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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待降節靈修 
 
當我在計劃《今日長老會》(Presbyterian Today）2018 年的待降節𩆜修

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 52 節馬利亞的頌歌，也是人所皆知的《聖母

頌》時，我不斷地被提醒：祂已經把有權柄的，從他們的寶座拉下，而

把卑微的升高。 

 

我開始想到，上帝好幾次如何高舉我。我開始想到有些人曾讓我知道他

們的頌歌---藉著美妙的字句描繪上帝如何憐憫看顧他們。我也想到我們

的世界是多麼需要一位救主。因此，今年省思的目標是為你、為你的朋

友及家人，也為你隔壁的陌生人---這是要提醒大家，上帝有一首歌是為

我們所有的人。 

 

為本待降節靈修寫詩並插畫的安德烈．韋哲理(Andrew Weatherly)，是我

讀神學院當實習生時，在我主日學班上的一位學生。安德烈患有蒙古

症，但當時我就注意到外在的缺陷並無法困住他的才華。現在他用藝

術，向人展現即使有特殊需要的人也有無限的可能性。 

 

格林．凡達登侯(Karin Van Tatenhove)與我一起參與這份靈修的編寫，他

在頭二週分享他的觀點。作為有自閉症兒的父親，他很了解須要跟「制

度」奮鬥，才能讓他的孩子跟所謂「正常」的孩子有同樣的機會。 

 

致於我，這份工作很貼近我的心。我有一位需要特殊幫助的兄弟，他為

在世界尋求一席之地而掙扎。待降節的靈修時間對他來說，似乎永無止

境，但是上帝正在為他準備頌歌。 

 

願這份被馬利亞頌歌感動的靈修成為待降節對你的祝福。願這份靈修提

醒我們，無論境遇如何，上帝都會高舉我們。 

 

唐娜．佛瑞斯納斯．傑克遜 (Donna Frischknecht Jackson) 

《今日長老會》Presbyterian Today 主編           
 
 
 
 
                                                                                                                                     標題：展開雙臂 
 



 



 《老會》Presbyterians Today｜ 2018 待降節靈修 
 

    待降節第一禮拜 

 12月 2日禮拜日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 

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衪顧念祂使女的卑微。」 

─ 路加福音 1:46-48 

 

 

昇華 Rise 

呼喚空洞的天空， 

一道光衝破黑暗而來 

火燄般地強烈 

著色黎明的星辰； 

它的光芒令人心安。 

破曉是愛的國度， 

新的生命展現眼前， 

瞥見天空在光的擁抱裡。 

                     --安德烈．韋哲理 (Andrew Weatherly) 

 

這待降節期， 

你如何活在上帝新破曉的應許中？ 

 

待降節的上帝，請不斷地提醒我， 

既使當黑暗壟罩時，會尋求祢的光。阿們 

 

 

 

                                                                                                                              

                                                                                                                     標題：夜間奇異的星 



 



 

放大的力量 

頌揚主我們的上帝！--詩篇 99:5 

馬利亞說：「我的心讚美主⋯⋯。--路加福音

1:46 

 

放大有兩種意含，如果我們去思考每一個意

含，都能夠使馬利亞不由自主地唱出頌歌。 

 

第一種意含是放大你的焦點，就像哈伯望眼鏡

(Hubble Space)攝下的照片。它對準宇宙中遠而

微小的點，發現那些很多是先前不為人知的銀

河系，其中有不少比我們的銀河(Milky Way)還

大。馬利亞瞭解上帝極詳細地看淸楚她的心，

即使她出身卑微，上帝卻看到她高貴的美德。

這種感受如同我們隨聲附和在聖誕歌曲《聖善

夜》(O, Holy Night)的歌聲中---直到我們的心因

衪的出現而感動。 

 

第二種意含是頌讚或榮耀上帝。馬利亞因上帝

選擇她做彌賽亞的母親而發出頌讚。她在天使

報喜中經歷的光穿射入她的靈魂，放大後顯示

那是上帝對人類的愛。這是放大的力量。 

 

我們在基督裡的生命如何幫助我們對世界彰顯

上帝的愛？ 
 
上帝啊，願在這降臨節期間，我們會再次發現⋯

並珍惜⋯所有祢子民的價值。阿們 

12月 4日 禮拜二 

歡暢的靈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腓立比書 4：4 

…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 。--路加福音

1:47 

 

