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台神聖誕節期「經文與頌歌禮拜」
(A Service of Lessons and Carols )

「A Service of Lessons and Carols」 是在待降節及聖誕節期間廣為教會喜愛的一
種禮拜形式，它主要有二種版本：一是待降節的頌歌禮拜，另一個是聖誕節前夕的「九
段經文與頌歌的禮拜」 (nine lessons and carols) 。這二種形式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即透
過一系列的經文、禱告、頌歌、及會眾詩歌來默想上帝的話。第一個「九段經文與頌歌
的禮拜」出現在 1880 年，由英國的紅衣主教 Edward White Benson 為 Truro Cathedral 所
設計的。 1918 年，在劍橋 King’s College 任教的 Eric Milner-White 將此禮拜簡化並修
正後，使用在他們大學的教堂禮拜中。之後，許多大學及神學院在待降節期所舉行的「經
文與頌歌禮拜」
，主要都是根據此基本形式加以改編而成的。 特別是在神學院中，當師
生們無法一同慶祝聖誕節時，就會以此種禮拜形式來進行。
雖然這種「經文與頌歌的禮拜」最常出現在聖公會、羅馬天主教及信義會的教會中，
但是愈來愈多教會也會採用這種禮拜形式，將它稍作改變後成為聖誕節期慶祝的一部
分。不管它是以何種方式呈現，並所使用的經文和音樂有何不同，這種「經文與頌歌的
禮拜」其重點並不是音樂，而是經文。禮拜中所宣讀的上帝的話就如同一面窗子，透過
它們讓我們看見上帝對人類的拯救計劃所彰顯出來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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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What child is this? 這位奇妙嬰孩是誰? / Stanly roper 改編

司琴

宣召

司會

點燃聖誕的基督之燭

陳尚仁老師

* 進場聖詩

#

69「請來，忠誠聖徒」

詩班+會眾

(詩班進場唱第 1 節；第 2 節時會眾起立並加入詩班唱 2、3、4 節)

* 禱告 (Opening Prayer)

司會

* 榮耀頌

領唱者+會眾

(領唱者唱1次後，會眾唱2次)

# 289 「榮光歸佇至高上帝」

第一段經文

創世記 3:8-19

鄭仰恩老師

在伊甸園, 上帝宣告人墮落所帶來的結果
讀經者 (台語)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上帝的聲音，就藏
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耶和華上帝呼喚那人，對他說：
「你在那裡﹖」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
露體，我便藏了。」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
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你作的是什
麼事呢﹖」女人說：「蛇引誘我，我就吃了。」耶和華上帝對蛇說：「你既
作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
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
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
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
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地必給你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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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
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聖詩

# 66 「聖子耶穌對天降臨」(第1節唱2次)

第二段經文

創世紀12：1-4；22:15-18

會眾
徐萬麟老師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 地上萬國將要因他的後裔得福
讀經者 (華語) ：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
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
十五歲。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說：「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
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 論福，我必
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
了我的話。」
聖詩

# 3 「亞伯拉罕的神」(華語，唱第1、2節)（p.8）

第三段經文

以賽亞書9: 2, 6-7

會眾
邱啟榮老師

以賽亞預言基督的誕生及國度
讀經者 (台語) ：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因有一
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
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默想

「耶穌，世人喜樂盼望」 / 詞: Martin Jahn；曲:

J. S. Bach

小詩班

耶穌世人喜樂盼望，聖潔智慧慈愛之光。祂乃我靈深切渴望，願騰飛向太初之光。
神道大能塑造我身，靈火焚燒激勵我心，竭力追求主真理，直到主座前安息。
人生路程盼望引領，細聽寧靜祥和樂音。凡祢羊群全心信靠，暢飲活泉喜樂恩膏。
3

美善公義歡喜充滿，智慧聖潔珍寶永傳。凡屬主祂必引領，在愛中喜樂莫名。
第四段經文

以賽亞書11:1-9

林鴻信老師

以賽亞預言基督將帶給我們的平安
讀經者(台語)：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
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卻要以公義
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
殺戮惡人。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豺狼必與綿羊羔
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們。
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吃奶的孩子
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聖山的遍處，
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
洋海一般。
聖詩

