，讓大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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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向，並引導年輕信徒思考對香港的承擔。在七月，為配

合二零一七年信義宗和天主教共同紀念改革運動，雙方教會

組成小組把《從衝突到共融》翻譯成合一中譯本，本社為配

合其互認中文譯本簽署典禮而編製成書。不同宗派教會都在

不同層面上，進一步發展彼此共融，並以合一的精神，攜手

見證基督。《共融靈旅》是第四本跨宗派的出版，我們冀望

此書能成為聖公宗和信義宗信徒的祝福，並能讓不同宗派的

信徒都能經歷在主裏共融的美好。因為合一不是只與個別

宗派或教會的信徒有關，而是與不同世代、不同宗派、不同

教會的信徒都息息相關。盼望此書能帶領讀者回歸聖經和教

會的傳統，加深了解及認識雙方教會的傳統和神學，彼此交

流，以達致更進深的信仰反思。

最後，衷心感謝世界信義宗聯會授權出版，更多謝

聖公宗與信義宗國際協調委員會每一位委員：哈里斯主

教（The Rt Revd Dr Timothy J. Harris）、 德 拉 米 尼 牧 師

（The Revd Dalcy Dlamini）、 梁 麗 娥 牧 師（The Revd 

Augusta Leung）、林賽法政牧師（The Revd Canon John 

Lindsay）、班高芸法政牧師（The Revd Canon Dr Alyson 

Barnett-Cowan）、蓋伯特法政牧師（The Revd Canon Dr 

John Gibaut）、 派 斯 主 教（The Rev. Bishop Dr. Michael 

Pryse）、奈雅瑪牧師（The Rev. Joyceline Fred Njama）、

塔 恩 伯 格 — 斯 蒂 德 牧 師（The Ven. Helene Tärneberg-

Steed）、斯庫普奇牧師（The Rev. Sonia Skupch）、戴浩

出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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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牧師（The Rev. Prof. Dr. Nicholas Tai）及貝嘉德牧師（The 

Rev. Anne Burghardt），盡心盡力構思和編製此書。中文版

由古志薇姊妹翻譯，再由朱小琪教師配合兩個宗派用詞的編

校，努力完成這項艱鉅任務，讓此書不失傳統專有的特點。

共融靈旅，期待你的參與。

梁美英牧師

道聲出版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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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三月一日至四月十二日的大齋期間，聖公宗與信義

宗攜手進行了為期四十二天的共融靈旅。雙方藉著這

次靈旅不但作了深入及長時間的靈性反思，並且作為這靈旅

中的同行者，大家互相鼓勵和學習。這書是此共融靈旅中靈

性反思的成果。

雖然這個成果的孕育、成長及最終開花結果是在大齋

期，但它卻值得我們基督徒不光是在大齋期，而是經常不斷

地去再三回味。原因是道成肉身的耶穌在這大齋期內，他的

神性漸退，與我們一樣，面對著種種的存在痛苦，如不被明

白、在世人眼中的失敗、眾叛親離、誣捏、戲謔、唾棄、肉

體的折磨、上帝的離棄及肉身的死亡等。這一切無一不是我

們人類存在痛苦的真實經驗。

可是，耶穌在面對與我們同樣的存在痛苦及人性限度

時，他的選擇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之外

的另一個超越選擇。藉著他的選擇，我們獲得了自由。

宗派之間的共融是基督教在上個世紀開展的最熱門話

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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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至今大家仍努力在不同的進路上摸索。聖公宗與信義宗

俱為教會改革運動歷史悠久的主要宗派。雙方各自有本身的

傳統和神學論點。此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雙方在大齋期間，

藉著默觀和反思耶穌的人性分擔我們人類存在痛苦這事實

中，我們找到了共融的基礎，即人性的經驗。祈求上帝保守

我們在這共通的基礎上，繼續在共融的道路上邁進。

 鄺保羅大主教

香港聖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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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確是一個特別的時刻，因此，為

著紀念二零一七年這個日子，全球不同的教會都計劃

著不同的講座、會議、研討會等等。聖公宗和信義宗就共同

出版《共融靈旅：聖公宗―信義宗的靈性反思》，作為紀

念五百周年的一項活動，確是令人感到鼓舞。

「聖公宗與信義宗國際協調委員會」採用「世界信義宗

聯會」（LWF）制定的五百周年主題「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而編定這本著作，以教會年曆的預苦期為框架，結集四十二

