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 – 綻放更美的生命 (2018 教會年題)
教會使命宣言：「建立一群充滿信、望、愛的聖潔新一代，倚靠聖靈的能力，影響世界，嬴得萬民。」

職青崇拜 小組指引
日期：2018 年 12 月 15 日(六)
主題：聖誕禮物
本季背經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
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書 13:4-8a

主題目標
讓組員透過博士送呈的聖誕禮物，反思個人對上帝的關係及獻呈。

主題經文
「1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2

那生

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3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
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何處？

5

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6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

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8

7

當下，希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

9

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
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
11

的歡喜；

10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

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12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

了。」太 2:1-12

神的話 (Word)
講道大綱
1

引言：最好的聖誕禮物？

2

內容：一個送禮的故事
「1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2

那生

3

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
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何處？

5

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6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

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7

當下，希
1

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

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9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
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
的歡喜；

11

10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

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12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

了。」太 2:1-12
默想：https://youtu.be/3z3E9ycYCGM
2.1 送禮的故事
在天文異象帶領下，幾個異鄉人千里紹紹到猶大一個小城怕利恆，為的是獻上三份禮物給
一個被稱為猶太王的新生嬰孩。
2.2 送禮的目的
2.2.1 他們是誰？
Magi(拜火教的祭司)
→他們可能是、天文學家、占星術家、智慧之士
2.2.2 來自何處？
→最有可能來自巴比倫或波斯，甚至阿拉伯…
「9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
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
2.2.3 為何要送這三份禮物？
「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2:9-10 星光引路、敬畏上主、完成使命
2.3 送甚麼禮物
「11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
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黃金：貴重金屬，表達尊貴
乳香：貴重香料，有香味的樹脂(樹汁/奶)，多用於獻祭
沒藥：貴重香料，用於燻香或喪禮
2.4 送禮的結果
2:11-12
2.4.1 對耶穌家庭
→嬰孩耶穌是新生王的確據
2.4.2 對大希律
→政權以至生命衰敗的日子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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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對世界
→與神復和的永恆盼望
3

總結：
3.1 主將自己送給世人
黃金：從尊貴的天家與神子身份，獻上勞碌愁煩的一生，為要叫世人與上帝得以和好。
乳香：33 年人生其中 30 年在貧窮中奉養家庭，3 年傳道栽培門徒，3 天內經歷死亡與復
活，以生命為獻祭。
沒藥：最後擺上生命於十架上，尊貴地完成在世使命。
3.2 我們又送上甚麼禮物？→幾位博士的禮物思考
黃金：主放下尊貴，與我們認同，我們又有甚麼最尊貴的事物要獻給主？金錢、尊嚴、時
間….？
乳香：主耶穌的人生就是這份獻祭，我們有否將自己生命視為獻祭，為主而活？
沒藥：主耶穌的喪禮是榮耀與成就神的心意，帶給人希望的。我們有否天天預備我們的喪
禮迎見主？
袁海珠老姊妹的故事，97 歲齡的人生見證，實踐禱告、讀經及傳福音於其人生中，帶領
100 個家鄉親友信主…
這個聖誕節，你要為主獻上甚麼禮物？關愛一個有需要的人？為你所愛的人做一件事？…

4

回應歌：你是榮耀的君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分享
1. 今年聖誕節，你最想送禮物的對象是誰？想送給他甚麼？
2. 經文：太 2:1-12
3. 幾位博士獻上甚麼？(黃金尊貴、乳香-聖潔、沒藥-)
4. 耶穌人生完美地演繹了這三份禮物的精義(放下尊貴、活祭生活、完成使命)，這給予你甚麼
思考嗎？
5. 為你要送禮的對象代禱，求主賜給你一顆分享的心。

神國異象 (Work)
1.

職青區聖誕服侍行動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
自己不沾染世俗。」雅 1:27
目的：向人表達關心和關懷，藉此表達神的愛。
亦讓基督徒實踐愛人的教導。
日期：2018 年 12 月 22 日(六)、12 月 23 日(日)
時間：2:00 - 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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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22/12 庇護工場(屯門)、老人院(大埔)
23/12 大埔醫院
內容：詩歌、話劇、信息、個別關懷...(22/12)
詩歌、個別關懷…(23/12)
費用：全免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16 日(日)
報名：https://goo.gl/forms/XKFDpGxPrW0B4X2y2
查詢：蘇國平傳道

職青家事分享
1.

聖誕聯合福音崇拜：將於 23/12(日)提前於早上 10:30 禮堂舉行，主題：「回家過聖誕」，
講員為施力高牧師，鼓勵兄姊出席及邀請新朋友出席。

2.