# 41 「請來，請來，以馬內利」 (唱1、2節)

第五段經文

路加福音1: 26-35、38

會眾
胡瑞芝老師

天使加百列向蒙恩的女子馬利亞問安
讀經者(華語) ：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
撒勒，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
字叫馬利亞；天使進去，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
了！」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什麼意思。天使對她
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
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
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馬利亞對天使說：
「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
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上帝的兒子。」馬利亞說：
「我
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她去了。
讚美

「我心尊主為大」 / 詞曲：劉立薰

鄭馨儀同學&林美香同學

我心讚美上帝的作為，彰顯主宏偉，榮耀與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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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上所有星辰運行，述說天父創造大權柄，
我的心敬畏永活上帝（哈利路亞），祂慈愛永不改變。
哈利路亞！我心尊主為大。
看！深海，高山的色彩，各種生物奇妙的安排。
看！孩童燦爛的笑容，顯出天父智慧與慈愛。
我的心敬畏永活上帝（哈利路亞），祂慈愛永不改變。
喔！哈利路亞！我心尊主為大。
哈利路亞(x4)，讚美(x2)！讚美愛我的上帝！
看！主為救我們而捨命，使我們因信稱義，罪得洗清。
看！生命從此完全改變。我心敬畏，感謝主恩典。
哈利路亞（x3）！喔！哈利路亞(x2)！我心尊主為大。
哈利路亞(x2)！祂慈愛永不改變。喔！哈利路亞！我心尊主為大。
上帝竟然臨到卑微如我，我心尊主，尊主為大。
第六段經文

路加福音2: 1-7

賴信道老師

路加提及耶穌誕生的事
讀經者(英語)：
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這是居里扭作敘
利亞巡撫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約瑟也從加
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
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
那裡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
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聖詩

# 52 「早佇大闢王的城裡」 (唱1、2節)

第七段經文

路加福音2: 8-14

會眾
曾宗盛老師

天使向牧人報喜信
讀經者(台語)
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
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
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
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
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上帝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
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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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蔡慈倫老師

* 聖詩

會眾

# 50「細細的城市伯利恆」

第八段經文

約翰福音1:1-14

陳尚仁老師

約翰揭開道成肉身的大奧秘
讀經者(台語)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是藉
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
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有一個人，是從上帝那裡
差來的，名叫約翰。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
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
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
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
權柄，作上帝的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
從人意生的，乃是從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
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點燭

# 48

「平安暝，聖誕暝」

會眾

(院長從基督之燭點燃老師的蠟蠋後，再由老師們點燃學生們的蠟燭)

* 公禱

陳尚仁院長+會眾

啟：滿滿有疼痛的上帝！祢差遣聖子成做人，來佇阮中間，
應：將和平的向望栽種佇世間，互阮及祢相結連。
啟：求祢互阮及祢同工，消除人類中間的怨恨、鬪爭，
應：願祢用疼及包容教示阮，助阮消除偏見。
啟：滿滿有疼痛的上帝！祢差遣聖子降生作人，徛起佇喪鄉人的中間。
應：體會貧富的距離及權力的無平等所帶來分裂及苦痛。
啟：求祢幫助阮及基督同行，修補破裂的關係。
應：願祢用祢的公義及慈悲教示阮，佇阮做和平的使者。
啟：人類喲等待祢的平安降臨的日子，
應：祢所創造的萬物嘛攏相及喲吐氣、向望。
啟：願祢助阮及祢所創造的萬物和好，
應：互平安喜樂充滿世界，宇宙萬物和諧。 阿們。
* 聖誕的平安禮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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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

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聖子早由父愛誕生 / Wilbur Held

會眾

# 53「佇清靜的暗暝」(唱第 3 節)
* 聖詩

# 70

「普天同慶主臨世界」

* 祝禱
殿樂

會眾
主禮者

「頌讚新生王」 / 詞: Timothy G. Bushong 曲: Stan Pethel

教堂詩班

小小嬰孩誕生伯利恆，小小嬰孩降生伯利恆。
耶穌是萬王之王，阿們！(x2) 天使降臨在空中飛舞(x2)。
歌頌新生嬰孩，至高救主！他們頌讚歸於至高主。
他們唱，「哈利路亞，歸於新生王。」
他們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聲飛揚。」
牧人從曠野前來聚集(x2)，朝見聖嬰孩敬拜屈膝(x2)。
和眾天使歌頌聖子(x2)。
歌頌新生嬰孩，至高救主！他們頌讚歸於至高主。
他們唱，「哈利路亞，歸於新生王。」
他們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聲飛揚。」

