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主題：同心合一學基督．謙卑服事做忠僕

聖誕讚美禮拜
主禮：薛伯讚牧師

2017 年12 月24 日【第52 週】

(第二場)台語禮拜 10:30 司禮：賴鴻緒長老

․靜候上帝的話․
序

樂….(點燭-胡恩祈/胡恩碩小朋友)....謝麗容老師 聖

經..................路加 2：8-14..................司 禮

讚

美...........1.「盼望」之進場樂............小詩班 講

道...................大喜的信息...................主 禮

祈

(參週報3版)
宣

召.................路加1:68-69...............司

禮 讚

聖

詩........55 首「著聽天使啲吟講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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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

信仰告白......................................................會

眾

啟

應.........................42 篇........................司 禮

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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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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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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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聽上帝的話․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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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美................(參週報 3-4 版)................聖歌隊
5.我豈會錯失神蹟？
6.榮耀頌大匯唱

聖

詩....56 首「請聽天使歡喜的聲」(1.2.3.7 節)...會 眾

․應答上帝的話․
奉

獻....................................陳寶獅/張慧瑜執事
降服主祢面前，阮重新奉獻，
主祢權能永遠。阿們。阿們。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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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平安禮….....527 首「我們成為一家人」.......會

眾

頌

榮.........70 首「普天同慶主臨世界」.......會 眾

美...............(參週報 3-4 版).................聖歌隊 祝

禱..................................................薛伯讚牧師

By Joseph M. Martin

哈利路亞頌..................................................會

2.快樂奮起

默

禱..........................................................會 眾

殿

樂..................................................謝麗容老師

3.恁之真光已經降臨
4.克爾特搖籃聖誕歌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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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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以詩歌讚美上帝。禮拜後請兄姊領取聖誕
糕一份。敬祝大家聖誕快樂。
2. 2017 年度奉獻於今日禮拜後關帳，欲奉獻的
兄姊請留意，以取得奉獻證明，逾時者列為
明年度。
3. 為編印明年度第一季(1-3 月)事工預定表，請
各團契於本週二(12/26)前提交辦公室。
4. 本會智慧型手機班明年 3-6 月每週二上午
9:10-11:45 上課，3/6 開課，每人 1,500 元
(含簡餐)，歡迎 60 歲以上兄姊報名參加。額
滿 40 人為止。
5. 松年事工部 2018/1/5(五)上午 9:30 在艋舺教
會召開第 31 屆會員大會、第 32 屆事工計劃報
告，契友 50 元，非契友 100 元，請向余錦惠
姊妹/梅陳淑茹姊妹報名。
6. 財務組 2017 年度下半年度查帳，請各團契會
計 2018/1/14(日)前將帳冊交至辦公室。
7. 本會訂明年 201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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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3。
8. 尚未領取 2018 年月曆者(一戶一份)，請至 1 樓
領取。

◎肢體消息
1. 石一駿執事與連蘭誼姊妹下主日(12/31)下午
2:30 在本會舉行結婚禮拜，4:15 茶會於地下
室。恭喜。
2. 12/23-2018/1/5 許玉鳳女士繪畫展美麗印象，
地點：高雄市中正脊椎骨科醫院康健藝文畫
廊。歡迎兄姊參展。
3. 請為黃昭嘉執事的病痛；張皆得弟兄、許明得
弟兄、黃松村弟兄等人的復原；及長久行動不
便者代禱。
4. 最近天氣多變化，請兄姊注意身體的保暖。

◎教界消息
1.新莊教會下主日(12/31)下午 3:30 舉行胡育
銘牧師就任第七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總會教育委員會主辦，北部場「靈性形成」教
材研習會，日期：2018/1/13(六)上午 9:3012:30，地點：濟南教會，費用：300 元(含靈
修書籍一本+餐費)，請向黃幹事報名，
2018/1/10 報名截止。