篇靈修文章，每篇以聖經經文、引用聖公宗或信義宗傳統的

文典、反思文章等作為內容，可讀性非常高。預苦期靈修實

為教會的傳統，聖公宗和信義宗能以此作為基礎，展開合一

的步程，共同出版靈修著作，確是一件美事。

聖公宗有《公禱書》，信義宗有《奧斯堡信條》，在教

理上可說涇渭分明，但五百年來的發展，實也反映著福音是

超越人類所思所想的偉大奧秘。每個宗派都只是從福音中發

展了自己的傳統，而所有傳統都是用來見證福音的整全和偉

大。這次共同出版預苦期靈修反思實實在在是合一地見證耶

張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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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的福音。

這書不單締造了全球聖公宗和信義宗的合一團契，更盼

望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和香港聖公會能在這個基礎上，共同在

香港創造更多的合作空間和平台，以讓這份合一精神祝福每

一位香港市民。

張振華監督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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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給人的感覺是在紀念教會的分

裂，是基督新教離開羅馬天主教。另外，強調藉恩典

因信稱義的教義也是分裂的來源，這些概念或許在不少人的

思維中，但所有對基督宗教有些認識的人都知道，這不是

真實的。我們在聖經中看到，藉恩典因信稱義這福音不僅不

是分裂的信仰，而是合一的信仰核心，是給予所有的人，正

如保羅說：「⋯⋯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羅一 16）

世界信義宗與世界聖公宗在這共同信仰上進行了多年的

合一對談和在世界各地推行共融；先後在歐美產生了完全共

融的關係。本人有幸在過去幾年參與聖公宗與信義宗國際協

調委員會，推動兩個宗派的共融進程，並有分參與這共同靈

修的計劃：《共融靈旅：聖公宗―信義宗的靈性反思》。

雖然，這靈性反思是用在預苦期／大齋期的默想，但它是合

一的明證，也是基督徒在世經歷的見證。整本書是按紀念教

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主題和分題而寫的靈修反省，作者是從

世界各地兩個宗派而來的弟兄姊妹，共同在靈裏經歷合一靈

戴序



x 共融靈旅

程。把這「另類合一文件」翻為中文是讓華語世界也能經歷

耶穌基督福音的大能。

戴浩輝牧師

信義宗神學院副院長



xi彭序

近
年，種族、宗教與政見之間的分歧，在世界各地都有

日漸變得劇烈的趨勢，有時甚至會演變成武力衝突，

弄得人心惶惶。現今世界分崩離析，實在比任何時候更需要

團結。適逢此際，「聖公宗與信義宗國際協調委員會」出版

Liberated by God’s Grace: Anglican-Lutheran Reflections

（中文譯本《共融靈旅：聖公宗―信義宗的靈性反思》由

道聲出版社出版），為加深聖公宗與信義宗兩宗派信徒的溝

通與了解，踏出了具體的一步，可謂意義重大。

過去二十多年，歐洲和美加等地的聖公宗教會與信義宗

教會，相繼簽訂了一系列的協議，如〈波夫協議書〉（The 

Porvoo Common Statement，1992）、〈滑鐵盧協議書〉

（Waterloo Declaration，2001）、〈為了共同使命〉（Called 

to Common Mission，1999）等等。這些協議標誌著聖公宗

與信義宗走上朝向共融、通往合一的道路。這類跨宗派協議

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差異中締造共融—尊重與承認彼此之間

的差異，同時又尋求彼此之間的共融。要達到這目的，兩個

宗派縱然有著各自的精神特質與獨特身分，仍然必須保持對

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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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一種互相信任、在言行上互相支持的對話。

本書無疑是以上對話的豐碩成果。內容的選材與編排，

屢見委員會的心思。既有《公禱書》，又有馬丁路德的著作，

有今天信義宗信徒的聖經闡釋，又有聖公宗信徒的演繹，真

是通貫古今，跨越宗派。另外，本書雖然以推動共融為己任，

但它並非深奧難懂的神學反思，卻是平易近人、紮根當下生

活的靈修材料，讓一般信徒也可以實際了解彼此的傳統，參

與促進彼此關係的共融，實在彌足珍貴。

在約翰福音中，耶穌祈求信祂的人能夠合而為一，像祂

與父一樣，使世人看見信徒的合一，就相信父差了祂來到世

上。願上帝使用本書，讓更多信徒明白與其他信徒在靈性上

共融的重要，能夠一起建立共融的團契。

彭培剛法政牧師

香港聖公會 



xiii序言

在
二零一三年，剛成立的「聖公宗與信義宗國際協

調 委 員 會 」（Anglican–Lutheran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簡稱 ALICC）展開工作。它肩負

