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主題【主內一家：基督是我們這一家之主】

聖誕讚美禮拜

上午 1 0 : 3 0

2021 年 12 月 19 日【第 51 週】
主禮：張宣信牧師

司禮：白又謙長老

․靜候上帝的話․

讚

序

樂…....…(點燭-賴豐溢小朋友) ............司

琴

宣

召...................約翰3:16......…...…...司

禮

聖

詩…..200首「天頂講起上帝榮光」.....會 眾

主禱文.........................................................會

眾

信仰告白...............使徒信經...............…..會

眾

啟

應.....................41篇.........................司

禮

祈

禱.........................................................司

禮

回

應.........................................................會

眾

讚

美...............(參週報第 6 版)...............聖歌隊

美...............(參週報第 7 版).............聖歌隊
4.喔！聖之暝
5.著去報好消息
6.來吟聖誕歌

․回應上帝的話․
聖

詩.....65首「天父可憐世人艱苦」….....會 眾

奉

獻…...............................張慧瑜/程筱雯執事
382 首「我的疼痛求主助」
我的疼痛求主助，疼祢贏過此世間；
今我立志獻家己，永永專專歸互祢。阿們。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懇求祢聽阮求。 報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聽阮懇求的聲。

․恭聽上帝的話․

司琴：謝麗容老師

告..........................................................司

禮

聖

詩......70首「普天同慶主臨世界」.......會 眾

祝

禱..........................................................主

禮

聖

阿們頌…......................................................會 眾
1.來吟聖誕歌
默 禱..........................................................會 眾
2.請來，以馬內利
3.佇清淨半暝
殿 樂..........................................................司 琴
經…..............路加 2:1-15.....................司 禮

講

道……....天上榮耀，地上平安.......主 禮

祈

禱..........................................................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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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後一個主日，除了舉行聖餐外，第二場禮拜

1. 聖誕恭喜：歡迎大家一起來禮拜，感謝聖歌
隊帶領我們舉行「聖誕讚美禮拜」，願在至
高之處榮耀歸給上帝；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
悅的人！散會後請記得拿教會所準備的聖
誕糕，一人一盒，祝大家聖誕快樂，禮拜後 7.
請留下來交誼、請安。
2. 聖誕紅：之前有登記認購聖誕紅盆栽的兄姐，
今天禮拜後請自行選取你喜歡的聖誕紅帶 8.
回家，謝謝您！
3. 徵求回應：徵求對南門聖誕節的印象：在公
佈欄「我對南門聖誕節的印象」海報，已有
兄姊寫上「七仙女」、「報佳音之後的夜宿
教會」、「1997 年南昌公園慶祝會」甚至「舊
堂閣樓的預演」。期待兄姊寫下更多回應，
讓我們為 70 周年的南門教會留下紀念。
4. 請報名參加聖誕慶祝會：今年聖誕節慶祝會
訂於 12/25(六)舉辦。
15:30「天使在吟唱」歡樂趴；18:00 聖誕愛宴
◎參加費每位 100 元，報名方法及規則如下：
每位報名者務必提供【姓名】及勾選【晚
餐樓層】，以利當天摸彩活動進行及愛餐
分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請盡速報名
以利座位安排。
◎各樓層團契分配與報名即時現況：
B1（剩餘 48 位）：松年團契、婦女團契、夫
婦團契(照美會長、秀玲會長、王功亮長老)
4F（剩餘 42 位）：兒童主日學、基石團契、
磐石團契(寧寧校長、栢岡執事、藝芬副會長)
5F（剩餘 23 位）：青契、少契、小基石、敬

還有成人與幼兒的洗禮，當天請兄姐配戴名
牌，服務組也會為我們準備茶點在地下室，
並兄姐預留時間，在禮拜後能留下來享用溫
馨甜美的交誼時間。
第一季事工預定表：為編印明年度第一季（13 月）事工預定表，請各團契於本週二（12/21）
前將活動安排提交辦公室。
輔大師生參訪：明天下午（12/20）輔仁大學
宗教系的師生 40 人將至本堂參訪，由張牧
師介紹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暨本堂的歷史。