主後 2017 年 12 月 24 日
上週
講道

聖誕禮物
馬太 2:11
薛伯讚牧師

感謝上帝，12/2-13 讓我及牧師娘有機會到義大
利梵蒂岡拜訪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此
次出訪是隨台灣教會合作協會(NCCT)代表長老會
總會參加。方濟各是阿根廷人，1997 年任布宜諾斯
艾利斯總主教，2001 年冊封為樞機，2013 年獲選為
天主教教宗，一生自願貧窮，關心窮人及弱勢者，
與一般平民站在一起。
1989 年我因普世教協(WCC)獎學金赴瑞士進修
半年，其間受邀到教廷訪問 10 天，並與當時的教
宗約翰．保祿二世(John Paul Ⅱ)見面(他是當時公認
對普世合一運動卓有貢獻的教宗)。那一次是我們
全體學員一一上前與教宗握手致意。這一次與教宗
方濟各見面則大不相同，他致詞後卻站立起來走向
我們，一一來到我們面前握手，當時感到相當驚訝。
隨後，他送我們每人
一個紀念銅板，當中
刻上馬太 25:35(經文
是：
「因為我餓了，你
們給我吃；渴了，你們
給我喝；我流浪在外，
你們留我住」)，我明
白了，他力行謙卑、服事。
****

****

****

第一個聖誕節，就是一個「給予」的時刻，而
且從那時候開始，每一個聖誕節都是如此。當耶穌
還是嬰孩的時候，博士帶來黃金、沒藥及乳香做為
禮物送給嬰孩耶穌，這些是金錢所能買到最好的東
西。牧羊人並沒有帶任何物質的禮物，但是他們帶
出他們的信仰，來回應天使的報告。約瑟及馬利亞
獻出他們的生命。他們自己委身於上帝的計劃，雖
然他們當時並不全然地了解。父上帝給予所有禮物
中最大的禮物，就是他的獨生子。
這個禮物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也不能複製
它。
Ⅰ.讓我們獻上愛與赦免
法利賽人求問耶穌要試驗他：
「老師，(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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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馬

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

太 22:36)。

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 2:10-11)。

耶穌回答，「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
的上帝。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也

讓我們獻上福音給今日失落的人。讓我們向所
有的人宣揚基督。

如此，就是要愛鄰如己。這兩條誡命是一切律法和

西門彼得說，「你們蒙召就是為此，因為基督

先知書的總綱」(馬太 22:37-40)。「盡心、盡性、盡

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為要使你們跟

意」強調的是 all(全部)，意即愛上帝就是要用全部

隨他的腳蹤」(彼前 2:21)。

的心志及一切所有，才不致於因一些挫折而生怨嘆、
不滿或恨意。
愛主。
他先於家庭(馬太 10:34-38)。

保羅對提摩太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
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
的榜樣」(提前 4:12)。
「榜樣」（example）這個字，意思是「在底下

他先於萬事(馬太 6:33)

跟著寫」，小孩學寫字就是跟著老師所寫的來寫。

愛鄰舍(約翰一書 4:20-21)

我小學時年年參加毛筆字比賽，不曾得獎。或來我

在耶穌教導我們的主禱文，耶穌說，「免我們

才知道，原來我沒有下功夫於臨帖，先學大師們的

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馬太 6:12)。「赦免」

字型。耶穌基督，我們的主、我們的救贖者，留下

意謂：卸下、擦掉、棄置。當上帝赦免我們，他乃

他的腳步，讓我們跟著他走。我們就是跟著他的腳

是認為罪債皆已付清。他不再持有這些帳單，而讓

步走。我們是學像基督榜樣的人。讓我們成為這榜

復和成為可能。

樣，特別是在聖誕節的時候讓小孩學到這樣的榜

不赦免人的罪債會導致爭端、苦毒或嫉恨。有

樣。

趣的是，耶穌知道人的心，覺得有必要再做解釋。

Ⅲ.讓我們對上帝獻上榮耀

他說，「你們若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

在第一個聖誕節，眾天軍齊聲讚美上帝說，
「在

恕你們；你們若不饒恕人，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

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

你們的過犯」(馬太 6:14-15)。

悅的人！」(路加 2:14)。我們為什麼要對上帝獻上

赦免是屬於上帝國度的人的一種特性。它需要
極大的努力來實踐赦免。上帝自己付上自己的兒子
來赦免我們，我們也應該如此來赦免人！
Ⅱ.讓我們獻上福音與好的榜樣
什麼是福音？福音就是有關耶穌基督的好消

