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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今日舉行聖誕讚美禮拜，感謝聖歌隊帶領大家

主後 2018 年 12 月 23 日
上週
講道

以詩歌讚美上帝。禮拜後請兄姊領取聖誕糕一

撒迦利亞頌
路加 1:68-79

份。敬祝大家聖誕快樂。

鍾主亮牧師

2. 2018 年度奉獻於 12/30(日)禮拜後關帳，欲奉

一、 撒迦利亞頌的背景

獻的兄姊請留意，以取得奉獻證明，逾時者列

1.老邁義人祭司卻苦於無法生育

為明年度。

撒迦利亞和伊利沙伯夫妻二人都出身祭司家族，

3. 北中松年部 2019/1/4(五)上午 9:30 在艋舺教

在上帝面前都是義人，卻沒有孩子，他們一直禱告，

會召開第 32 屆會員大會、第 33 屆事工計劃報

直到伊利莎白已經不可能生小孩。｢5 在希律作猶太

告，契友 50 元，非契友 100 元，請向余錦惠/

王的時候，亞比雅班裏有一個祭司，名叫撒迦利亞；

梅陳淑茹姊妹報名。今日截止。

他妻子是亞倫的後代，名叫伊利莎白。6 他們兩人

4. 財務組 2018 年度下半年度查帳，請各團契會
計 2019/1/13(日)前將帳冊交至辦公室。
5. 本會訂明年 2019/1/27(日)舉行定期年度會員
和會。為編印和會手冊，請各團契、各組將報
告資料提交辦公室，截止日期：2019/1/15。

在上帝面前都是義人，遵行主的一切誡命和條例，
沒有可指責的。7 只是他們沒有孩子，因為伊利莎
白不生育，兩個人又年紀老邁了。」(路加福音 1：
5-7)
2.撒迦利亞禱告蒙應允不相信

6. 本會智慧型手機班明年 2019 年 3-6 月每週二上

路加福音 1：13、18｢13 天使對他說：「撒迦利

午 9:10-11:45 上課，3/5 開課，每人 1,500 元

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的

(含簡餐)，歡迎 60 歲以上兄姊報名參加。

妻子伊利莎白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

7. 為編印明年度第一季(1-3 月)事工預定表，請
各團契於本週三(12/26)前提交辦公室。
8. 為編製會友通訊錄，請兄姊至一樓校對初稿，確
認或修改後請打勾。

9. 2019 年 1-3 月新眼光讀經已送達，請至招待桌
索取。

◎肢體消息

約翰。18 撒迦利亞對天使說：「我怎麼能知道這事
呢？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紀老邁了。」從經
文看到撒迦利亞一面禱告，一面不信。撒迦利亞這
位牧師信心很小，他們可能從結婚開始就天天禱告，
一直求上帝給他們小孩。有一天天使說：「上帝聽
了你的禱告，你要有小孩了」，他回答說：「這怎
麼可能」？其實我們基督徒禱告的態度也常常這樣，

因為我們做不到，所以才禱告，而我們往往一面禱
1. 蔡發源執事 12/16 蒙主恩召，享年 86 歲，
告，一面又不信。我們說「上帝全能、上帝很棒，
12/27(四)上午 11:00 於二殯至真 2 廳舉行告
我們可以將萬事都帶到祂面前求」，然後上帝真的
別禮拜，求主的靈親自安慰遺族。
做了，我們說：「這怎麼可能」？而且他還是個牧
2. 請為黃昭嘉執事、劉憶年姊妹(劉建華弟兄的
師。
妹妹)的病痛，張皆得弟兄的復原，及長久行
初代教會也曾如此：當使徒彼得被抓入獄時，
動不便者代禱。
教會為他開通宵禱告會，上帝垂聽他們的禱告，把
3. 最近天氣早晚溫差大，請兄姊注意保暖及健康。
彼得救出來。當彼得回到教會時，卻沒有人相信他
◎教界消息
會被放出來。甚至有一個女孩聽出來是彼得，趕緊
1. 淡水教會、台灣教會公報社主辦，「以凝視成 轉身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時，卻被指為瘋了，說那
為祈禱」張德謙牧師白鷺鷥攝影展，即日起至 一定是彼得的鬼魂，因為他們認為彼得已被處死。
2019/2/28。地點：淡水教會宣教中心。
3.像以利亞成為主先鋒(路加福音 1：17)
2. 台北中會於 12/30(日)下午 3:30 舉行積穗教
舊約最後一個先知瑪拉基，預言在彌賽亞來臨
會開設暨李念恩牧師就任中和教會宣教牧師 之前，有一位以利亞會先來。自從上帝跟瑪拉基說
派駐積穗教會授職禮拜。
了這話後，上帝不再對以色列人說話 (下接第三版)