◎肢體關懷
1.請代禱：咱所敬愛的蘇孫濱弟兄於 12/10 蒙主
恩召，享年 94 歲，告別禮拜於本週六（12/25）
上午 8:00 於第二殯儀館至真三廳舉行，請兄
姐在禱告中紀念遺族

◎團契消息
1. 松年團契：今日第二場禮拜後在地下室要舉
行例會，張牧師短講後先用餐，餐後張牧師娘
要帶我們準備聖誕慶祝會的節目， 請松年團
契的兄姐留下來參加。

◎代禱事項
1. 在聖誕佳節讓我們再次邀請基督來降生在我
們的心槽，做我們的生命的主禱告。
2. 秋冬又逢新年假期，請為台灣的防疫能成功
阻絕病毒侵入社區禱告。
3. 請為本週六南門教會聖誕慶祝會的籌備與進

行的順利禱告。
拜團(恆安會長、享恩會長、碩倫執事、匡
◎本週金句
睿團長)
（台漢聖經）
6F（剩餘 16 位）：聖歌隊(慧娟隊長)
「佇極高的位榮光歸佇上帝！地上和平佇
5. 會計年度關帳：所有對外的奉獻將在 12/19
祂所歡喜的人的中間！ 」 （路加 2:14）
（下週日）關帳。對內的各項奉獻則在 12/26
最後一個主日關帳。若有對外、對內的奉獻 （和修本聖經）
請在這兩個日期之前為之，謝謝大家的配合。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
與他所喜悅的人！」（路加 2:14）
6. 下週日聖禮典：有兩場禮拜，因是 2021 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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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
講道

上帝是愛
何西阿書 11：1-9；約翰壹書 4：7-12
張宣信牧師
人類社會以各種不同標準將人貼上標籤，以區分其社會階級來給予不同的待遇，似

乎在所難免。最近學到一個名詞叫「低端人口」這一詞語通常是指低收入、低學歷或從
事低端產業的人群，低端人口在這世界常被歧視，然而在聖誕節時，我們特別注意到上
帝似乎反而偏愛低端人口。如祂怎會選擇一個勞工的家庭，成為祂道成肉身要被養育、
成長的家庭？天使為何只報喜訊給那些居無定所在曠野的牧羊人？這對年輕夫妻在伯
利恆也遇到流浪人口無處可居的問題，他們只得住在馬廄裡，並將嬰兒放在馬槽裡；為
逃避追殺，祂小小年齡就得當政治難民逃往埃及…耶穌在窮鄉僻壤的拿撒勒生長。祂絕
非當時的高端人士，神愛世人，不分高端、低端。
聖經常以類比的關係來讓人瞭解神對人之愛，如牧羊人與其羊；愛妻心切的丈夫與
其不安於室的妻子；為丟失銅錢而翻箱倒櫃尋找的婦人；望穿秋水，盼兒子回家的父親。
今天的經文，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書 11：1～9 非常傳神的描述一個因愛而心裡充滿了
矛盾的上帝：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我的兒子出來。先知越是呼喚他
們，他們越是遠離，向諸巴力獻祭，為雕刻的偶像燒香。我曾教導以法蓮行走，我用膀
臂抱起他們，他們卻不知道是我醫治他們。」（何西阿 11：1～3）俗諺「當家才知柴米
貴，養兒方知父母恩」
：許多人在自己當父母後，才能體會在其成長過程中，父母付出了
多少的心力！兒女不能體會在其成長過程中父母付出的心力！
先知再以牧人與其養育的牲畜之關係比擬，上帝說「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我待
他們如人鬆開牛兩腮旁邊的軛，彎下身來餵養他們。」
（何西阿書 11：4）上帝如牧人細
心照料其所牧養的為例，以慈繩愛索步步牽引，解開我們負荷的重擔、細心照料、引領
所牧養的到青草地得滿足。
何西阿是主前 722 北國以色列將被亞述滅亡前的先知，他痛苦的預告「亞述人要作
他們的王，因他們不肯歸向我。刀劍必臨到他們的城鎮，毀壞門閂，吞滅眾人，都因他
們自己的計謀。我的百姓偏要背離我，他們雖向至高者呼求，祂卻不抬舉他們。以法蓮
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棄絕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瑪？怎能使你如洗扁？
我回心轉意，我的憐憫燃了起來。（何 11：7～8）這段經文讓我們看見一個痛苦又自我
矛盾的上帝！祂一再的自問自答：雖然我所愛的人類決心要背棄我，但我豈可就此放棄
我所愛？我豈可讓她在我的憤怒中被滅？我必須回心轉意，我的憐憫燃了起來。我必不
發猛烈的怒氣，也不再毀滅以法蓮。因我是上帝，並非世人，是你們中間的聖者；我必
不在怒中臨到你們。（何西阿 11：8～9）雖我所愛的不願回轉，但我卻必須因愛而回心
轉意，上帝在自我提醒、自我約束：我無欲佇受氣中臨到恁！這段話道盡了上帝與人之
間的「愛、恨、情、仇」，我們看見一個痛苦的上帝，因祂被自己的愛所束縛。人確實