榮耀，有四個理由：
1 它對對的人表示尊崇。施洗約翰是對的，他
○

曾說：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約翰 3:30)。
2 它宣示我們是僕人的角色。
○
「我的心哪，你

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都要稱頌他的聖名！

息。包括他的出生、死及復活。我們就是要與別人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

分享這福音。

惠！」(詩篇 103:1-2)。因為上帝會將最好的、最完

阿摩司記載，「看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

美的賜給我們，讓我們獻上榮耀給他。

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而是

3 它表達謙卑與感謝。驕傲的人不會對上帝獻
○

因不聽耶和華的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他們必飄

上榮耀。卑鄙的人不會表達謝意。謙卑及感恩的人

流，從這海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往來奔跑，尋

會讚美上帝。榮耀上帝溫暖基督徒的心。吟唱感恩

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著」(8:11-12)。必然的，在

及讚美的詩歌，誰的心不會感到溫暖呢？

美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有飢荒。大小男女都渴望要聽
到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年輕的時候，當我第一次在

4 它顯現能力。當我們對上帝獻上榮耀及讚美
○

他的名，人們會轉向我們的主。

讀完整本聖經，我才知道原來聖經是書中之書，是

結語

世上最寶貴的上帝話語。

在聖誕節我們一切的給予，讓我們獻上永恆的

主的天使向牧羊者宣告基督的出生，如此說，
「不要懼怕！看哪！因為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禮物。上帝已經給了我們禮物，那就是基督的來
臨。

教會週報第四版

主後 2017 年 12 月 24 日

【聖歌隊獻詩】

神蹟的邀約－聖誕清唱曲
1. 「盼望」之進場樂
神蹟啲欲來臨。啟明星欲顯明。以馬內利之榮光燦爛佇天頂。
請來，請來以馬內利；救贖以色列眾子兒。
傳報到通世界；宣揚佇逐所在救贖恩典之應允，互眾人攏知。
世人沉淪黑暗暝傷心。

卻心存盼望真光降臨。

歡喜！歡喜！以馬內利以色列啊，主欲來臨；
以色列啊，主欲來臨！阿們。阿們。
請來，以馬內利。請來，以馬內利！

2. 快樂奮起
先知，請你互阮知；今暝應允之記號。請看，佇奇妙所在；燦爛星辰傳報。
先知，這美麗光明，豈是快樂盼望消息？確實，今日就是以色列得著應允之日。
今咱著快樂今咱著快樂今咱著快樂今著快樂！x2
錫安百姓恁著歡喜快樂。著出大聲歡喜快樂向主唱歌。
先知，請你互阮知，因為清早真緊來。抄尋之人向前行。無閣僥疑驚惶。
無閣驚惶。今咱著快樂。今咱著快樂。
今咱著快樂咱著快樂！今咱著快樂咱著快樂。
今咱著快樂咱著快樂！錫安百姓恁著歡喜快樂。著出大聲歡喜快樂向主唱歌。
今咱著快樂咱著快樂！今咱著快樂咱著快樂！百姓今著快樂！

3. 恁之真光已經降臨
起來發光；恁之真光，萬國之救主已降臨。起來發光；恁之真光，以馬內利降臨。
主榮光今已經降臨！今著快樂。來看主所賜佳音。
起來發光；恁之真光，萬物之盼望降臨。起來發光；恁之光降臨。清早欲有快樂。
主榮光今已經降臨！今著快樂。出大聲。起來；恁之光降臨！
請聽阮帶好消息；對天所啲宣告。山谷高山相應聲。請聽

啲傳報。

稱呼主以馬內利；上帝及咱居起。穹蒼今燦爛顯明。啟明星今興起。
起來，起來！起來發光；恁之真光，萬國之救主降臨。
起來發光，恁之真光，以馬內利降臨。主榮光今已經降臨！
今著快樂。著出大聲到天庭。起來發光；恁之真光，萬物之盼望降臨。
起來發光；恁之光降臨。清早欲有快樂。起來！起來；恁之光降臨！起來！
（下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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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

