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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 

主日禮拜程序 第一堂禮拜 講道：蔡茂堂牧師 第二堂禮拜 講道：蔡茂堂牧師  司會：王道一執事  司會：何堅信執事  司琴：陳美晴姐妹  司琴：王薇芬姐妹    領詩：蕭家緯執事    同 心 歌 頌 預備心敬拜上帝 會 眾 序 樂 安靜等候神 司 琴 宣 召  司 會 聖 詩 第一堂 (華)  聖詩 第 34 首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 會 眾 第二堂 (台)新聖詩 第 230 首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信 仰 告 白  使徒信經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第一堂 (華)  聖詩 啟應文 21 詩篇 100 篇 會 眾 第二堂 (台)新聖詩 啟應文 24 詩篇 100 篇 獻 詩 第一堂 You Raise Me Up. 吳 奕 辰 弟 兄 第二堂 當恬靜 希 幔 詩 班 聖 經 啟示錄 17:7-18 司 會 講 道 啟示錄系列 (三十八) 朱紅獸 (The Scarlet Beast) 蔡茂堂牧師 回 應 詩 第一堂 (華)「榮耀歸於真神」 會 眾 第二堂 (台)「榮光歸佇上主」 奉 獻 新聖詩 第 382 首第 1、5節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頌 讚 第一堂 (華)  聖詩 第 510 首 「讚美天上主宰」 會 眾 第二堂 (台)新聖詩 第 391 首 「謳咾天頂主宰」 祝 禱  蔡茂堂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第三堂禮拜 講道：蔡茂堂牧師 司琴：張希如姐妹  司會：陳依信執事 領詩：羅達中弟兄 敬 拜 讚 美  會 眾 信 仰 告 白  會 眾 歡 迎 禮  司 會 見 證  王士 維弟 兄 消 息 報 告  司 會 守 望 禱 告  司 會 奉 獻 委 身 新聖詩 第 382 首第 1、5節 會 眾 聖 經 啟示錄 17:7-18 司 會 真 道 信 息 啟示錄系列 (三十八) 朱紅獸 (The Scarlet Beast) 蔡茂 堂牧 師 回 應 詩 歌 (華)「榮耀歸於真神」 會 眾 祝 禱  蔡茂 堂牧 師 阿 們 頌  會 眾 

主日禮拜週報 

2015 年 01 月 18 日 

NO.1615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 -詩篇 100 篇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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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講道大綱】 

I. 引言： 

朱紅獸 ((((The Scarlet Beast)))) 

II.朱紅獸的奧秘 

((((The Mystery of The Scarlet 

Beast)))) 

1.拿七碗天使之一說明奧秘 

(啟 17:7; 啟 21:9 ) 

2.朱紅獸先有現無以後再有 

(啟 17:8; 啟 13:3) 

3.獸從無底坑來又歸於沉淪 

(啟 17:8; 啟 11:7; 19:20) 

4.生命冊無名者希奇並拜獸 

(啟 17:8; 啟 13:8) 

5.七頭七山七王五倒一未到 

(啟 17:9-10; 但 2:38-41) 

6.先有現無獸第八與七同列 

(啟 17:11; 啟 13:4-5) 

7.十角乃十王與獸為王一時 

(啟 17:12; 但 2:41-43) 

8.十王同心把權柄能力給獸 

(啟 17:13; 啟 6:2; 17:17) 

III.大淫婦的結局 

((((The End of The Great Whore))))  

1.大淫婦坐在多民多國 

(啟 17:15;賽 2:8;羅 1:21-23) 

2.大淫婦管轄地上眾王 

(啟17:18;但3:10-11;啟13:14-15) 

 

3.十角獸恨惡焚盡\儘淫婦 

(啟 17:16;耶 4:30;王下 9:36) 

4.諸王同心合意行神旨 

(啟 17:17;創 50:20;徒 4:27-28) 

5.羔羊必定戰勝十角獸 

(啟 17:14;啟 12:11;啟 6:15-17) 

IV.屬靈的功課((((Spiritual Lessons))))  

1.偶像崇拜與敬拜真神 

(結 6:9; 出 20:3-4; 賽 2:8) 

2.自我崇拜乃最大偶像 

(創 3:5; 創 11:4; 腓 3:19) 

3.同心合意遵行神旨意 

(啟 17:17; 申 29:29; 箴 21:1) 

4.揀選蒙召忠心者得勝 

(啟 17:8,14;羅 8:30;帖前 5:23) 