教會週報第四版

主後 2021 年 12 月 19 日

知道如何傷神的心、而神在痛苦中呼喊！丹麥神學家祁克果說：論到罪人，神不會只站
在那裡張開膀臂說：回來吧！不，他出外尋找，像牧人尋迷羊，像婦人尋遺失的銅板。
但…無限的父，遠超乎牧人與婦人，祂踏上了漫長的路－從神變成人－以此路途，祂去
尋找罪人！聖誕節就是上帝愛世人的具體證明。上帝差他獨一的兒子到世上來，使我們
藉著他得生命；由此，上帝對我們的愛就顯明了。（約壹 4：9）所以愛不僅僅是情感上
的，也在採取實際的行動上。
使徒約翰深深被這種愛所感動，他說「不是我們愛上帝，而是上帝愛我們，差祂的
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祭；這就是愛。親愛的，既然上帝這樣愛我們，我們也要彼此
相愛。」
（約壹 4:9～11）約翰進一步闡釋這一愛的實體與人的關係：因為上帝就是愛，
我們的生命裡若有愛就有上帝的生命，也證明上帝居住在我們裡面！人與人之間的愛不
僅是在顯明上帝的愛，也是在回應上帝的愛。聖經再三強調：愛上帝或愛主是實踐於你
對他人的愛上。
「從來未有人看見上帝，咱若相疼，就上帝惦佇咱，也祂的疼完全佇咱」
。
（約翰壹書 4:12）
最近教會圈很流行禮拜中向隔壁的弟兄或姐妹說：耶穌愛你，我也愛你！老實說我
很不習慣，不只是個性也因為，我很懷疑「我們真的能以耶穌的愛來愛人嗎？」我們是
可以從耶穌在世時一些愛的行動來學習祂是如何去愛？如祂對人無差別的接納、祂的尊
重與自我節制、祂細膩的感觸、祂勇敢的面對使命、祂不嗇的欣賞讚譽愛表現。福音書
記載因祂對社會的邊緣人、低端人口無差別的接納常招致高端人士的批評攻擊。上帝的
愛也表現在對人自由意志選擇的尊重。約翰說雖然「世界是藉著祂造的，世界卻不認識
祂。祂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並不接納祂。」祂謙卑的懇求人能接納祂，且「凡接
納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約翰 1：10～12）。耶穌
的愛也表現在細膩的感同身受上。如耶穌特意伸手摸那個痲瘋病人。當祂看見人因至親
過世，人面對死亡時的痛苦時，祂就心裏悲嘆，又甚憂愁⋯耶穌也與哀哭的人同哭（約翰
11：33～35）
。耶穌對上帝與對人的愛，也表現在勇敢面對神所付託的使命上：如祂明知
在耶路撒冷祂將被害，但祂絲毫不動搖，祂說：雖然這樣，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向前走
（路 13：31～33）耶穌對人的愛也表現在欣賞與讚譽上。要學像耶穌的愛，我們必須自
問「祂對我的接納、那我接納祂為我的主嗎？祂為我的尊重、那我尊重祂嗎？祂細膩的
感觸、我也能感同身受去關心他人嗎？祂勇敢的面對使命、我也能不負神所託付的嗎？
祂不嗇的欣賞讚譽、我也能多欣賞少批評嗎？
在聖誕節我們能更感受到「上帝是愛」！願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
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 2：14）希望我們皆能成為祂所喜悅的人！要成為上帝所喜
悅的人，我就必須：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以弗所 5:10）也必須竭力在上帝面
前作一個經得起考驗、無愧的工人（提後 2：15）祂必定會喜悅於我們以「信心、盼望、
愛」的行動來回應祂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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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歌隊獻詩】