4. 克爾特搖籃聖誕歌
靜靜緊睏，我之細子。星辰光照真安靜。心神火熱；牛仔出聲。佇馬廄內，有光明。
天使看顧；祢 受害。天之平安屬佇祢。佇馬槽內，攏無危險，牧者跪啲照顧祢。
佇恬靜中，主真好睏，無閣啼哭，真安穩。佇蔭影中，目睭注神。心神讚美；大感恩。
著聽歌聲；樂音響亮，天使吟快樂歌聲。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榮光歸細傼聖子。
上帝愛疼贏過一切，天頂歡喜降落地。求祢

阮卑微心內；顯出祢極大仁愛。

耶穌祢是慈愛憐憫。祢之愛無限純真。將祢救恩此時降臨。進入阮驚惶之心。
將祢救恩此時降臨。進入阮驚惶之心。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5. 我豈會錯失神蹟？
今暝天使若飛滿天，我豈會聽著
我豈會起床去外面聽
我豈會錯失蹟神蹟？看

唱歌？明仔早起我豈會講那攏是眠夢？

吟詩？抑是閣轉去睏直到天光之時？
著君王，我之生命豈會受著世事纏絆放縱？

我豈會錯失奧妙，聖誕盼望之臨到？我豈會錯失神蹟？看

著君王？

今暝若有一位可憐之生份人來打門，佇我人生我豈有幫助人之心腸？
我豈會聽見上帝出對嬰仔之聲？我豈會打開心門迎接這位聖子？
我豈會錯失神蹟？看

著君王？我之生命豈會受著世事纏絆放縱？

我豈會錯失奧妙，聖誕盼望之臨到？我豈會錯失神蹟？看
我豈會錯失神蹟？看

著君王？

著君王？

6. 榮耀頌大匯唱
大榮光，大榮光，大榮光歸佇至高上帝，上帝；
歸佇至高，歸佇至高，歸佇至高上帝。
天使對極榮光所在，展翅飛過通世界。
曾吟講創世旨意，今傳彌賽亞出世。
著來敬拜。著來敬拜。敬拜基督新生王！
阮聽天使出大聲， 過平原真好聽，
眾山今攏啲應講，真歡喜回應尊崇。
大榮光，歸佇至高上帝！x2 咱今吟聖誕歌。快樂聖誕歌！x2
快樂吟詩。慶祝君王出世。快樂吟詩。咱今吟聖誕歌。快樂聖誕歌！
快樂聖誕！快樂！快樂！咱今吟聖誕歌。快樂聖誕歌。x2
大家來敬拜祂。大家來敬拜祂。請來大家敬拜祂，我主基督。
著聽天使啲吟講，「榮光歸佇新生王！」讚美和平大君王！祂是正義著尊崇！
活命祂所賜：平安醫治祂攏有。放拺榮光真謙卑；
出世互人無閣死，大榮光，出世互人重頭生。著聽天使啲吟講，
「榮光歸佇新生王！榮光歸佇新生王！」
吟榮光歸佇至高上帝！吟榮光歸佇至高上帝！主基督降生！今降生！主基督！今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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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

◎文 Paul Tripp/譯陳碧如
聖誕節是關於一棵樹的節日，但不是你裝飾的那棵樹。其實，還有另一棵關於
聖誕節的樹，甚至在世界被創造以先，即預表耶穌的未來將和那棵樹有關。從耶穌
誕生呼吸第一口氣開始，祂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朝這棵樹的方向前進。
這不是一棵幸福的樹，也不是一棵歡樂的樹，更不是一棵會讓你慶祝的樹；沒
有人會想成為這棵樹的一部分，但耶穌願意。事實上，聖經說耶穌用喜樂的心走近
這棵樹。這棵樹並非一棵常青樹，而是一個十字架。
耶穌曉得祂來到這世界所背負的十字架，是上帝的命定。當天使們唱出喜樂的
詩歌時，這些歌也確實與十字架有關；當智慧人尋求耶穌時，他們找尋的正是最後
將被掛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
除了十字架，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讓人們破碎
的內心得到修復。所以，耶穌來了。祂來了，不是
要成為統治的君王，也不是要來成為被慶祝的對象。
祂來了，是要為我們受苦、受死。
耶穌所走的每一步路，都帶祂走到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上帝為人類所預備的一切的關鍵條件，人
類在伊甸園裡犯下的罪必須被處理，因為這個罪隔
離了我們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為了讓我們被上帝饒恕及接納、生活充滿力量、
擁有永恆的生命，就必須有活得完全、經歷死亡、
地位再次被高舉而足以對抗罪及死亡的耶穌誕生。
我的禱告是，當你看著自己裝飾的那棵漂亮的
聖誕樹時，你要記住耶穌被掛在另一棵樹上；你所
裝飾的聖誕樹不能給你生命，但另一棵樹卻是生命
的源頭。聖誕節就是關於那棵樹的故事，講述耶穌
將要被掛在樹上，為的是要滿足上帝的要求，以致
於我們了解生命的豐富及永恆。願神賜福你。
(摘自教會公報 2017.12.18/3433 期.第 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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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