V. 結論： 

遵行神明顯旨意  保守在神的

愛裡 ((((猶 1:21)))) 

【默想】 

1.天使對朱紅獸的詮釋為何？ 

2.大淫婦的影響與結局為何？ 

3.從大淫婦學到何屬靈功課？ 

【金句】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

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

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

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勝。」 

啟示錄十七章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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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回應詩】】】】    

榮光歸佇上主 

1.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 
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 
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2.贖罪完全救恩主寶血功勳， 
凡信者得永生神應許世人， 
只要我眾罪人真心接納主， 
一經信靠耶穌必蒙祂饒恕。 

3.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 
藉聖子耶穌我們得大歡喜， 
至聖至尊榮我主耶穌基督， 
將來得見主面何等大恩福。 

副歌：讚美主，讚美主， 
全地聽主聲音。 
讚美主，讚美主， 
萬民快樂高興。 
請來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 
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3 

【【【【台語回應詩】】】】    

榮光歸佇上主 

1.榮光歸佇上主功勞已經成， 
賜伊獨生聖仔顯明伊吔疼， 
伊獻寶貴生命為贖罪受害， 
大開永活恩門人人通入來。 

2.耶穌寶血作成完全吔救恩， 
見哪信靠就得上主吔應允， 
雖然背逆上主滿心大污穢， 
誠心信靠耶穌即時得赦罪。 

3.救主教示奧妙完成大功勞， 
享受聖仔救恩大歡喜謳咾， 
將來受提升天佮耶穌相見， 
救主聖潔榮光尊貴無通比。 

副歌：謳咾主，謳咾主， 
全地聽主吔聲。 
謳咾主，謳咾主， 
萬民歡喜應聲。 
緊來信主耶穌得上主吔疼， 
榮光歸佇上主功勞已經成。 

【【【【第二堂獻詩】】】】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詩 46:10 

當恬靜 

當恬靜，當知我是上帝。當恬靜，當知我佮恁佇啲。 

當恬靜，當知我欲安慰恁。當恁就近我，恁需要的時。 

當恬靜，當知我是上帝。當恬靜，當知我佮恁佇啲。 

我欲拭恁目屎，互恁舊換新。來就我，我的細子。 

當知我欲互恁安歇，得著安歇。我陪伴恁的苦痛。 

我欲永遠成做是恁的聖神朋友。 

當恬靜，當知我是上帝。當恬靜，當知我佮恁佇啲。 

當恬靜，當知我欲安慰恁。當恁就近我，恁需要的時。 

當恬靜，當知我是上帝。當恬靜，當知我佮恁佇啲。 

我欲拭恁目屎，互恁舊換新。 

平安，我留互恁，平安，我互恁。互恁平安，平安。 

當恬靜，當知我是上帝。當恬靜，當知我是上帝。 

當恬靜、恬靜、當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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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一.和平感恩捐血活動 

時間：1/25(1/25(1/25(1/25(日日日日)9:00)9:00)9:00)9:00----16161616::::00000000 
地點：和平教會一樓 
歲寒年初逢血荒期，敬邀兄姐
用捐血行動，分享基督的愛。
(每位捐血兄姐，可得精美小禮
物)報名請洽辦公室，如有問題
可向蕭亦裕長老諮詢。 

二.2 月份 3次聯合禮拜 
� 2/2/2/2/15151515((((日日日日))))舉行聯合舉行聯合舉行聯合舉行聯合聖餐聖餐聖餐聖餐禮拜暨禮拜暨禮拜暨禮拜暨

會員和會會員和會會員和會會員和會    

禮拜後將舉行會員和會。不克不克不克不克

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請向辦公室請假請向辦公室請假請向辦公室請假請向辦公室請假。 
� 2/2/2/2/19191919((((四四四四))))新春感恩禮拜新春感恩禮拜新春感恩禮拜新春感恩禮拜    

大年初一新春感恩禮拜，請兄
姐以敬拜禱告的心參加。感謝
神過去一年的看顧，祈求神帶
領未來的一年，與主同行。 

� 2/22(2/22(2/22(2/22(日日日日))))舉行聯合禮拜舉行聯合禮拜舉行聯合禮拜舉行聯合禮拜    

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 150
週年感恩禮拜 
總會將在 4/5(4/5(4/5(4/5(日日日日))))復活節舉行
宣教 150週年感恩禮拜。當日
詩班需 500 名(指揮：戴怡音博
士)，管弦樂團需 80-100 名(指
揮：金希文博士)，請兄姐踴躍
參與，報名請洽辦公室。 
截止日期：1/311/311/311/31((((六六六六))))    