教會週報第三版
(上接第三版)長達四百年，所以以色列人有四百年聽

主後 2018 年 12 月 23 日
成聖，那結局就是永生。」（羅 6:22）

不到上帝的話。他們殷殷期盼著彌賽亞救世主，把

3.為主預備道路

他們救出來。以利亞來就代表彌賽亞不遠了，所以

約翰的角色──為主預備道路，為主預備道路

你能想像撒迦利亞有多害怕嗎？因他的孩子將成為

就是預備人心，耶穌基督彌賽亞來，要救我們脫離

把彌賽亞引到這個世界來的孩子，是個先鋒的角色。

黑暗，可是問題在於耶穌很不容易到我們心裡面。

4.不信恩典成為啞巴(路加福音 1：20)

有兩大原因：過於高傲的人，會覺得自己不需要耶

撒迦利亞不相信的態度，所以天使說：「你既

穌；過於自卑的，會覺得自己不配，認為耶穌會不

然不相信，你就成為一個啞巴。」可見當我們不信

屑拯救他，因此使耶穌沒有機會到黑暗中把他們拉

的時候，上帝明明回應了我們的禱告，讓我們經歷

出來。而約翰要做的，就是讓高傲的或是自卑的，

了，聽見了，看見了，但我們卻反而聽不到看不到。

能敞開心胸或調整視野，讓耶穌比較容易進入需要

二、 撒迦利亞頌

被救的人心中，這就是為主預備道路。所以約翰一

1.上帝救贖的應許必不落空

生就是讓主耶穌比較容易顯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撒迦利亞頌讚美的是上帝的救恩，每個基督徒

替耶穌舖一條路。在待降節期時，當我們在等候彌

必須相信上帝的話，即使上帝的話好像很久很久都

賽亞再臨時，我們也要再一次學習施洗約翰的心志，

沒有應驗，但是神從創世記開始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積極傳福音，預備人心。

真是會應驗，「72 他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得他的

三、 結論

聖約，73 就是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路

路加福音 1：78-79｢78 因我們上帝憐憫的心腸，

加福音 1：72-73)，上帝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

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79 要照亮坐在黑暗

不會落空，所以我們要帶著信心盼望等候祂。

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和平的路上。」

2.救贖為了服事

何謂上帝憐憫的心腸？就是耶穌的救贖，就是

路加福音 1：74-75｢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

十字架上愛的光芒，它要如清晨的日光一樣照亮我

來，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無所懼怕地用聖潔和公

們內心的黑暗，並且把我們帶領到平安的路上。在

義事奉他。」

黑暗中的人，常常看不見自己處在黑暗中，一直到

上帝救贖我們，不只是要讓我們在將來上天堂，
而是讓我們今天在世上可以服事上帝。在出埃及記

有光線照到他的時候，他才恍然大悟發現自己生命
的黑暗死蔭。

裡，上帝讓摩西去見法老，要法老釋放以色列人時，

然而，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他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出 8:1）這

耶穌十架的光芒，要照射入我們的黑暗中，目的是

樣看來，救恩有其目的，就是讓我們得救之後，可

把我們引到平安的路上。有人認為平安就是沒有敵

以在上帝的國度事奉。所以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完

人、沒有戰爭與爭鬥，這樣的平安太表面膚淺。聖

成的救恩，是讓人們得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

經裡的平安為 shalom，其意思是「我們的愛與關係

地用聖潔、公義事奉他（路 1:74-75）。

是很豐盛與和諧的」。所以平安存於關係之中，上

事奉包括敬拜上帝，以及遵行上帝的旨意。週

帝讓我們得救的目的，是為了引我們到平安的路，

日來教會做禮拜，這是敬拜上帝，目的就是希望在

這會帶出什麼「關係」呢？就像十字架所指出的四

敬拜的時候，能夠多知道多認識一點對上帝的旨意，

個向度，包括我們跟上帝的關係、跟鄰舍的關係、

但這只是事奉的一半。知道了以後，必須在週間能

跟環境的關係、跟自己的關係，這四個關係向度，

把所認識的上帝的旨意，在生活當中實踐出來。當

如果有問題、就不是和諧豐盛的，我們就是在黑暗

我們如此服事上帝時，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生命正

裡，就不是走在平安的路上。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讓

被改變，我們慢慢能結出成聖的果子，這個才叫做

我們跟上帝、跟自然環境、跟社會鄰居、跟自己的

救恩，才是真正的釋放，也就是我們的腳開始在平

關係都能達到和諧豐盛的狀況。主耶穌出生為我們

安的路上行走，那結局就是永生。「你們既從罪裏

帶來救恩，主耶穌要賜給我們平安，就是要讓這四

得了釋放，作了上帝的奴僕，就結出果子，以至於

個向度的關係有機會可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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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18 年 12 月 23 日