年終祈禱會：感謝神帶領我們度過 2018 年，邀請大家於 31/12(一)晚上 10:00-零晨 1:00
於禮堂參加「年終祈禱會」，內容包括詩歌敬拜、感恩見證、禱告、倒數及前瞻，歡迎兄姊
參與。

3.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第三十一屆會員大會：於 16/12(日)下午 12:45-1:30 禮堂舉行，請已
收到大會邀請信的會員，預留時間出席。

4.

聯合領袖慰勞宴：將於 16/12(日)下午 1:30-3:30 禮堂舉行，請各執事、組長及小領袖預留
時間出席。

5.

嬰幼兒二手衣服義賣會：於 6.1.2019(日)下午操場舉行。由 1-16/12(逢周六及主日)弟兄姊
妹可捐獻 0-3 歲已清洗嬰幼兒衣服，以作義賣之用。另外，當日活動招募大量義工幫忙！
如有查詢及報名，可聯絡吳曉馨傳道或陳文善執事。

6.

因 22/12(六)冬至，教會將於下午四時清場，請兄姊留意。

7.

因 23/12(六)下午籃球場將舉行活動，請所有車輛於二時前駛離籃球場，感謝。

8.

本周各場崇拜將派發 2019 年教會年曆，兄姊可免費索取。(一家庭一份)

9.

其他教會消息，可參教會周刊/網頁 (www.aogtaipo.org)。

職青代禱事項
1.

譚慧兒姊妹日前已順利完成手肘手術，求主保守她康復良好。

2.

杜銘謙弟兄已完成手掌手術及已取抽取其組織化驗，求主保守他康復及一切康安。

3.

教會代禱事項，可參教會周刊/網頁 (www.aogtaipo.org)。

下周聖誕聯合崇拜講題

「回家過聖誕」施力高牧師 23.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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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網頁：教會消息、講道錄音

www.aogtaipo.org

參閱資料 (摘自 https://www.fhl.net/main/eternal_qa/eternal_qa541486.html)

有 趣 的 聖 誕 節 故 事 (節 日 的 起 源 ， 平 安 夜 ， 聖 誕 樹 與 聖 誕 老 人 )
聖誕節的日子越來越近，許多地方都可以感受到這一個寒冬裡溫暖的氣氛。我想，應該沒有另一個節日像聖
誕節一樣在全球幾乎每一個國家被慶祝。這中間最重要的原因當然還是因為西方商人的推波助瀾，把這一年
中最後的一個星期塑造成一個充滿禮物、派對、與歡樂的日子，使各樣商品的買氣一直延續到新的一年的開
始。在北美，這的氣氛甚至從十一月的感恩節就開始，而在東方則從聖誕節開始延續到農曆新年。
不過，聖誕節畢竟不是東方的傳統節日，所以與其跟著電視或百貨公司那樣不明究理的狂歡，也許更多一點
了解聖誕節的由來與相關的習俗也是不錯的。以下就選擇一些主題來做個簡單的介紹。其中也許有些是讀者
從來沒聽說過的故事。但我的說明會儘量簡短，畢竟太長就沒有意思了。
一、聖誕節(Christmas)的由來：
聖誕節的英文 Christmas 是由兩個字所組成，Christ+mass。Christ 就是「基督」，是《新約聖經》中希臘
文的「救世主」(更嚴格說，是對應到《舊約聖經》中所預言將要來的君王，希伯來文的「彌賽亞」)的意
思。而 mass 就是現在天主教所稱的彌撒，表示一個紀念耶穌死與復活的儀式。因為基督徒相信兩千年前歷
史上的猶太人耶穌就是應驗舊約預言的彌賽亞。由於希臘文的「Ch」是寫成 χ，類似英文的 X，所以有時候
西方人也用 X’mas 來代表 Christmas 的縮寫。
在基督教發展的早期，由於整個教會是在被猶太人與羅馬帝國迫害的階段，並沒有紀念耶穌誕生的傳統。但
是到了西元第四世紀，基督教被羅馬皇帝定為國教，因而教會要開始面對大批對信仰認識不深的平民百姓的
教育工作。制定一些節日來紀念就是其中一個好方法。所以雖然並沒有人真的知道耶穌是何時降生的(目前一
些歷史學者的推算大約是西元前六年的九到十月份之間)，但是當時教會也為了要與羅馬帝國的原有文化作一
個聯接，就將當時一般大眾所慶祝的太陽神密特拉(Mithra)的節日（即 12 月 25 日，也是羅馬帝國的冬至）
約定為紀念耶穌的誕生之日。也因為如此，有一些少數的基督教派不在這一天紀念耶穌的降生。
但東正教(廣義的基督宗教的一支，流行在東歐與俄羅斯一帶)則是因為曆法不同的緣故，選擇在一月七日紀
念聖誕節。
二、平安夜(Christmas eve)：
5