司
翻

會－鄭碩帆同學
譯－劉冠伶同學

音樂服事：
法國號－蔡宛婷同學
長 笛－戴伶芳同學
小詩班：

招

待：曾雅芬同學
劉郁陶同學

木 笛－連振翔同學
管風琴－張佳琪姐妹、陳恆容牧師

鄭馨儀、王文蔭、陳季祐、林美香
鄭睦迪、連振翔、王建華、楊欣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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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的神

週

間

師

生

禮

拜

表

12月19日

三

靈性小組

12月20日

四

全校性時間：實習督導—阮介民牧師

12月21日

五

11：00全校大掃除－請依期初退修會分配區域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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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院長室】
1. 教育部訂定 12 月 22 日（六）上午 10 時蒞院校地會勘。請同學們務必
協助於本週五（12 月 21 日）前整理、收拾乾淨宿舍公共區域，請各位
寮長督促完成。
2. 登記索取《2013 天恩計畫手冊》的同學請本週內至院長室領取。

【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
預告：下學期開學之初，基研中心將邀請中國大陸基督徒人權作家余杰
前來台神參訪，與師生分享對談，敬請期待。

【教務處】
1. 在學學生申請休學、轉選修／全修生及休學學生申請復學等學籍異動之
申請日期定為 9 月 1 日（第一學期）、2 月 1 日（第二學期）以前申請
完成。
2. 12 月 24－28 日為溫書假，祝大家聖誕快樂！
3. 同學若轉中會、教會，請務必主動告知教務處，以更新學生中會小會資料。

【研究部】
歡迎道碩三年級同學報名參加神碩博 Colloquium 研討課
時 間：2013 年 1 月 7 日（一）9：30－11：00
地 點：台神大會議室（基研中心隔壁）
發表人：梁以利亞（神學博士班） 回應人：胡正傑（神學碩士班）
題 目：保羅在其處境︰τὰ στοιχεῖα（加 4：3, 9）和使女與
自主婦人的比方（加 4：21－5：1）
列席教授：鄧開福教授
欲報名者請於 12 月 21 日（五） 前回覆研究部助理
蕭詣軒弟兄（分機 210，ineric@taitheo.org.tw）

【音碩】
1. 本學期期末系所＆Laudate 合唱團音樂會將於 1 月 7 日（一）晚上 7：00
在禮拜堂舉行，請同學在 12 月 31 日前向淑姿拿曲目表格填寫完後繳回。
2. 本學期術科期末考試日期訂定如下：
1 月 7 日（一） 中午 1：00 管風琴組期末考試
1 月 8 日（二） 中午 1：00 聲樂組期末考試
1 月 9 日（三） 中午 1：00 鋼琴組期末考試
1 月 14 日（一）下午 3：30 合唱指揮組期末考試
請同學在 1 月 2 日前將術科進度表及期末考試曲目表繳交給淑姿。
3. 女聲詩班課程 12 月 24 日及 12 月 31 日兩次不上課。
4. 1 月 6 日下午 3：00 在雙連教會舉辦由本系主辦教會音樂協會協辦的
「新心向榮音樂會」，歡迎大家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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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碩】
馬偕醫院院牧部將於 2013 年 1 月 21 日－5 月 25 日舉行
「春季班 C.P.E.
訓練」歡迎同學報名參加。2013 年 1 月 4 日（五）截止申請。詳情請
見協碩公佈欄。

【神學系】
1. 神學系與新竹中會教育部合辦的「教會信徒領袖培訓課程」在 12 月
15 日結束，共計上課 8 次。將陸續與教會或是中會合辦信徒教育課程。
2. 學生會同工退修會將在 12 月 30－31 日舉行。邀請葉寶貴老師帶領，
地點淡水聖本篤修道院。