【聖歌隊獻詩】

天父慈愛之夜－神同在的奧妙與敬畏
1. 主之降臨

Words and Music by Pepper Choplin

眾城門著攑頭，亦著修平大路，恁今著來備辦慶祝主之降臨。
恁之等候欲息，上帝榮光遍滿，恁今著攏起來迎接主之降臨，迎接主之降臨！
著來備辦救主降臨之道路！著來備辦救主降臨之道路！
古早先知讖語，上帝及咱居起，基督以馬內利，眾人攏欲看著上帝榮光！
眾城門著攑頭，亦著修平大路，恁今著來備辦慶祝主之降臨！
恁之等候欲息，上帝榮光遍滿，恁今攏著起來迎接主之降臨，迎接主之降臨。
著來備辦救主降臨之道路！著來備辦救主降臨之道路！
古老先知讖語，上帝及咱居起，基督以馬內利，眾人攏欲看著上帝榮光！
(請來，請來，以馬內利，救贖以色列眾子兒)。請來，請來，備辦道路！請來，備辦道路！
備辦道路，請來備辦道路，主之道路。臭耳者卻聽見，
睛瞑者看見祂，啞口者欲出聲，跛腳者欲快樂趒跳，備辦救主降臨之道路！
備辦主降臨之路！歡喜！歡喜！以馬內利，上帝及咱居起。著來備辦救主降臨之道路。

2. 等候
等候，阮啲等候主。等候，阮啲等候主。充滿阮到尋著祢真光，祢真理。
等候，阮啲等候主。等候，阮啲等候主。充滿阮到尋著祢道路，祢旨意。
今互阮知主之臨在，以馬內利，上帝同在。阮用全心來迎接祢，以馬內利，上帝同在。
上帝同在。以馬內利。今阮啲聽，主啊！阮啲聽 x2。近倚，互阮聽祢賜阮之話。
今互阮知主之臨在，以馬內利，上帝同在。阮用全心來迎接祢，以馬內利，上帝同在。
上帝同在。以馬內利。主啊！請賜阮耐心。(主啊！請賜阮耐心。)
當阮祈禱，賜阮信心知祢啲聽阮之求討。今阮等候(等候)，阮啲等候，(等候)等候。

3. 天父愛疼之暝
世間萬物未有彼時，聖子及父同居起，阿利法奧美加是祂。
祂是起頭及終止。現在過去未來屬祂。祂永遠無始無終，
永遠到永遠無疆。(永無疆)。
(平安暝)！世間萬物未有彼時，(聖誕暝。)聖子及父同居起，
(真安靜)，阿利法奧美加是祂。(真光明)，現在過去未來屬祂，
(光照老母亦照嬰孩)，祂永遠無始無終。(聖子溫純閣真正可愛)
聖子及父同齊居起，細漢嬰兒今出世。上帝賞賜安眠，上帝賜安眠，
永遠到永遠無疆。平安暝！聖誕暝！真安靜真光明，
光照老母亦照嬰孩，聖子溫純閣真正可愛，
上帝賞賜安眠，上帝賞賜安眠。上帝賜安眠，永遠到永遠無疆。

（下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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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

4. 牧者之歌
牧者暝時顧守羊群， 攏坐佇曠野，主之天使到 身邊，燦爛遍滿。
祂講：「莫得驚，我帶好消息，欲報互眾百姓。聖子今日為恁出世，救世主，主基督。
Ｇloria Gloria in excelsis Deo!x2 in excelsis Deo Gloria in excelsis Deo！
聖子今日為恁出世，就佇伯利恆，救世主，就是主榮督，今這就是記號；
今這就是欲互恁之記號；恁欲尋著聖嬰兒，佇遐，用布來包祂，好睏佇馬槽裡。
Ｇloria Gloria in excelsis Deo!x2 in excelsis Deo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忽然有大陣燦爛天兵包圍天使真光明，暗暝牧者顧羊之時，天使大聲吟詩；)
Ｇloria Gloria in excelsis Deo!x2 in excelsis Deo Gloria in excelsis Deo！