回想你全心歡樂的那些時刻—敬拜、家人團聚

或甚至融入在大自然的時刻。 

 

作為一個有特殊需要孩子的父親，讓我想到特

殊奧運會。這些比賽項目是要肯定每一個人的

價值—他們在上帝的眼中，不是世人金字塔型

結構的價值。在終線歡呼的教練，計時員，到

志工，他們共同要傳遞的信息是：要喜樂，因

為你是上帝的孩子。 

 

有一場我永遠不會忘記撼動人心的比賽，那是

一場爆滿的群眾全神貫注的輪椅比賽。有個腦

性麻痺的男孩掙扎著要固定他的輪椅在線道

上，但他的輪椅卻不聽使喚，忽左忽右歪來歪

去，他發出哀號。全體群眾都立即站起來，鼓

勵他繼續前進。當他最後單獨跨越終點線時，

我們吼出激烈的讚賞聲，好似強有力地唱出特

殊奧運會的座右銘：「讓我獲勝，即使不能

嬴，也讓我在嘗試中勇敢以對！」 

 
什麼促使你的心靈像馬利亞一般地歡欣？ 

 
無論我們的處境如何，主啊，求祢幫助我們會
對祢永不止息的愛感恩。阿們！ 

 

拯救的方式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

19:10 

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路加福音 1:47 

 

關於「救贖」，有很多方式去思考它；但毫無

疑問，我們能夠看出耶穌的教導如何「救」我

們脫離生命的困境牢籠。祂救我們脫離憂慮，

提醒我們上帝的看顧。祂使我們不成為物質主

義者，呼召我們不去積存會腐壞的財寶。祂拯

救我們走出狹隘的「愛」的概念，擴張我們慈

悲憐憫甚至包容我們的仇敵。 

 

和我們的「待降節」主題一致，耶穌能夠除去

我們自認微不足道的感覺。記住，祂告訴我

們：上帝數算過我們頭上的每一根頭髮；記住

無論你流浪到多遠，上帝會在窗口留著一盞燈

歡迎你回家。 

 

耶穌的教導曾經如何將你從錯誤中挽回？ 

 

哦！主啊！幫助我們在靈裡了解主耶穌救贖的

方法。阿們！ 

12月 3日禮拜一
xuxu3194u  

12月 4日禮拜二 

12月 5日禮拜三
三 xuxu3194u  



 

 

上帝喜愛所有的人 

主的靈在我身上，…報告上帝悦納人的禧年。 

--路加福音 4:18-19 

…因爲祂顧念祂使女的卑微--路加福音 1:48 

 

一個舊約有力的習俗，稱為「禧年」，又稱為

「上帝悦納人的恩年」。每五十年，債務被免

除，家庭的土地得以收回，奴隸和囚犯被釋放

得享自由。路加福音書的前段記載耶穌到祂長

大的故鄉拿撒勒，進入會堂，祂選擇唸以賽亞

書中有關彌賽亞給猶太人和外邦人開啟恩典時

代的預言。捲起書，耶穌説「今天這經應驗在

你們耳中了。」 

 

這福音豈不是簡明扼要嗎？上帝同樣地愛世上

每一個人，但祂對世上最卑微的人有特殊的愛。

當巴勒斯坦的一個少女成為救主的母親，漁夫

變成門徒，邊緣人被歡迎同桌而席時，耶穌宣

佈一個新紀元的來到。馬利亞提醒我們：在基

督裏，上帝恩待我們。 

 

懷著感恩之心，你能列出一些上帝對你施恩的

方法嗎？ 

 

慈愛的天父，感謝祢一直以永不止息的慈悲憐
憫看顧我們。阿們！ 

 

12月 4日 禮拜二 

 

卑微出生，邁向榮耀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雅各書 1:9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路加福音 1:48 

 

回想耶穌謙卑的一生。這位出生於馬槽的嬰兒，

在木匠的家長大並接受教育，未向出名的拉比

學習。當他的門徒問到如何爭取權位時，他回

答，「你們中間誰願為首的，就必作你們的僕

人」。他在世的最後日子，在洗完門徒們的腳

後，就與罪犯一同被釘在耶路撒冷城門外的十

字架上。 

 