聖誕節的前一天晚上被稱為「平安夜」，也稱聖誕夜。根據《新約聖經》的記載，耶穌的母親瑪利亞與父親
約瑟當時奉命回到故鄉伯利恆作人口普查(這是羅馬帝國歷史有記載的事件，因而可以推斷耶穌出生的年
代)。當時馬利亞將臨盆卻找不到旅店可以住宿，所以當天晚上借住在一個馬廄，在馬槽裡生下了耶穌。由於
當時天使已經報信給在原野看守羊群的牧羊人，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
人」。所以這一晚是象徵「平安」的夜晚。
不過猶太人的「平安」(Salom)所蘊含的意思並不是一個身心平靜，沒有遭受困難痛苦的狀態。它更代表一
種全人與上帝有正確和好的關係。一個例子就是：耶穌出生在馬槽這個困苦卑微的事實卻正是上帝與人類恢
復和好關係的開始。
最負盛名的「平安夜」歌曲大概非屬《Silent night》不可，是帶來聖誕節氣氛不可缺少的經典作品。原始的
歌詞是西元 1818 年由德國人 Josef Mohr 以德語寫成，曲調則是由奧地利一所小學的校長 Franz Gruber 完
成，並於薩爾斯堡奧本村的舊聖尼克拉斯教堂裏首演。傳說中當年 Gruber 正為教堂裡的管風琴失修而無法
慶祝聖誕節而煩惱。但 Mohr 帶來的這個歌詞使他有新的靈感，寫下這首可以用吉他來和絃的作品。沒想到
這首歌竟成為後來兩百年來最具代表性與最廣為人知的聖誕節歌曲。現在每年 12 月 24 日 17 點整，這個禮
拜堂裏都會舉行一個紀念儀式，以不同語言版本《平安夜》來紀念耶穌的降生。
三、聖誕樹(Christmas tree)：
雖然聖誕樹的來由已無法確切考證，但最早的文獻記載可以上溯到 16 世紀的德國。當時已有商業文件提到
怎樣用一棵冷衫(Abies)加上蘋果，堅果，棗椰，餅乾和紙花等裝飾，樹立在行業協會的房子外面以取悅聖誕
節搜集糖果的孩子。在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當地人聲稱他們才是聖誕樹的故鄉；在是廣場上有塊牌子用 8
種語言寫著「1510 年第一棵聖誕樹在里加」。但是由於最原始的來源仍不確定，所以有些基督徒並不認為這
是有任何聖經基礎的裝飾，但也有人認為這與十字架或伊甸園的分別善惡樹有關。
最傳統的聖誕樹裝是有幾個部分。樹頂會有一顆五角星，而樹下面會放著許多包裝好但仍未拆封的禮物。樹
的枝葉上會裝是各種小飾品，從拐杖糖、燈泡、糖果、彩帶、彩球、卡片等等不一而足。樹頂的五角星是源
自《新約聖經》中的記載，在耶穌降生時天上出現一顆極亮的星，也吸引了幾個從東方(也許是現在的阿拉伯
或中東等地)來朝聖的博士。他們帶來了黃金、乳香、沒藥等尊貴的禮物來獻給新生的耶穌。這也就是聖誕樹
下會有禮物的原因。
但是對於基督徒來說，聖誕節最重要的禮物並非親朋好友的禮尚往來，而是耶穌基督他自己的降生，作為世
人可以得著上帝救恩的憑藉。但是互相送禮這個聖誕習俗顯然也是極有人情味的，讓人得以紀念彼此的感情
以及重溫許多現代社會已經少有的非功利性的交往。對於百貨公司或各樣相關產業而言，聖誕節禮物的買氣
可能是一年收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四、聖誕老人(Santa Claus)：
雖然聖誕節是源於救主耶穌基督的歷史性降生，但是現代社會裡常常被另一個虛構的人物，聖誕老人，搶盡
丰采。聖誕老人帶給小孩子們禮物的概念衍生自西元第四世紀時一位生活在小亞細亞的好心主教，常常在暗
地裡送禮物給需要的人，聖尼古拉（Saint Nicholas）。在北美洲，荷蘭和英國的殖民地把這一傳統融入聖
誕節日的慶祝裡。在英籍美國人的傳統中，聖誕老人總是快活的在聖誕前夜乘著馴鹿拉的雪橇到來，從煙囪
爬進屋內，在孩子床邊的長襪中留下給他們的禮物。他在一年中的其他時間都是忙於製作禮物和監督孩子們
的行為。現代聖誕老人的紅衣白鬍鬚的形象是源自法國版的聖誕老人，Père Noel。在 1930 年代因為可口可
樂公司的廣告推銷而傳遍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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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認為聖誕老人來自北極，如芬蘭的拉布蘭省，然而在第 40 屆世界聖誕老人大會上，丹麥的屬地格陵
蘭島被重新議定為聖誕老人的居所所在，原因是該地實際擁有眾多的馴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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