聖誕詩歌敬拜組曲
1.來吟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 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 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 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 來吟聖誕歌！
上帝之榮光的確欲顯現， 眾百姓攏欲看見主恩典。
上帝之榮光的確欲顯現， 眾百姓欲看見，看見主恩典。
聖誕，歡喜來吟！ 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 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 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 來吟聖誕歌！ 來吟聖誕歌！
著歡喜來吟！ 快樂聖誕歌！
2. 請來，以馬內利
請來，以馬內利， 救贖以色列眾子兒，
𪜶受遷徙失志悲傷， 攑頭盼望聖子降臨，
歡喜！歡喜！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啊！主欲來臨！
請來請來清早黎明， 待降快樂充滿心靈；
趕散黑暗遮蓋雲霧， 一切失死權勢消除。
歡喜！歡喜！以馬內利， 以色列啊！主欲來臨！
歡喜！歡喜！以馬內利， 以色列啊！主欲來臨！
歡喜！歡喜！以馬內利， 以色列啊！主欲來臨！
以色列啊！主欲來臨！ 歡喜！歡喜！
3. 佇清靜半暝
在昔上帝差遣天使，傳報榮耀佳音，半暝清靜佇彼所在，天使和琴來吟;
天頂極大慈悲君王，賞賜世人和平，地上眾人恬靜啲聽，天使吟詩無停.
Glo-ri-a, Glo-ri-a, Glo-ri-a in ex-cel-sis. Glo-ri-a, Glo-ri-a, Glo-ri-a in ex-cel-sis.
此時天開聖使閣來，展翅安然啲飛，𪜶奏天界好聽音樂，安慰遍滿全地;
𪜶向憂悶卑微世界，展翅俯落祝福，萬民喧嘩聲音頂面，天使傳播安樂.
Glo-ri-a, Glo-ri-a, Glo-ri-a in ex-cel-sis. Glo-ri-a, Glo-ri-a, Glo-ri-a in ex-cel-sis. 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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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喔！ 聖之暝
喔！聖之暝！星辰燦爛啲閃爍，今暝親愛救主為咱出世.
世人沉淪佇罪惡貫滿情景，直到主來靈魂得大福氣.
厭倦世界今得盼望真歡喜，今欲迎接新閣榮光早起.
恁著跪拜！喔！聽天使啲吟詩！喔！神聖之暝，今暝基督出世;
喔！神聖，神聖之暝，喔！聖之暝！ 基督是主！讚美祂的名到永遠！
讚美主權能榮光到永遠！讚美主權能榮光到永遠！
喔！聖之暝！喔！聖之暝！
5. 著去報好消息！
著到山頂去傳報， 山過嶺到逐所在.
著到山頂去傳報耶穌基督出世.
著到山頂去傳報， 山過嶺到逐所在.
著到山頂去傳報耶穌基督出世， 耶穌基督出世！
報好消息到佇萬邦，佇著榮光之早起；
心肝快樂大聲傳講：耶穌基督今出世！
上帝愛疼出對天庭，差祂聖子今暝降生.
今咱著去傳主榮光，行佇真理及真光！
6. 來吟聖誕歌！(主題再現)
聖誕，歡喜來吟！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快樂聖誕歌！
上帝之榮光的確欲顯現，眾百姓攏欲看見主恩典.
上帝之榮光的確欲顯現，眾百姓欲看見，看見主恩典.
聖誕，歡喜來吟！快樂聖誕歌！
聖誕，快樂來吟！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快樂聖誕歌！
聖誕，歡喜來吟！快樂聖誕歌！快樂聖誕歌！
著歡喜來吟！ 快樂快樂！快樂聖誕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