然而，正如一首著名的詩所說，「在世界裡，

所有曾經建立過的海軍，所有曾坐在議會的議

員，以及所有統治過的君王，都無人能像這個

人的一生，如此強而有力地影響世界人類的生

命」。 

 

馬利亞的《尊主頌》是雅各銘言的最佳闡釋。

它不是誇耀自己，乃是頌讚那位正在我們中間，

使卑微的人高升的上帝。 

 

你曾經見證過在這世界上卑微的人的力量嗎？ 

 

上帝啊，訓練我們的眼睛，會在被世人蔑視的
人身上看出祢的榮耀。阿們。 

 

一個謙卑的功課 

⋯⋯穿上謙卑的衣裳⋯⋯。--彼得前書 5:5 

 

在一次去墨西哥的旅程中，我和當地一對牧師

夫婦和他們四個孩子一起午餐。他們的家是一

間堪稱簡陋的小屋，沒有水電，沿着科羅拉多

河水道，河水被北方的工業廢棄物嚴重污染。 

 

他的孩子們邀我一起游泳，我硬著頭皮答應，

但小心地不透露自己並不善於游泳。游了一會，

我發現自己被漂走，趕緊爬上堤防，我的涼鞋

己被漂遠。突然有人輕拍我的腿，我往下一看，

牧師正跪在泥地裏，手拿著一條毛巾和我的涼

鞋，開始擦乾我的腳。起先我抗拒了一下，但

還是讓他繼續下去。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觸摸我的感覺、他微笑中的

愛、或我們互相搭肩走回去的情景。 

 

在這待降季節期，如何用簡單的行為表示你的

愛心？ 

 

上帝啊，給我們穿上謙卑的衣裳，讓别人能看
見我們裡面的耶穌。阿們。 

12月 6日禮拜四
xuxu3194u  

12月 7日禮拜五 

12月 8日禮拜六
三 xuxu3194u  



 《老會》Presbyterians Today｜ 2018 待降節靈修 
 

    待降節第二禮拜 

 12月 9日禮拜日 

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 

他的名為聖。他憐憫敬畏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路加福音 1:48-50 

 

 

和平的捍衛者 
天使從高天上帝那裡 

送來歡樂的信息， 

聖光照亮了整個大地， 

一個孕育萬物不可思議的地方， 

夢想可以實現之地。 

天使跪著對我說 

「我愛妳，但不要驚擾周圍眾生」， 

誰配穿戴聖袍和冠冕？ 

我們都是妳的好兄弟。 

天使灑下銀光， 

她彈著金的豎琴。 

歡樂傳遍大地； 

我們的十字架，墳墓和天空， 

從天庭上頭的上帝而來。  

                   ---安德烈．韋哲理 (Andrew Weatherly) 

 

在這待降節期，你如何分享天使歡樂的信息？ 

 

慈悲的上帝，幫我們再度出聲分享救主為世人誔生的福音。 

阿們。 

                                                                                                                                 

                                                                                                                                          標題：我是和平                                                                                                                             

                                                                                                                 



 



 

 

上帝豐盛的愛 

⋯祂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以弗所書 1:3 

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加福音 1:48 

 

在她的尊主頌，馬利亞認知--並珍惜--她的福氣。 

 

你是否也珍惜上帝藉著基督賜給你豐盛的福氣？

假如我們用世俗的標準來自我評價--地位、頭銜、

財富或影響力--我們也許發現自己很貧乏。但，

假如我們擁抱上帝的愛，就像乘鷹之翅，被髙

高舉起，我們會逐漸瞭解保羅以弗所書的真締。

我們擁有我們需要的所有屬靈的恩賜，就如著

名的聖詩《祢的信實廣大》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所說，「祢所賜我恩惠，豐厚無

窮！」 

 

在待降節期--以及在所有的季節，如何學習更

充分數算我們的福氣？ 

 

上帝啊，感謝祢揀選我們來領受祢的豐盛。阿
們。 

 

 

 

12月 4日 禮拜二 

 

上帝權能的顯現 

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默念你的作為。--詩篇

77:12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路加福音 1:49 

 

馬利亞了解她做母親的新地位，並非因為自己

行為的義，而是上帝的權能所致。 

 