的其中一項任務是促進聖公宗與信義宗之間關係的發展，並

且促成雙方合作，在二零一七年共同紀念教會改革運動五百

周年。

ALICC 決定沿用世界信義宗聯會為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

年所定的官方主題︰「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差派四十二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聖公宗和信義宗信徒，撰寫一系列為期六

星期的省思文章，藉此讓這兩個全球性群體聯合參與教會改

革運動周年紀念活動。這項計劃的成果就在你手上—《共

融靈旅：聖公宗—信義宗的靈性反思》。本書提倡的觀點

跟世界信義宗聯會的主題和副題一樣，就是由十六世紀展開

的教會改革運動是要持續不斷的，這對於現今基督教的更

新，特別是我們雙方教會的全球共融，也是不可或缺的。

本書呈現一種新的文本，由一個國際性雙邊委員會編

纂而成。它並不屬於世界信義宗聯會和普世聖公宗的聯合聲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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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它的目的也不是要化解懸而未決的神學問題。確切地

說，它是一份靈修材料，供我們一同思考，作為聖公宗和信

義宗的信徒和牧區，在上帝的恩典裏我們是蒙召作怎麼樣的

教會。這些共同反思匯聚不同撰稿人的經歷，ALICC 期望我

們兩個宗派能在這不平凡的一年，共沐主恩，雙方關係更為

親密。

書中每天的靈修都包括三部分：聖經經文、反思文章和

一段引文，這些引文取自信義宗或聖公宗傳統，尤其是十六

世紀時期。

這書適合小組和個人使用，無論是預苦期的六個星期，

還是復活節和聖三一主日之間的那幾個星期，都可以用作靈

修材料，也可以在二零一七年任何時間閱讀。我們盼望即使

過了二零一七年許久以後，這些來自全球各地的省思文章都

能繼續成為教會的資源。

我們同為持續改革路途上的旅伴，讓我們竭力追求生命

的深化，一同經歷上帝豐盛的恩典。

澳洲聖公會哈里斯主教

(The Rt Revd Dr Timothy J. Harris，ALICC聯合主席 )

加拿大信義會派斯主教

(The Rev. Bishop Dr Michael Pryse，ALICC聯合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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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公宗和信義宗的信徒為甚麼要共同紀念教會改革運動

五百周年？

答案很清晰：這是朋友間會做的事。他們會記下彼此

的大事和紀念日。此外，今天的聖公宗和信義宗的信徒在普

世教會合一中有密切和日漸加深的關係，所以我們期望全

球各地都為此而歡慶。除了那些有助彼此承認及復和的協

議外（Common Ground1、Meissen Common Statement2、

Reuilly Common Statement3 等 等 ）， 還 有 關 於 完 全 共

融（full communion） 的 協 議（ 包 括 Porvoo Common 

Statement4、Waterloo Declaration5 和來自美國的 Called to 

Common Mission6），以及許多由聯合崇拜、服事和宣教所

產生的持續研究。因此，正如教會年曆讓聖公宗和信義宗的

信徒每年都紀念教會改革日，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同樣成

為舉行各項聯合紀念活動的推動力。

從歷史角度看，聖公宗和信義宗都經歷過教會改革運

動，雙方信徒都明白當中是甘苦參半的。令人遺憾的是分裂

對基督的身體造成傷害，但感恩能重尋因信藉恩的救恩信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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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昔日劍橋白馬旅館印刷所（後來更因此被稱為「小德

國」）源源不絕出版路德新進的神學思想和著作，其他在聖

安德魯、格拉斯哥、牛津和倫敦的印刷所也有印行。熱衷於

這些神學和著作的學者肯定把信義宗的影響力帶到正在英國

崛起的聖公宗教會中。可惜路德與亨利八世無法達成一致的

看法，這或許截斷了路德剛崛起的影響力，繼而為後來加爾

文的影響力打開大門，尤以蘇格蘭為甚。十九至二十世紀牽

涉範圍較廣的衝突也包括聖公宗和信義宗在內，對歐洲以至

世界各地許多教會來說，屢次嘗試「癒合傷口」一直都是重

要的。

就在這個背景下，聖公宗和信義宗信徒都期待二零一七

年教會改革運動的紀念活動。我們期盼它會帶來一個更新的

時機，藉著研究、禱告和聯合見證，能在事工和宣教上得著

聖靈帶來的復興。聖公宗和信義宗通過深入了解教會改革的

過去、現在和未來所蘊含的豐富寶藏，就能繼續激發與開導

雙邊和多邊會談（連同其他宗派在內）。

以下的每日省思是多位撰稿者的貢獻，他們坦率及仔細

地分享上帝的恩典怎樣在他們生命中作工。本委員會謹致以

衷心的謝意和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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