【牧育處】
【生活組】
1. 「真愛營」（Part II－幸福百分百）開始報名囉！請向怡璇姊報名，歡
迎已婚或交往中計劃結婚的同學及另一半參加，教會會友亦歡迎報名。
報名至 12 月 31 日截止。
講師：洪英正老師、錢玉芬老師 時間：2013 年 1 月 25－26 日
費用：每人$300
地點：本校活動中心
2. 恭喜道碩三連仰明同學於上週三（12 月 12 日）喜獲男嬰。

【實踐工作】
請各位同學即日起至 12 月 30 日以前至學校網站進入[台神校務系統]
後，選擇 [教會系統] [學生教會實習]在下載區內下載各系所的『期
中實習工作報告』word 檔，填寫完轉存成 pdf 檔案後,再按步驟說明上
傳檔案。因『教會實習』為必修學分，請同學務必於期限內繳交實習
工作報告。

【圖書館】
1. 圖書館淘汰休閒期刊、複本書特賣會!！（請注意，時間更動!!）
圖書館於 12 月 18 日（二）下午 1：00 起舉辦過期休閒期刊與複本書
拍賣活動。2011 年出版的中、英文期刊，包括康健、國家地理雜誌、
PC Home、天下、商周等熱門休閒雜誌，每本定價 10 元；圖書館收受
之贈書複本，價格依書況及新舊而定。
拍賣活動將持續至 12 月 21 日中午，拍賣所得將回饋給學校。先搶先贏，
歡迎同學到圖書館來館淘寶、選購!!
2. 資料庫試用提醒--【SAGE 神學與聖經研究套裝電子期刊】
【SAGE 神學與聖經研究套裝電子期刊】，試用時間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止，請老師、同學把握使用時間，多加利用，並把意見反應給我們。
詳細介紹及資料庫、電子書連線，請至【圖書館>電子期刊> SAGE 神學
與聖經研究套裝電子期刊】。
3. 圖書館開放時間異動。
2012 年 12 月 24－28 日溫書假，圖書館開放時間為：
週一至週五 8：00－2：00；13：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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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9 日（六）、2013 年 1 月 1 日元旦，圖書館閉館。
台神書房
新書上架--「台灣生命線之父--鄭連德牧師蒙恩的一生」
本校校友，前「協談理論」兼任講師鄭連德牧師傳記「人生二十」，
由前衛出版，特價 300 元，限量 10 本。欲購者請洽書房。

【會計室】
1. 請各班班代務必於 12 月 20 日前將全班的註冊調查表繳回會計室，謝謝！
2. 下學期註冊將全面使用彰化銀行學費網站，以網路 ATM 繳費或持繳費
單至彰化銀行繳費，除選修生之外，註冊日學校出納櫃台不受理現金繳
費。註冊調查表回收後，會計室將計算出每位同學下學期應繳的學費，
請各位同學務必留意後續相關公告。

【公關室】
學校印製 2012 年聖誕卡（有固定內文），歡迎同學至公關室免費索取，
寫給實習教會或母會的牧長兄姊們！

【校友會】
1. 12 月 27 日（四）上午 10：00 在大社教會，召開中彰區及苗栗南區
校友會。
2. 李晶晶牧師（1997 年神研所道碩畢）與林中先弟兄，2013 年 1 月 1 日
（二）下午 2：00，在星中和平教會舉行結婚感恩禮拜。
3. 黃福照牧師（竹中退休牧師，子：黃顯光牧師＋1989 年神研所道碩畢，
女：黃淑雅牧師娘－1988 教音系畢，女婿：方東三牧師－1990 年神研
所道碩畢） 12 月 12 日安息主懷，享年 90 歲。2013 年 1 月 5 日（六）
下午 1：30，於台北馬偕醫院 9 樓禮拜堂舉行告別禮拜，願主安慰遺族。

團契聚會時間
時 間

主 題

地 點

杵 臼 社

（二）19：00－21：00

Lokah－泰雅族

401 教室

精兵團契

（三）18：30－20：00

路加 20-22

402 教室

靈 修 部

（四）21：00－22：00

禱告會

D. Min 教室

以斯帖團契 （五）10：00－12：00

餅乾烘焙

鄧老師家

樂活小組

（五）19：00－

聖誕佈道

精兵協會

Laudate

（一）12：20－13：30

練唱

3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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