《酗酒匿名者大全》(AA Big Book)書中有一則

「承諾」，「我們將···領悟上帝正在為我們做，

我們無法為自己做的事」。這是我們在康復中

共同的信念。 

 

這不是說我們逃避自己的責任，也不是意味着

我們是被動的。它提醒我們當我們學會與活活

的上帝同工，跟聖靈同行時，遠遠出乎我們預

料的神蹟會發生。你不相信嗎？重新再讀「使

徒行傳」這本可稱為「聖靈行傳」的書--上帝藉

著易犯錯的人們行大能奇事的證據。 

 

你嘗試單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控制太多的事物

嗎？ 

 

慈悲的上帝，教導我們知道順服祢的權能，祢

將為我們開拓一條榮耀的道路。阿們。

 

聖潔圍繞我們 

上帝啊！願祢崇高過於諸天，願祢的榮耀高過

全地。--詩篇 108:5 

⋯⋯祂的名為聖⋯⋯。--路加福音 1:49 

 

馬利亞的尊主頌富強有力多層次的意義，但最

主要的是它敬拜的行為，歸榮耀於以色列的聖

者。 

 

今天的世界剝奪我們生命中許多神聖的本質。 

公司將所有事物商品化，用誘人的言語承諾我

們物質的獲取會滿足我們內心深處的需求。但 

 

是上帝呼召我們活在祂同在的聖潔裡，並且察

看我們創造主無所不在的證據。我們要記得我

們從何而來以及要往何處去。上帝的聖潔環繞

著我們。 

 

今天你能騰出什麼時刻來注意到被上帝的聖潔

圍繞的細節嗎？ 

 

上帝啊！在這待降節中幫助我們放鬆自己去體

會到祢的同在。阿們 

12月 10日禮拜一
xuxu3194u  

12月 11日禮拜二 

12月 12日禮拜三
三 xuxu3194u  



 

 

敬畏，不懼怕 

⋯⋯地的四極都要敬畏衪。--詩篇 67:7 

祂憐憫敬畏祂的人⋯⋯。--路加 1:50 

 

希伯來文”yare”及希臘文”phobeo”都一致地被翻

譯成「懼怕」。一個比較細微差異的譯文就是

「敬畏」。當待降節我們慶祝基督奇妙的愛時，

這個差別會安定我們的信心。使徒約翰在他的

第一封書信裡所說「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

就把懼怕除去」是一句非常優美的表達。 

 

我們這些有特別需要照顧的小孩可以告訴你，

我們是如何哭求恩慈憐憫，我們懇求完全的愛

轉化我們的懼怕。這也是為所有孩子們的哭求。

上帝啊！幫助我們的孩子在這世界找到一席安

身立命之地！幫助我們提供他們現今及長遠的

需要！賜給我們愛心及耐心，讓我們能夠照顧

祢所信託我們的寶貝。 

 

雖然我們每人的一生旅途不同，但是我已經學

到祂永恒的真理。上帝的恩慈、憐憫和愛足夠

有餘支持我們勝過所有的試煉。 

 

你正在覺得害怕或憂慮上帝的愛會消失嗎？ 

 

慈愛的上帝，因為祢對所有的孩子們顯示慈悲，
我們讚美祢。阿們。 

 

12月 4日 禮拜二 

 

受難劇 

⋯⋯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

聖徒顯明了。--歌羅西書 1:26 

⋯⋯直到世世代代⋯⋯。--路加福音 1:50 

 

馬利亞活出一個先知性的預言，歷世歷代傳述

她在上帝受難劇中的角色。當我們在慶祝像待

降節這樣的節期時，我們有機會品味我們在無

數跟隨耶穌進入信仰旅程者中的角色。保羅說

的奧秘，如今已對我們所有的人揭示了，使我

們能為此慶賀。 

 

這奧祕是什麼呢？就是這位創造萬物的上帝很

親密地愛著我們每一位，我們在上帝國度裡的

價值是永恒的。因此，這個問題是重要的：我

們如何使用我們的話語和行動，來和別人分享

這個好消息呢？正如《我們信仰的簡要聲明》

所提醒的，我們真的有做到「揭穿教會和文化

中偶像的假面具，傾聽長久沈默者的聲音，努

力實現公義、自由與和平嗎？」 

 

在愛那些不可愛的人事上，上帝要你扮演什麼

角色？ 

 