四.奉獻事宜 
新年度的奉獻請取用新的奉獻
袋(可至三樓招待桌拿取)，敬
請兄姐自行收回舊的奉獻袋， 

以減輕奉獻袋隔架負荷。書寫

奉獻袋時，請以正楷填寫，以

利財務同工辨識。 

五.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是總會訂定國內外宣道

奉獻主日，請兄姐為國內外宣

道事工關心、代禱、奉獻。 

六.復活節洗禮 

預備四月份復活節受洗的弟兄

姊妹，請逕向辦公室報名，洗

禮的時間安排如下: 

3/113/113/113/11、、、、3/183/183/183/18---洗禮班 

3/253/253/253/25以前-----繳交見證稿 

3/293/293/293/29---------小會問道理 

4/124/124/124/12------聖禮(洗禮和聖餐) 

欲參與四月洗禮者準備心！ 

七.歡迎楊忠雄、王美伶夫婦受洗

加入本會 

1/15(1/15(1/15(1/15(四四四四))))楊忠雄兄及王美伶姐

在台大醫院受洗。 

1/17(1/17(1/17(1/17(六六六六))))凌晨楊忠雄兄在詩歌

聲中安息主懷。訂於 2/7(2/7(2/7(2/7(六六六六))))

舉行告別禮拜。請為家屬代禱。 

八.本主日召開長執會 

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  1:30  1:30  1:30  地點：6F03 

敬請牧師、長老、執事參加。 

九.2/1((((日))))召開小會 

時間：下午 1:30  地點：6F03 

敬請小會員出席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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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會網站 

本會網站使用 google 平台，
過去兩年平均每日有 160 次來
自中國大陸的讀者點閱，是對
中國傳福音的重要管道。今年
以來，中國封鎖 google 相關
資訊平台，導致中國讀者無法
閱讀本會網站。請大家為網路
福音事工代禱，懇求上帝保守
我們的網路福音事工得以突破
中國大陸的封鎖。 

十一.2015 年樂活讀經 

新一輪四年「樂活讀經」已展
開。若您想收到該讀經內容，
請將您的 Email 告訴辦公室，
以利寄送每日讀經內容。 

(http://hoping-newmeditation.blogspot.tw/) 

宣道部消息 

聖誕節義賣咖啡、摺紙、書本已
告一段落；扣除成本後，可奉獻
給非洲霖恩小學總金額是 58,298
元，和一筆指定奉獻50,000元，
都已經與畢嘉士基金會完成作
業，感謝兄姐的熱情參與！ 

小組部消息 

小組部同工會 

時間：1/25 下午 1:40 

地點：6M03 

敬請小組部牧師、長老、執事、
核心同工準時參加。 

社區部消息 

1.毛線班 

本主日毛線班上課暫停一次。 

2.繪本館特展暨開放時間 
a.下週起將展出日文研究繪本的
月刊 MOE，該期刊發行已 36年，
展 出 近 兩 百 本 之 年 度 為
1989-2010 之間，歡迎有興趣的
兄姊來閱讀。 

b.每週三週三週三週三、、、、五五五五、、、、六六六六、、、、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1:001:001:001:00----3:003:003:003:00 
開放參觀(學齡前兒童需有家
長陪同)。 

團契．小組 

1.「追尋小組」((((Q group)))) 
1/31 (六) 09:30，「追尋小組」
(Q group) 假本教會地下二樓
B203教室舉行聚會，歡迎對獻身
神學或宣教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前
來參加。小組活動內容以從聖
經、宣教、生活與時事反思信仰
為主題，進行分享，以進一步思
考獻身的意義與方向。 

2.客家小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24(1/24(1/24(1/24(六六六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10:0010:0010:0010:00    

地點：6F01 
今年第一次聚會，歡迎兄姐加
入客家福音事工，享受客家文
化的美好，請洽何堅仁長老或
廖小柚幹事。 

3.夫婦團契 

a.電影欣賞電影欣賞電影欣賞電影欣賞----    
夫婦團契夫婦團契夫婦團契夫婦團契：：：：綠色奇蹟綠色奇蹟綠色奇蹟綠色奇蹟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時間：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    
聚會地點：B2禮拜堂及 B204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歡
迎兄姐攜家帶眷觀賞，在電
影世界裡，我們一起分享生
命．分享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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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5/25/25/25((((日日日日))))第二堂禮拜獻詩第二堂禮拜獻詩第二堂禮拜獻詩第二堂禮拜獻詩。練
詩時間如下，歡迎愛唱歌的兄
姐踴躍參加，一起讚美上帝。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24(1/24(1/24(1/24(六六六六))))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7:307:307:30    
地點：2F02 