聆聽聖誕節的聲音
母親的聲音
◎劉玉雯（繪本工作者）
天使的驟然現身，勢必大大驚嚇了馬利亞──畢竟，神的使者往往是與男性說話的。如馬
利亞的親戚伊利莎白，她將喜獲麟兒的這件大事，也是神的使者告訴撒迦利亞，而非母親本人。
就算是撒拉，一族之母，也只能隔著帳簾，間接聽到使者與男人的對話。在馬利亞之前，恐怕
只有夏甲，在絕望的水泉旁遇見了神的使者，並獲得艱困的應許。
馬利亞在拿撒勒與天使相遇。拿撒勒是個非常貧窮、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作家藉由一名
女性的口，說出了上帝的計畫：祂顧念卑微的人，將叫有權柄的
失位，卑賤的升高。飢餓的能飽足，富足的將空手。
不是教育程度良好的經學家，不是事奉耶和華的祭司，而是
卑微的馬利亞──無論在性別或是經濟位階上都是絕對弱勢，承
接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福音與生育責任。宛如一件容器。
我們始終歡慶而聚焦在馬槽中的嬰兒，那道世界的光，太容
易踩過馬利亞的聲音而不自覺。馬利亞口中的卑微、卑賤、飢餓者，也許正是她的寫照，唯有
如此，她才會如此熱烈而勇敢地擁抱這個驚人的降生。但多數時刻，她僅被視為一只容器，一
只道要成為肉身必須借用女性肉體作為轉化的容器。她的聲音退為模糊的背景，是布幕升起前
閃爍的燈光。一如《使女的故事》中，負責生育重責的使女群。
當世道混亂，也許是過多的核能外洩與爆炸，各種除蟲劑瀰漫懸浮在天地之間，或是化學
廢料成批成批倒入溪流河川，人類終於將自己的失衡發揮到極致，以致於那力道反彈回來吞噬
人類。一具具浸泡於混亂世道的身體，開始失能，生育成為神話。國安危機，警報響起。
世界繼續傾斜歪曲，談論「愛」已成為一件奢侈且可鄙之事。人類於是認罪悔改，試圖回
到創世記那個還有應許的年代。而所謂「人類」
，其實僅指男人們。他們以槍桿子起家，將新天
新地重新建立於「神的話」之上，回歸傳統：女人要以端正、克制和合乎體統的衣服打扮自己；
要事事順服地安靜學習，不許教導，也不許管轄男人，只要安靜。亞當首先被造，然後才是夏
娃，並且是女人受騙而陷在過犯裡；女人唯有透過生產，方能得救。
女人於是失去工作權，失去經濟自主權，失去話語權。不准讀書，禁止思考；她們成為男
人的財產，一如舊約裡所示。女人的價值，取決於子宮機器的運轉程度。因此，還能夠生育的
女性（使女）成了長了兩條腿的子宮，聖潔的容器，能行走的聖餐杯，交替著為每一戶達官顯
貴（唯有權貴）進行傳宗接代。使女沒有自己的名字，用著代稱來代表主人是誰。隨時可被替
換、被棄置。而監控使女們最嚴刻的，是女性；治國的男人們發現從古至今，這是最有效率且
最省成本的手段。
過去是一片厚重的黑暗，我們只能迷濛地聽見迴聲。
《使女的故事》是虛構，亦是扒開了糖
衣包裝的寫實。若馬利亞只是一個聖潔的容器──若女人只是一只聖潔的容器，我們將連迴聲
都失去，聽不見曾經與天使面對面的聲音。

(摘自教會公報 2017.12.11/3433 期.第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