哦！上帝，點燃我裡面新的渴望，願意讓祢擴
展我在祢受難劇中的角色。阿們 

 

 

坐前排的聖徒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馬太福 5:5 

 

我過去曾經在一間教會擔任主任牧師，那教會

一直有一個查經班，對象為特殊教育者。有一

位很忠心的老師海倫，大家賞識她所散發的慈

悲，給她一個綽號叫「陽光」。 

 

在作禮拜時，這一班一起坐在前面幾排。每個

禮拜，從我講台上看下去，最先看到的就是他

們。這成了活生生的比喻，形塑我的講道神學。

我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是不是記得改變世

界的耶穌的教導，除非我們像小孩一樣，我們

不能進入天國？ 

在此待降節裡，你如何擁抱耶穌單純、具有解

放大能的信息？ 

慈愛的上帝，通過基督的愛，祢呼召我們成為
聖徒。幫助我們有力地活出對此身份的認知。
阿們。 

12月 13日禮拜四
xuxu3194u  

12月 14日禮拜五 

12月 15日禮拜六
三 xu三 xuxu319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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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降節第三禮拜 

 12月 16日禮拜日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 

正心裡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路加福音 1:51-53 

 

 
當愛接手時 
 

當愛接手時 

受害者現在成了兒女， 

黑暗消逝， 

在這一日守護天使們 

帶著溫馨的家來到 

我們永不會忘記， 

今晚的感覺是有些困惑以及平安。 

當從天上而來的愛接手時， 

愛誕生了，它展現開花的力量 

全新的開始，在上帝之下我們同屬一個國度 

祂眷顧生命的進展。 

當愛接手時 

祂的光將隨著你。 

                                             --安德烈．韋哲理 

 

如果我們讓愛接手、把憎恨推開， 

我們的團體將會是什麼樣子？ 

 

天上光明的上帝，請透過我們的話語 
和行動來發光照亮吧。阿們。 

 

 



 

 

 

 

 

 

 

 

 

 

 

 

 

 

 

 

              

                  標題： 愛 Passion 



 

 

信仰的跳躍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 

--以賽亞書 41:10 

祂用膀臂施展大能⋯⋯。--路加福音 1:51 

 

爬上樹不難；使我感到害怕是從樹上下來。我

的哥哥站著張開他的雙臂，跟我說跳下來。我

拜託他去找別人來幫我。我的哥哥「不同」。

他不可能幫我從樹上下來。當他堅持時，我知

道我必須跳進他那我認為一定接不住我的雙

臂。但是這雙臂接住我了。我笑著宣告：「你

做到了！」然而，我的哥哥因我不信任他，看

起來很失望。 

 

我們多少次傷害上帝，因為我們對上帝缺乏信

心，祂有強而有力的臂膀，可以接住我們嗎？

多少個待降節我讓上帝流淚，因為我選擇害怕

地卡在「樹」上？馬利亞做了一個信心的跳

躍，跳進了上帝有能力的手臂裡。你呢？ 

 

在你的生命中，上帝邀請你嘗試做什麼信仰的

跳躍呢？ 

 

慈愛的上帝，幫助我們有大的信心可以向前
行，知道祢永遠能接住我們。阿們。 

 

12月 4日 禮拜二 

 

一個特別的天使 

你們要自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 

--彼得前書 5：6 

⋯⋯那狂傲的人，正心裹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路 1：51 

 

看到禮拜堂內聖誕樹上的裝飾有個有色的天

使，我感到困惑。更讓我驚訝的是禮拜天的客

人中流傳著種族歧視的話語。為什麼白人的教

會選擇用有色的天使來裝飾聖誕樹？ 

 

後來我才知道自從有個寄養在會友家的小孩死

於愛滋病以後，掛這個天使就成為傳統。就在

那一年的聖誕夜，這天使出現了，沒有人知道

到底是誰拿來掛在樹上的。當馬利亞吟唱著上

帝趕散狂傲的人。我心裡想這黑皮膚的天使到

底是如何趕散一個家庭，只因為跟他們想像中

聖誕節的圖像不合。他們看不到上帝的圖像是

由新的傳統以及全新愛的召命來完成的。 

 

當我們守舊拘泥於聖誕節應該是什麼樣子，我

們將會失去多大的福份啊！ 

 