4.少年團契--少契寒假造就營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
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
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
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
來，這人就有禍了。」 傳 4：9-10 
在生命的旅途中，因朋友們互相
陪伴、學習，將使這趟旅程更加
豐富，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時間：1/301/301/301/30----2/1(2/1(2/1(2/1(五五五五----日日日日)))) 
地點：衛理福音園 
費用：1,000元/人 
報名請洽少契輔導許主芳姐妹。 

藝文消息 

恭喜新年喜洋洋音樂會 
陽光台北青少年管弦樂團將以
樂音歡慶新年到。歡迎大家聆
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24(1/24(1/24(1/24(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003:003:003: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三樓禮拜堂三樓禮拜堂三樓禮拜堂三樓禮拜堂    

代禱事項 

1.為世界 
巴黎報業遭受恐怖攻擊、香港
壹傳媒被丟擲汽油彈，國際同
聲譴責！懇求天父施恩保守，
讓媒體保有表達異議的權利、
讓不同意者（無論是民眾或政
府）不要用暴力方式對待言論
自由！ 

 

2.為台灣 
中國因其東南航線擁擠，蠻橫劃
設新航線，不僅侵犯我國主權並
可能危及金馬航線飛安。懇求天
父施恩保守，讓政府在國家主權
及飛安維護上不要讓步！ 

3.為教會 

�為本主日長執會禱告 
求神保守，眾同工有合一的心
志，為著今年的事工一起尋求
上帝的帶領。 

�為 2015年牧師團隊禱告 
願主帶領保守蔡維倫牧師，順
利籌組新的教牧團隊。  

3為蔡國山牧師代禱禱告 
目前在工業福音團契服侍。 
a.萬華弱勢家庭事工團隊 1/25

將舉行青年志工訓練，請為
講員內地會宣教士洪仁德醫
生代禱！懇求主親自藉著祂
的話與聖靈的工作裝備工福
的青年志工。 

b.台中潭福短宣同工唐暖姊妹
及阮文堅牧師夫婦即將返美
探親，請為其出入平安及後
續配搭越勞宣教事工代禱。 

�為南園教會禱告 
請為南園小組長產生禱告，願
主預備最合適的人。 

�為深坑教會禱告 
a.願神帶領深坑教會與台北公
館母會的連結愈來愈親密。 

b.三月起每週六上午的少年事
工即將開展，求主保守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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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函 

上帝的男高音 ((((The Tenor)))) 

