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的福音 
I. 前言   

1. 一個主的老僕人, 對時代的呼聲---周聯華牧師  

“奮興, 更新, 播道會”的主題.  

周聯華牧師: 凱歌堂的牧師, 也是蔣家三代的牧師, 懷恩堂浸信會的牧師. 

            服務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美國西南神學院畢業. 

            他是寧波人, 生長在上海, 1954 年到台灣直到現在. 上帝呼召他到 

            這地方來, 讓他成為台灣人, 台灣是他的家, 他預備”老”在這個地 

            方, 也預備”葬”在這個地方. 他己在懷恩墓園裡買了小小的一角, 

            火化後骨灰可以安放在這裡.-連想到雅各及約瑟的故事. 

      異象: 這是一個大時代, 一個混亂 危機四伏的時代, 這時代中的每一員都 

            要負責, 不能專批評任何人, 或任何一群人, 人人都有責任來貢獻一 

            些力量來移風易俗和匡正社會風氣,他在禱告中, 聽到上帝的呼召,  

            要他起來負起責任, 來扮演這一角色. 經過二,三個月的禱告, 並有 

            聖經的印證, 而決定舉行 “奮興, 更新, 播道會”. 會中的主題是 

            經過長期禱告才肯定的, 是一個微小的, 主的僕人對時代的 

            呼聲. 把上帝的信息傳出來給人聽. 那是聖經的信息. 

      時間: 7/23-7/30. 2006 年    

      地點: 濟南長老教會—台北市的中心 

            他和長老會認同, 他是長老會慶祝一百週年籌備會的主席.一生中最 

            有意義的事, 於 90 年 12 月 8 日在懷恩堂舉行 “二二八平安禮拜”. 

            讓他做和好的使者. 

            長老會第一次發表的國是宣言與他有分, 是他幫著一起寫的. 

II. 經文分享   
1. 路加福音 2:14  

天使向牧羊人報喜信 
  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2. 哥林多後書 5:17-21  

勸人與 神和好 
  17   如果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經過去，你看，都變成新的了！ 
  18   這一切都是出於 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自己和好，並且把這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19   就是 神在基督裡使世人與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並且把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20   因此，我們就是基督的使者， 神藉著我們勸告世人。我們代替基督請求你們：跟 神和好吧！

  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有罪的，使我們在他裡面成為 神的義.
 

3. 路加福音 2:10-12  

天使向牧羊人報喜信 
  8   在伯利恆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間看守羊群。

  9   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他們就非常害怕。 
  10   天使說：“不要怕！看哪！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於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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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   你們要找到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4. 詩篇 46:9 
神同在是 好的保障 

9   他使戰爭止息，直到地極；他把弓折毀，把矛砍斷，把戰車用火焚燒。

 

5. 彌迦書 4:3-4 

世界和平 
  3   “他要在多族中施行審判，為遠方的強國斷定是非。他們必把刀劍打成犁頭，把矛槍打成鐮刀；這國不

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4   各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他們，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親口說過了。

 

6. 馬太福音 22:37-40 

重要的誡命（可 12:28~31） 
  37   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愛主你的 神。

  38   這是 重要的第一條誡命。 
  39   第二條也和它相似，就是要愛人如己。

  40   全部律法和先知書，都以這兩條誡命作為根據。”
 

7. 馬太福音 5:43-45 

當愛仇敵（路 6:27~28、32~36） 
  43   “你們聽過有這樣的吩咐：‘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44   可是我告訴你們，當愛你們的仇敵，為迫害你們的祈禱，

  45   好叫你們成為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使太陽照惡人，也照好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8. 以弗所書 2:13-14 

在基督裡合而為一 
  13   你們從前遠離的人，現今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可以親近了。

  14   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就是以自己的身體除掉雙方的仇

恨， 
 

9. 羅馬書 11: 25-26 

全以色列都要得救 
  25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對這奧祕一無所知，免得你們自以為聰明。這奧祕就是以色列人當中有一部分

是硬心的，直到外族人的全數滿了； 
  26   這樣，全以色列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拯救者必從錫安出來，除掉雅各家的不敬虔的心；

 

10. 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 the King of Prussia. He said to  

     his chaplain, If your Bible is really from God, you should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e fact simply. Give me proof for the inspiration of the 

     Bible in a word.  “ISRAEL”—said the cha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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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和平的福音 
 

     耶穌基督的降生就是 願榮耀歸於至高之處的上帝, 願和平歸給地上他所喜愛的人.  