打破界限的上帝，讓我們記住最先得到得救好
消息的是那些最卑微謙虛的牧羊人。阿們！ 

 

 

沈默的馬利亞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

了。--馬太福音 20：16 

祂叫有權柄的失位⋯⋯。--路加福音 1：52 

 

她再也無緣扮演馬利亞了。以往只要她穿起那

件上好的藍色布袍，根本沒有人能和她競爭這

個角色。但是有一年這個角色卻被一個唐氏症

的女孩取代了。一向扮演這個角色的女孩很不

高興，想辦法要把她趕走。自認享有特權會使

人做出荒謬的事來。 

 

當馬丁路德把聖經翻譯成德文時，他留下馬利

亞的尊主頌拉丁文不翻譯。因德國的公主是馬

丁路德的支持者，但她不願意大家聽到上帝叫

有權柄的人失位。當我看到那殘障的馬利亞慈

愛地抱著聖嬰娃娃，而原本扮演馬利亞的女孩

卻扮成牛，不太情願的低聲哞哞叫。我意識到

馬利亞的尊主頌是不能被消音的。 

 

有哪首公義之歌是我們想要消音的嗎？ 

 

慈悲的上帝，幫助我們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們
自己的需要之前。阿們。 

 

12月 17日禮拜一
xuxu3194u  

12月 18日禮拜二 

12月 19日禮拜三
三 xuxu3194u  



 

 

誰來㸃亮待降節蠟燭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裹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

體，也是如此。--羅馬書 12：5 

⋯⋯叫卑賤的升高。--路加福音 1：52 

 

在我成長的記憶中，每年教堂的待降節花圏都

是由同一家庭來㸃蠟燭。因為他們就是一個典

型的家庭：有父親、母親、兒子、女兒。當我

成了牧師，我決心要邀請會友中的弱勢上台來

㸃蠟燭。我們持續邀請過同性伴侶、單身男

女、孤單老人、殘障兒童、以及正在努力學英

文的新移民，來㸃燃象徵希望、喜樂、和平、

及愛的火苗，並與大家一同禱告。 

 

上帝揀選了馬利亞並不是因為她的完美，而是

馬利亞順服上帝奇妙的帶領。上帝喜悅她而將

她高舉。 

 

今年誰來㸃待降節的蠟燭？ 

 

我們如何刻意努力去邀請那些弱勢常被忽略的

人？ 

 

上帝啊：打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見受社會遺
忘的人，幫助我們邀請他們加入我們的圈子。
阿們。 

 

12月 4日 禮拜二 

 

上帝舒解飢餓 

你們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 

--雅各書 4：8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路加福音 1：53 

 

空有熱量沒有營養的食物，我在這主題是個専

家。好像那些在聖誕節期間大吃糕餅甜點的人

一樣，我新年的第一件事當然就是改變飲食。 

然而我吃那些空有熱量的東西，大部分時候並

不是因為我喜歡甜食，而是用來舒解每年這個

時候的傷感。 

 

想起以前在家的聖誕節因兄弟間的競爭，帶給

我的是情緒緊張而不是喜樂，我就隨手拿起糕

餅來吃。想起聖誕禮物，就想到哥哥沒什麼朋

友送他禮物，一傷心又拿起糕餅來吃。甜點是

我解憂的辦法。其實我所需要，至今仍然需要

的是聖子基督，衪是所應許天上的糧，因為祂

能夠使我內心深處的飢餓得飽足。 

 

如果我們讓上帝醫治的愛充滿我們，今年的待

降節將會如何不一樣？ 

 

體貼我們的痛苦也陪我們哭泣的上帝，求祢在
待降節賜下平安。阿們。 

 

 

你所需要的是愛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加福音 1：53 

 

我的弟弟十幾歳時是披頭四樂團的大粉絲。受

到這四個名人的鼓舞，他在送人生日卡時總是

簽上「你所需的是愛」－樂團所唱的歌名。 

 