蔡茂堂牧師 2014 年 12 月 28 日我收到由如茵幹事轉寄來的電函，是海鵬影業姚聖洋先生經由溫肇垣姐介紹，要邀請和平教會牧師長老們前往觀賞 “上帝的男高音” 在懷恩堂要舉行的首映會。我將此邀請電函轉呈給教會牧師長老與全職同工，並請美月主任負責確認和平教會想要參加首映會的同工人數，以及與姚先生連絡有關票卷事宜。 2015 年 1 月 10 日傍晚五點多，我與師母搭公車前往懷恩堂，在路上遇見也要前往觀賞的何淑珍牧師與何堅仁長老夫婦。到了懷恩堂門口，我們發現已經排了兩行長長的人龍。時間一到，大家很有秩序的魚貫而入，一下子樓上樓下就坐滿了觀眾。一開始主持人邀請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老師先上台致詞。彭老師雖然已經八十幾歲，卻中氣十足、語氣輕快的鼓勵大家，Never Give Up！絕不放棄。 當影片中的兩位主角的本尊，聲樂家裴宰徹與經紀人輪嶋東太郎進入會場時，觀眾響起如雷掌聲，久久不停。裴宰徹並為大家現場獻唱奇異恩典，讓大家陶醉在他那渾厚美好的男高音歌聲之中。接著大家安靜欣賞電影的演出。故事的情節相當單純，韓國男高音聲樂家裴宰徹在囊括世界多項歌唱比賽冠軍，被時代雜誌譽為百年難得一見之美好歌聲，在德國與意大利各歌劇場不停趕場演出，場場爆滿，意氣風發，不可一世。日本經紀人輪嶋東太郎在歐洲發現他那美好的歌聲，打算請他在亞洲演出。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沒想到在 2005 年於德國歌劇院演唱威爾第歌劇「唐卡洛」時，因感覺喉嚨異樣，檢查出罹患甲狀腺癌。 裴宰徹緊急接受手術割除甲狀腺癌過程中，卻傷及聲帶神經而失聲。從此整個人生陷入黑暗死蔭幽谷。日本經紀人輪嶋東太郎替他找到最好的喉科醫師，他的太太不離不棄的陪伴與鼓勵，他也不停的在禱告中與神摔跤與祈求。在日本經紀人鍥而不捨的鼓勵以及太太溫柔深信的陪伴下，裴宰徹終於在 2008 年重返歌唱舞台。失去功能的左橫隔膜，也神蹟式的逐漸復原。 裴宰徹在叱吒風雲時，雖然相信他美妙的歌聲，是來自上主的恩寵與賞賜。但是，他也認為，還是須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與技巧。當他因為甲狀腺癌接受手術治療而失去聲音時，他才發現個人的恩賜與努力成果，是多麼的脆弱。他在死蔭幽谷中，飽嘗了人間冷暖與真愛的可貴。他在清醒狀態之下，接受喉科特別聲帶復原手術過程中，輕輕唱出的是，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我靈歌唱！讚美我主我神，你真偉大！你真偉大！裴宰徹發現唱歌更重要的是那一顆感恩讚美的心。他願意用餘生，全心全意來稱頌讚美上主。 這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他一月八日在空中英語教室做見證時提到：在 2005 年失去聲音後， 2008 年重獲「新聲」，但即使聲音被找回，但他的左肺仍失去功能，並被認為將永久絕緣於他向來引以為傲的歌唱事業，卻在多年後，肺葉的功能自動恢復 80%，他曾為此去請教專業的醫師，對方竟告訴他「除了奇蹟，我還能說什麼！」。裴宰徹將這一切都歸於上帝的恩賜，他甚至表示當時罹患甲狀腺癌，雖曾讓他的人生跌入谷底，但樂觀豁達的個性，卻讓他在聲音失而復得後，更加珍惜擁有的一切。其實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又何嘗不是這樣，有時經歷高峰，有時經歷死蔭幽谷，有時名利雙收，有時窮困潦倒，有時一帆風順，有時處處碰礁，處在不同境遇中，信仰對你的意義是什麼？順境中感恩，逆境中倚靠神嗎？其實我覺得不管順境或逆境都是上帝賜下的奇異恩典。鼓勵大家有機會時邀請福音朋友一起前往觀賞這部影片《上帝的男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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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法 
戶    名：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七星中會和平教會 

（所有銀行或郵局帳號皆使用此戶名） 
統一編號：18032193 
一般奉獻使用帳號如下： 
銀行帳號：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  

480-221-04070-0 
郵局劃撥帳號：50037053 
銀行帳號：彰化商業銀行大安分行

5130-01-00234-0-00 

舉凡奉獻相關問題，可寄信到下列財務
專屬信箱：finance@hoping.org.tw 
國外奉獻使用（建堂帳號專用） 
Chang Hwa Bank. Ta-An Branch 

No.177, Sec. 1, Ho-Ping East Road, Taipei, 

Taiwan, R.O.C 

SWIFT code：CCBCTWTP513 

Beneficiary's name： 

Taipei HoPing Presbyterian Church 

Account No：5130-01-00234-0-00 

【上週奉獻資料】(週間奉獻資料另見9頁)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52,832 
幼幼  474 
幼主 570 
兒主 673 
小計 54,549 

月定奉獻 
110424 500 
170053 503 
070224,070225,110219 1,000 
060010,070192,070239,100013 
110226,110232,120026,130060 
150063,170002,180012 

2,000 

080072 2,500 
040003,070167,070215,110139 
110153,110166,110433,160017 
170021 

3,000 

150018 4,000 
080071,110003,120101 5,000 

 

040057 8,000 
113089,150061,150088 9,000 
080192,113029,120088 10,000 
080026,170032 15,000 
040040 17,000 
小計 186,503 

感恩奉獻 
040079 500 
150081 1,000 
有志 2 人 2,000 
140036 2,200 
190020 3,000 
小計 8,700 

約翰館 
190017 100 
060001,130093 200 
有志 2 名 300 
070224,170002 500 
040003,070158,090098,100068 
110028,110061,110424,110432 
130019,170031 

1,000 

110087,110226,120088,160017 
170005 

2,000 

040040,060004,120026,120097 3,000 
060008,080099,160055 5,000 
060010,120111 10,000 
110268,170004 12,000 
080072 30,000 
120125 50,000 
小計 172,800 