     平安 ! Shalom !    

      

1.  一個最美的聖誕前夜  
據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某一個戰區決定在聖誕夜的時候, 停戰 24 小時. 在

英法聯軍戰壕裡, 有人開始吟唱平安夜, 立刻成了一個大合唱. 響亮的歌聲傳到

對方的戰壕, 德國軍士, 用德文也唱起平安夜.雙方一起唱平安夜, 心連心地共同

記念嬰孩耶穌的誕生.  

他們一邊在唱的時候, 不約而同紛紛地從戰壕裡慢慢走出來, 這是平安夜最美的

歌聲. 兩方面聚合互在一起, 互相擁抱. 

幾分箠鐘前, 在戰場用子彈打死對方, 用刺刀肉搏拼個你死我活, 因為平安夜的

歌聲, 他們一起唱歌, 互相擁抱, 後來他們也分享最好的禮物給對方. 敵人成好

友, 好美 ! 這是真情的流露! 我們為什麼有戰爭呢?. 耶穌基督到世上來, 就是

要給我們和平的福音 ! 

 

2. 甚麼是福音 ? 
福音就是好消息. 最早用這個字, 是兩國交戰時, 當一國打勝,征服了另一國, 傳

捷報回來時, 用的字眼就是好消息. “好消息 !”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所報的好消息; 就是福音. 是上帝的兒子來啟示上帝大

愛的福音 ; 是上帝的兒子戰勝魔鬼的福音 ; 是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後, 死而復活

的福音; 是上帝饒恕世人, 在基督中上帝使世人與他和好的福音, 耶穌的降生是

和平歸地上他所喜愛的人. 是一個和平的福音 ! 這福音是耶穌基督死而復活, 凡

信他的人也都能夠使人出死入生, 出黑暗進光明的福音.  

假如一個人接受了耶穌, 完全信靠了耶穌, 但這個人沒有改變, 就不是好消息; 

人自己不會改變, 他信耶穌以後, 聖靈會工作使他改變, 成為新人. 

假如有人接受了這福音, 不能使他與上帝的關係有所改變, 不能使他所處的人際

關係有所改變, 這也不是福音. 福音能使個人改變, 因著他與人際關系的改變, 

而社會改變; 最終, 國家也能改變. 因此, 這福音能使個人改變, 社會改變, 甚

至國家改變, 人類改變. 

 

3. 原始的好消息 

在兩千多年前, 當一群牧羊人在草原中牧養羊群的時後, 忽然天上有主的榮光照

耀他們, 有天使向他們顯現; 牧羊人十分害怕. 天使卻告訴他們.大好消息 ! 路

加福音 2:10-12. 這話說完, 有一大隊天軍和那天使一起唱歌.  路加福音 2:14. 

耶穌降生二千多年, 和平在世上 (peace on earth), 並沒有實現. 新約最有權威

的手抄本, 應該譯為:”願和平歸給地上他所喜愛的人. (On earth peace among 

men with whom he is pleased) 

 

4. 舊約中先知的盼望 

個人的平安與地上的平安.       將來的救贖與地上像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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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們似乎太在意 “個人的平安”, 而忘了 “地上的和平”. 

詩篇作者和先知們強烈地盼望和平的實現:  詩篇 46:9, 彌迦書 4:3-4 

我們盼望有一天世界沒有戰亂! 把破壞性的刀劍槍矛打成建設性的犁頭和鐮刀; 

然後可以在自己的葡萄園, 無花果樹下享受太平. 

 

5. 耶穌的教導 

耶穌告訴信徒, 怎樣來實現舊約聖經的理想. 履行兩條誡命 : 愛神和愛人像自己

一樣. (馬太 22:37-40). 他更進而又說: 愛你的仇敵, 為逼害你們的人禱告.才

可作天父的兒女.馬太 5:43-45. 

早期的教會歷史, 前三百年基督徒是不當兵的. 這些前輩更知道耶穌的心意. 他

們不去當兵, 是要折弓斷箭, 把刀槍拿去作犁頭, 作鐮刀, 把盾牌燒毀掉; 這是

多好, 多美的事呀 ! 

西洋史, 看到十字軍, 制服上佩了十字架, 以十字架為標記, 武裝起來, 到聖地

的聖墓去朝見耶穌. 他們口口聲聲說, 這是上帝的旨意, 美其名為十字軍. 這些

十字軍再度種下了基督徒跟回教徒中間的衝突. 因著歷史的演變, 猶太教徒, 基

督信徒和回教徒矛盾越來越深.甚至戰爭. 911 是累積仇恨的結果. 這些衝突都是

不應該有的. 最近以色列和黎巴嫩又戰爭了. 這是不應該的.  