這是上帝的兒子給我們的忠告，但世人可不這

麼想，他們説：我們需要比愛更多的東西，像

強壯的身體，精明的腦袋，才會快樂。 

我們墮入思維的羅網認為我們擁有愈多物資財

富，愈聰明或是長得愈漂亮就會得到更多的

愛。事實上更多的東西並不能醫治我們破碎的

心。只有愛能夠使我們得完全。 

我的弟弟説得對。你所需要的是愛。那不僅是

披頭四的歌。那是上帝的歌。 

如果我們把全然坦誠當作禮物送給别人，你想

會發生什麼事？ 

待降節應允的上帝，幫助我們趕散想要致富的
需要，也幫助我們的生命為祢保留更多的空
間。阿們！ 

12月 20日禮拜四
xuxu3194u  

12月 21日禮拜五 

12月 22日禮拜六
三 xu三 xuxu319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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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降節第四禮拜 

 12月 23日禮拜日 

祂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為要記念 

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 

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路加福音 1：54-55 

 

 

神聖之夜 

天空像父親 

在天使的歌聲中顯現 

遠方傳來榮耀之聲 

雲影和繁星 

都出現在聖誕夜 

大地母親再次神采飛揚 

活起來 

擁抱跪拜者 

讚嘆空中的奇景 

                              --安德烈 韋哲理 

 

你上次因耶穌神聖的禮物 

感到奇妙與敬畏是什麼時候？ 

 

慈愛的上帝，祢的賞賜何其豊盛， 
願我們能謙卑地屈膝敬拜祢。阿們！ 

                                                                                               

 

 

 

 

                                                                                                                           標題：平安 

 



 



    聖 誕 夜 
 

 

 

斷掉的圓圈 

但摩西的手發沈，⋯⋯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

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直

到日落的時候。--出埃及記 17：12 

 

祂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路加福音 1：54 

 

聖誕夜在我牧養的鄉村小教會有個傳統，就是

大家在教堂內手拿燭火，圍個大圈圈一起唱平

安夜這首歌。歌聲很好聽，卻不是我真正想要

的。 

 

我的弟弟因為手顫抖得很厲害，拿東西都有困

難，不要說搖手持蠟燭，要他走去和大家圍成

圓圈也很困難。我把我的顧慮告訴教會朋友。

她勸我不要獨自背負這重擔。所以我就把我弟

弟的難處告訴禮拜組。 

 

聖誕夜來臨，圍著聖壇有一圈燭火。不過這次

有會友坐在我弟弟旁邊，另有一些會友持著燭

火站在走道，一直延伸連接到聖壇的燭光圈。

幾年過去了，傳統仍然繼續保存著--弟兄姊妹們

幫助那些需要的人持聖誕燭光。 

 

誰是你生命中的天使，曾經在你真正需要幫助

的時候出現？ 

 

主耶穌，求祢來，用祢醫治的光驅除我們心中
的懷疑、恐懼及掙扎。阿們！ 

 

 

    聖 誕 節 

12月 4日 禮拜二 

 

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路加福音 2：10 

 

⋯⋯為要記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

永遠。--路加福音 1： 55 

 

小時候，我和兄弟姐妹們一個重要的活動是一

起擺設耶穌誕生的塲景。我們會輪流從盒子裡

挑選塑像擺在馬廐旁邊。 

 

我先前最喜歡的是那個小牧童，直到被我失手

打破。媽媽把斷掉的頭黏回去，但是黏不住，

只好用牙籤支撐著頭。不甚理想，頭會晃動。

從此我對小牧童失去興趣，妹妹也不喜歡。我

們就選擇東方博士，也為馬利亞的塑像爭吵。

但是我弟弟仍然喜歡那個小牧童，就抱著它把

它放在最尊貴的位置，就是聖嬰耶穌的旁邊。

我這個壞姐姐用最好的口氣説小牧童沒資格放

那裡。弟弟卻反嗆説它應該在那裡。 

 

這個位置確實屬於被打破的小牧童，它屬於我

的弟弟，屬於我也屬於你。屬於我們大家，我

們受傷當然可以來到耶穌的身旁。耶穌，祂是

出生來當我們的朋友的。耶穌，祂永遠會拯救

你。 

 

今天聖誕節，你離馬槽中的聖嬰有多近？ 

 

道成肉身的上帝，謝謝祢送我們最偉大的禮物
－袮的兒子耶穌，衪提醒我們都是尊貴又被愛
的。阿們！ 

                   
    標題：聖母馬利亞 

 

12月 24日禮拜一
xuxu3194u  

12月 25日禮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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