南園教會 
080072 2,000 

為宣教((((宣道))))事工 
040086 100 
170053 300 
150047 1,000 
小計 1,400 

愛心基金 
090083 10,000 

世界宣道主日 
110058 600 

台南神學院 
110219 2,000 

創世記查經班 
0801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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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館認獻(2014/1/1~2015/1/17) 
項目 人數 合計金額 

小額長期奉獻 

2014 100 180,770 
2015 14 26,200 
總計 114 206,970 

大額一次獻貸 
一次奉獻 17 2,780,000 
先貸後獻 9 4,100,000 
*無息借款 14 9,600,000 
*還款時間超過 2015.6.30 者  

 

各位敬愛的兄姐平安! 

自即日起直接以匯款、轉帳、存現等方
式奉獻，登帳及刊登週報截止時間為每
周五 17:00(以各家銀行網路查詢所得
入帳時間為準，郵政劃撥截止時間為每
周四 24:00)，超過上述截止時間入帳
之奉獻，登帳及刊登週報將順延一週，
謹此告知。 

【1/10～1/16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1/12 轉帳 070183 13,000 

感恩奉獻 

1/13 存現 070105 60,000 

約翰館奉獻 

1/12 存現 110044 10,000 

1/14 存現 160079 3,000 

場地泰獻 

1/13 轉帳 113092 8,500 

 
以下轉帳奉獻兄姐敬請與財務組同工聯絡 

日期 轉出行 轉入帳戶 金額 
4/2 北富北投 彰銀約翰館 10,000 
1/5 **8687 台北富邦 700 
1/5 **7984 台北富邦 10,000 
1/7 **2052 台北富邦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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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會 一 覽 表禮  拜 類別 時間 場地 上週人數 第一堂 主日 08：30 三樓禮拜堂 73 合計 第二堂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275 449 第三堂 主日 11：30 三樓禮拜堂 101 禱  告  會 類別 時間 本週 上週/次 下次聚會時間 場地 內容 / 主理 人數 第一堂會前禱告 主日 08：20 一、三樓禮拜堂  3 01/25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09：50 一、三樓禮拜堂 謝敏圓長老 4 01/25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B102 許素菲執事 7 01/25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蔡茂堂牧師 40 01/22 團  契  聚  會 
松年團契 主日 08：45 1F01 分享 16 01/25 成人團契 主日 08：50 B101 讀書會  01/25 成人團契 主日 11：30 2F02 練詩 39 01/25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2F02 專題/何淑珍牧師 20 01/20 婦女團契 週二 11：00 2F02 練詩 20 01/20 夫婦團契-依一家 每月一次 1F01 王道一執事  2 月 社青團契 週五 19：30 6F03 小家聚會 20 01/23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禮拜堂 查經 25 01/24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禮拜堂 讀書會 18 01/24 