 

6. 助人致力人間和平--賀川豐彥 (Kagawa Toyohiko) 

        賀川豐彥 (kagawa Toyohiko, 1888-1960) 是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基督徒.  

        賀川生長在一個非常有錢的家庭. 可是他卻到神戶 (kobe) 貧民區去工作. 因為 

        長年跟貧民在一起, 因此染上了肺病. 因為他反對日本侵略中國, 在 1940 年代初 

        期,他被軟禁起來, 一直等到打仗結束才放出來. 戰爭完了以後, 日本政府請他幫 

        助戰後重建的工作, 他仍去做貧民區的工作, 注意社會公義和社會服務. 

 

7. 異與同 

台灣有很多族群, 各族群要互相尊重. 各族群有不同的方言, 但我們只有一種文

字. 儘管有許多 dialects, 沒有一個比另一個高超. 我們身處台灣, 要認同台灣.

我們在一起生活, 要互相照顧, 互相愛護. 

在台灣, 族群與族群之間有時也有磨擦. 藉著彼此認識, 努力適應, 關係也會逐

漸改善. 不幸的是族群與族群間有不同的政治主張, 比較辣手, 但是雙方能開誠

布公, 在共同愛這塊土地的原則下, 問題也能化解. 

 

8. 平安 ! Shalom ! 

台語教會教友見面互道平安 ! 人人都希望對方有平安. 一個民主的社會, 人跟人

之間可有不同的政治觀點, 可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 不可爭吵謾罵, 甚至大打出

手. 不要在最高的政治會議中立最壞的榜樣. 人跟人之間和睦相處應該不是難事, 

相處應該和平, 也應該平安. 這個平安是有整個身, 心, 靈的平安.  

當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門徒們是多麼的惶恐, 關在高摟上, 不知怎麼辦

的時候, 耶穌忽然出現, 在他們中間跟他們說平安, 也許第一聲平安只是一種打

招呼, 是習慣性的, 可是當他再說 ”願平安在你們中間”, 讓他們得到多大的安

慰. 然後耶穌說你們要得聖靈. 他說: ”父怎樣差遣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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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讓他們先得到平安, 再把福音的好消息傳揚開來. 一直到今天, 至少全世界有

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徒, 有基督的平安在他們裡面. 因為真的有平安的基督徒

也能把和平帶給別人. 

 

9. 和好的福音 

我們是上帝所創造的人, 人驕傲又自大, 有反叛的心, 我們反叛了上帝, 為這個

緣故, 我們要和好. 人與人不和善, 甚至還跟自然界, 與上帝所有的創造, 跟整

個的環境不協調也是反叛 !上帝把美好的環境給我們, 我們便應該好好保護這環

境, 多加珍惜.  

人跟人之間不能夠好好相處也是事實. 猶太人感覺到自己是猶太人, 是人, 其他

人都是外邦人. 中國人叫自己是居處中央的中國人, 叫北方人是匈奴, 南邊的人

叫南蠻, 更南方是苗子,..這些都是不需要的自大. 猶太人把所有非猶太人都叫做

外邦人的情況也是一樣. 

在聖殿旁邊, 考古學家發現過一塊石頭, 石塊上頭刻的字是: “外邦人不得入

內..”--外邦人不能進以色列聖殿. 

保羅的以弗所書中 (以弗所 2:13-14), 聖殿裡有一垛分裂的牆, 使猶太人和外邦

人一在牆內, 一在牆外, 這分裂的牆已經推倒了, 猶太人和外邦人都能合為一體.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說 : 上帝差我們作和好的特使, 和好的特使代表耶穌基督.   

以上帝特使的身分宣告, 這個福音是和平的福音, 這個信息是和好的信息.  

上帝所給我們的就是和平的福音, 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和平, 和好地在自己的葡

萄樹底下, 在自己的無花果樹底下坐著談話, 商討國家大事, 為人民謀福利. 求

主幫助我們, 讓聖經裡的美好應許在我們人間實現. 讓大家過太平的日子. 

  

耶穌基督的降生就是 “願榮耀歸於至高之處的上帝, 願和平歸給地上他所喜愛 

的人.” 

 

                                                              03/18/07 jin 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