5.抄尋君王
抄尋，抄尋新生君王。抄尋，抄尋新生君王。(路真黑暗，土真乾燥。
星辰光明導阮路途。阮啲抄尋，阮啲抄尋。路途遙遠，阮雖厭倦，
總是阮靠信心向前。阮啲抄尋，阮啲抄尋)。抄尋君王。
帶黃金，阮欲尊崇祂做王，帶乳香，阮欲尊崇祂做聖。帶物藥，香味可抺主之身屍，
雖然阮 知主旨意。抄尋，抄尋新生君王。抄尋，抄尋新生君王。
今阮真厭倦，遙遠路途，總是，閣一次，星啲導路。星啲導路，
今阮就歡喜趒路，阮就歡喜趒跳，阮就歡喜趒跳。阮真歡喜，因為阮看著奇妙金星，
啟明星，威嚴燦爛光明星。向西進行，引導無停，到完全真光身邊。
向西進行，引導無停，到完全真光身邊。抄尋，抄尋新生君王。
(當阮尋著新生君王，上好禮物準備妥當，可來敬拜君王。阮欲敬拜君王。可來敬拜君王，
阮欲敬拜，欲敬拜新生君王。）。抄尋新生君王。抄尋，找尋新生君王，
抄尋，抄尋新生君王。敬拜君王，阮欲敬拜君王，敬拜君王，阮欲敬拜新生君王。
敬拜君王，阮欲敬拜君王，阮欲敬拜君王，阮欲敬拜君王，敬拜新生君王。

6.恁著跪拜
來，看嬰兒，祂臥佇火爐邊，咱著恬靜，近倚到馬槽邊。注神佇祂，仰望世人之救主，
體會神聖平安，恁著跪拜。開恁心目，神聖啟明星今顯明，真光燦爛欲照光恁心靈。
打開心門迎接大奇妙及榮光。體會神聖平安，恁著跪拜。恁著跪拜！
著聽天使啲吟詩！喔！神聖之暝，彼暝基督出世。喔！神聖暝，（聖之暝）彼暝基督出世！
著來，恁著來跪拜著來到主面前敬拜。感謝上帝恁今尋著聖嬰孩。
福氣充滿佇凡若知主救贖之人。恁著出大聲。心肝歡喜快樂，讚美和平君王，
跪拜尊崇。跪拜尊崇。

7.基督今出世，歡喜快樂
著聽天使啲吟講，阮聽天使啲唱歌，「榮光歸佇新生王。」甜蜜歌聲遍山嶺，
著聽天使啲吟講：「榮光歸佇新生王。」著聽天使啲吟講：「榮光歸佇新生王。」
地上和平人受恩，上帝罪人閣親近。歡喜ｘ４，快樂ｘ４！天使傳報好消息，
「基督今出世！」阮聽天使啲唱歌，甜蜜歌聲遍山嶺，大山小山攏應聲，
歡喜快樂永無息。歡喜 x3，快樂 x3！阮來報歡喜消息，「基督今出世。」
歡喜 x3，快樂 x3！阮來報歡喜消息，「基督出世！平安齊備！」
讚美和平之君王！祂大公義咱尊崇！光明活命主所賜，平安醫治祂攏有。
放拺榮光真謙卑，出世互人無閣死，出世高昇萬百姓，出世互人重頭生。
著聽天使啲吟講：「榮光歸佇新生王。」歡喜ｘ３，快樂ｘ３！
阮來報歡喜消息，「基督今出世。」咱著歡喜唱歌！歡喜快樂唱歌！基督出世！歡喜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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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以愛與包容在民主的道路上勇敢向前行
近五十年來，無論台灣面對任何艱難及困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秉持基督信仰，
堅持釘根台灣本土，認同全體住民，通過愛與關懷的實踐，盡力成為盼望的記號。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10 月 4 日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談到中
國時說：「北京還直接支持承諾配合中國戰略目標的政黨和候選人，左右一些國家
的政治。自去年以來，中共已說服三個拉丁美洲國家與台灣斷交，轉而承認北
京。……美國始終相信，台灣對民主的擁抱為所有華人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游賀(Ted Yoho)甚至於 12 月 11 日說：
「台灣是
一個國家，是時候接受並認清這一事實。」歐洲會議在 9 月力挺台灣，12 月也重申
堅定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台灣被中國孤立的問題，已受到國際友人的重視。然而，中國仍然透過各種方
式，逼迫赴中發展的台商及藝人表態，台灣為「中國台灣」
，試圖瓦解台灣人民的自
我認同，並持續以假消息製造台灣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在國際社會關注與支持
時，我們對目前台灣社會的發展與情勢感到憂心，因此我們呼籲：
一、不讓假消息繼續在台灣社會流竄。所有的人都有責任也應該學習對消息的
來源的真偽作判斷，不任意散發。特別是新聞媒體更應遵守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倫理，
對於消息的真偽負起查證的責任。
二、關於同性婚姻的議題，在大法官的釋憲及公投結果下，應該本著 2014 年
所發表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同志婚姻議題牧函〉的精神，關心同志的處境，並讓
政府有空間擬定相關法律來保障、關顧同志。
三、11 月底的選舉可發現中國政府利用台灣的民主制度，操弄台灣的民主。因
此 ， 台 灣 社 會 應 該 思 考 建 立 「 防 衛 性 民 主 (Wehrhafte Demokratie ， Defensive
Democracy)」機制，以防止中國政府瓦解台灣社會辛苦建立的民主與自由。
四、我們應該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並團結一起，共同來面對中國政府透
過各種方式的滲透與分化。我們有分歧，但我們仍有許多的共同點。此刻，是我們
以前人打拼所留下之民主、自由為我們共同的基礎，繼續營造「生命共同體」
，使台
灣可以向前、走向世界的重要時刻。我們仍然要繼續努力以「台灣」為國名參與國
際組織。
五、我們誠摯呼籲全體台灣人民與各團體，此時此刻，放下成見，以愛與包容
使台灣勇敢堅持地面對、克服中國的威脅及孤立，走向新而獨立的國家之道路。
「不要把你無助的子民交給殘暴的敵人；不要忘記你受欺壓的子民。」
―詩篇 74 篇 19 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議 長 薛伯讚
總幹事 林芳仲
2018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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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