小    組    聚    會  

腓立比小組 主     日 
每月第 1、3主日11：30-12：30 6M04 陳詞章執事  01/18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主日 11：30-14：00 6F05 謝敏圓長老  01/18 喜樂小組 每月第 1、3主日 10:00-11:30 7F03 林瑜琳執事  01/18 喜樂讀經小組 每月第 2、4週日 10:00-11:30 7F03 繆芊苔弟兄 10 01/25 心靈小組 每月第 1、3主日13：45 6M01 林英洲長老 8 01/25 蘆葦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1：30-13：30 7F03 王淑姿姐妹 11 02/08 恩惠小組 每月一次主日 12:00 6F01 蔡妙惠姐妹   甘泉小組 週  二 每週二 10：00 6F01 賴恩慈執事 19 01/20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30 B203 陳群鈺姐妹 10 01/20 安得烈 VI-A 小組 每月第 2、4週二 19：30-21：00 B101 溫秋菊執事  01/27 長輩小組 週  三 每隔週週三 09:30 2F02 趙國光長老  01/21 醫師小組 每月第三週三 20：00 B101 林凱信弟兄  01/21 恩慈小組 單週三 19：30 張瑩瑩執事診所 張瑩瑩執事  01/21 安得烈 VI-B 小組 每月第 2、4週三 19：30-21：00 1F02 周幸華姐妹 6 01/28 安得烈 V 小組 週  五 每月第 1、3週五 19：30-21：30 B203 陳群鈺姐妹 8 01/30 K.B.小組 週五 10：00 2F02 讀經/王雪枝長老 20 01/23 永惠小組 每月第二週五 18：30 組員家 盧永濱弟兄  02/06 Bike小組 每月一次週五 19:30-21:00 1F01 林根業弟兄  02/06 客家小組 週  六 每月一次週六 10:00-11:00 6F01 何堅仁長老  01/24 葡萄樹小組 每月第四週六 下午 15:00-17:00 B202 周德盈弟兄/黃瑞榮長老  01/24 Quest 小組 每月最後週六 上午 09:00-11:00 B202 蔡茂堂牧師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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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學 ．查經班 
班級別 時間 下次聚會 上週 人數 下次聚 會時間 場地 內容/主理 福祿貝爾恩物班 主日 09：30 B201 陳錦慧執事 4 01/25 幼幼班 主日 10：00 B1禮拜堂 駱美月主任‧毛惜老師 12小14大 01/25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1 尋找生命價值的智慧 19 01/25 兒童班 主日 09：50 B2禮拜堂 尋找生命價值的智慧 24 01/25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6F05  9 01/25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二週主日 08：45-09：45 6F03 高正吉長老  02/08 婦女查經班 週四 10：00 張雅琇長老家 約翰壹書  01/22 創世記查經班 每月第三週 週六 09:00 5F禮拜堂 蔡茂堂牧師  02/14 詩班 ． 樂團 
類別 時間 本週 上週/次 下次聚 會時間 場地 內容/主理 人數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101 黃琦娜姐妹‧劉錫恩姐妹 23 01/25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約翰館 范恩惠傳道 24 01/20 提摩太敬拜團 週六 15：00 三、四樓禮拜堂 趙恬姐妹 9 01/24 提摩太敬拜團小組 每月第三週日 13：30-15：00 B204 吳忠哲弟兄   手鐘團 主日下午 13：30 B204 莊智皓弟兄   社   區 

毛線編織班 主日11:30-13:30 約翰館 黃淑文姐妹  01/25 國小生命教育 週四 09：30 2F02 陳錦慧執事 15 01/22 日文學習小組 週三 18：00 2F02 亁美穗子姐妹 10 01/21 讚美操 週二 09:15-09:50 1F01 顏惠鴦長老娘   繪畫班 週三 09：30 1F01 張素椿姐妹 14 01/21 繪本時間 週五 13:30-15:00 繪本館 張素椿姐妹 17 01/23 F .M.媽媽小組 週五 09：30 1F01 沈月蓮執事 16 01/23 
兒主老師輪值表 服侍 項目 司琴 教唱 合班 幼主 初小 中小 高小 故事 陪伴 主教 助理 主教 助理 主教 助理 1/18 吳雅真 吳雅真 武茂玲 陳錦慧 陳怡宜 王雪美 楊琴朱 何碩恩 -- 楊予謙 闕月清 1/25 王薇芬 楊予謙 武茂玲 陳怡宜 李穗玲 林雪錦 王雪美 李佳容 何碩恩 藍慧芬 楊予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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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主 
 
日 

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聖 工 項 目 第 一 堂 第 二 堂 第 三 堂 

禮 拜 招 待 組長-張貞惠 
林博惠、蔡淑惠 

組長-謝敏圓 
陳妙瑛、林芷伊 
邱寶瑩、趙國光 

組長-吳明珊 
陳妙瑛、蘇浩承 

新朋友關懷 謝佳吟、謝芬芳 賴恩慈、鄭麗珠、張瑩瑩 何若慈、盧永濱 
影 音組 長 林根業 仲容耕 林根業 
音控影像燈光 墜添成、呂英豪 墜添成、徐仁全 墜添成、繆  昀 
投 影 廖小柚 阮姮娘、趙盈智 王嘉偉 
愛 餐 夫婦 1.2 家 預備組長：卓璇慧 恢復組長：吳雅真/黃姿淳 
禱 告侍 奉 蕭亦裕 見 證  王士維 

1/25 
 
 
主 
 
 
日 

下 主 日 各 項 聖 工 輪 值 
聖 工 項 目 第 一 堂 第 二 堂 第 三 堂 
講 道 蔡維倫牧師 
司 會 徐仁全 蕭亦裕 武茂玲 
司 琴 劉錫恩 張希如 沈佳縈 
領 詩  賴信澤 徐瑞敏 
獻 詩 陳長伯 夫婦團契詩班 提摩太敬拜團 