禮物的到來
文◎保羅‧區普
譯◎Sharla Chen
今年你的聖誕節禮物清單都列了些什麼？有哪一樣是你特別想得到的嗎？當你為
這個送禮時節做準備，讓我們利用機會記念那份最美好的禮物，以及我們盼望的緣由。
以賽亞書 59 章有 3 個提醒，是我們應該好好思想的：
1.充滿盼望的禮物能夠解決問題
我們為什麼會期待特定的聖誕禮物呢？因為我們認為，現在擁有的還不足以解決當
下的問題，或者我們尚有未滿足的渴望。當我們的生活發生狀況時，我們常喜歡把最大、
最深的問題歸於外在環境，而非我們自己。「都是別人的錯……都是事件造成的……都
是環境害的……」我們總是找盡藉口、理由說：「絕不是我的問題。」
但聖經有不一樣的看法：「是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你們的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祂
掩面不顧你們，不聽你們的禱告。」（2 節，新譯本）
等待基督降臨是一個真實盼望的故事，因為上帝賜予我們一份最大的禮物來解決我
們最大的問題──我們充滿罪的內心。
2.通往盼望的道路就是不對自己抱任何希望
當我們因為一些問題而受到譴責時，只會有兩種反應：拒絕譴責並試圖推卸責任，
或者接受指責並承認自己的罪行。
12 節寫到，以色列人謙卑自己，接受先知的譴責：
「因為我們的過犯在祢面前增多，
我們的罪作證控告我們，我們的過犯與我們在一起；我們知道我們的罪孽。」唯有我們
放棄把盼望建立在自己的義行之上，我們才會開始尋求耶穌賜予的盼望。當我們放棄對
世界或自己的盼望，我們就打開了耶穌基督裡永恆盼望的大門。
今年的聖誕節，請記住世上沒有一份禮物可以給你永恆的盼望。在基督降臨的節期，
讓我們再一次承認我們需要基督的義。
3.盼望的禮物來自一個嬰孩
整個基督降臨的故事都在講述盼望，盼望的需要、盼望的應許、盼望的滿足。我喜
歡這句經文：
「耶和華看見了，就看這為惡事，因為一點公平也沒有。祂見無人行善，無
人代求，就非常詫異，所以祂用自己的膀臂為他施行拯救，以自己的公義扶持他。」
（15
～16 節）
當你看見聖誕樹下的禮物，並期望它是自己禮物清單中的東西時，請花點時間提醒
自己和家人，生命的盼望並非來自一份用紙包裝、放在聖誕樹下的禮物。生命的禮物，
無論今時抑或永遠，都被包裹在襁褓中、放在馬槽裡，之後將掛在另一棵截然不同的「聖
誕樹」（編按：十字架）。這正是我們慶祝聖誕節的理由！願上帝賜福你。
◆想一想
在聖誕節，你如何透過基督降臨的信息，將他人帶到耶穌基督面前？想想看，你如
何向你的家人、主裡的弟兄姊妹及周遭尚未認識耶穌的人，傳遞救主帶來的好消息？
(教會公報 2018.12.17/3486 期.第 2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