禮 拜招 待 組長-陳舜蘋 
許信介、陳怡如 

組長-張貞惠 
溫秋菊、陳正一 
曾豊鈞、吳宏恩 

組長-謝敏圓 
邱恩琦、呂恩賜 

新朋友關懷 賴恩慈、沈月蓮 高正吉、張世娟、王輝珍 邱誠理、繆芊苔 
影 音組 長 林根業 仲容耕 林根業 
音控影像燈光 墜添成、廖小柚 墜添成、吳夏語 墜添成、卓邑垣 
投 影 吳雅真 趙盈智 王嘉偉 
愛 餐 社青團契 預備組長：林素華 恢復組長：卓璇慧 
禱 告侍 奉 高正吉 見 證 謝芬芳 

禮拜地點：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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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成為萬民的祝福 

 

福音週報 

2015年01月18日 

NO.1615 

聖誕故事((((The Christmas Story)))) 
主講：蔡茂堂牧師 

【講道大綱】 

I. 引言：以馬內利懇請降臨 
 ((((O Come O Come Emmanuel)))) 

II.人子的故事: 耶穌的族譜 
 ((((The Story of Son of Man: The 
Pedigree of Jesus))))    

1.亞伯拉罕的後裔：萬民的祝福 
(創 22:18; 加 3:16) 

2.君王大衛的子孫：永遠的統治 

(撒下 7:16; 路 20:41, 44) 

3.猶大和他的弟兄：君王的應許 

(創 49:8, 10; 啟 5:5-7) 

4.耶哥尼雅與弟兄：釋放的盼望 
(王下 25:27; 耶 29:10-11) 

5.四位外邦的女子：救恩達普世 

(來 11:31; 得 2:11-12) 

III.神子的故事:基督的降生  

((((The Story of Son of God: The 
Birth of Christ)))) 

1.未婚馬利亞從聖靈懷孕 

(太 1:18-19; 路 1:34-35)  

2.天使介入給他取名耶穌 

(太 1:20-21; 路 1:31-33) 

3.先知預言童女懷孕生子 

(太 1:22-23; 賽 7:14-16) 

4.人要稱他的名以馬內利 

(出29:42,45-46;約1:14;啟21:3) 

5.約瑟與馬利亞順服上主 
(太 1:24-25; 路 1:38, 46-47) 

IV.屬靈的功課  
((((Spiritual Lessons)))) 

1.大衛後裔的雙重應驗 
(撒下7:12-14;太16:18;林後6:16) 

2.以馬內利的雙重應驗 
(賽 7:14-16; 太 1:23) 

3.上主應許賜軟弱世人 
(創 16:1-3; 撒下 12:13, 24-25; 
創 37:26-28; 代下 36:8-9) 

4.上主恩典及外邦女子 
( 創 38:25-26; 書 6:25; 申
23:3-4; 撒下 11:3-4) 

V. 結論 
以馬內利 不平安中的平安 

 ((((約 16:33)))) 

【默想】 

1.馬太福音耶穌族譜有何屬靈功課？ 

2.馬太福音耶穌降生有何屬靈功課？ 

3.以馬內利的預言有哪兩個應驗呢？ 

【金句】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

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

出來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 

馬太福音一章 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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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內容 

講題：聖誕故事 
((((The Christmas Story)))) 

經文：馬太福音一章 1-25 節 

主講：蔡茂堂牧師 

時間：二０一四年十二月廿一日 

 

Ⅰ、引言：以馬內利懇請降臨 

聖誕恭喜！今天將從馬太所寫的馬太

福音來認識聖誕故事。有一首歷史悠久的

教會詩歌〈O Come O Come Emmanuel〉
描述聖誕故事。它起源於第八世紀，天主

教在聖誕節前一週，從第一個晚上開始，

每天晚禱時，禱詞以〈O ……〉開始，這

樣七天的晚禱稱為〈O Antiphons〉。到第

十二世紀，詩人將它寫成一首拉丁文詩：

〈Veni Veni Emmanuel〉。十五世紀時，

法國的 Burial Processional Tune 開始朗

誦、吟唱，成為歌曲。1851 年，英國詩人John Mason Neale 把它寫成英文聖詩，才

有今日這首詩歌。一起來聽：以馬內利、

懇請降臨。 The Lord Himself will give you a sign, 
上主自己要給你一個兆頭， Behold a virgin shall conceive and bear a son, 
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And shall call his name Emmanuel. 
給他取名叫作以馬內利。 O come, o come, Emmanuel,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And ransom captivated Israel. 
救贖釋放以色列民。 That mourns in lonely exile here, 
淪落異鄉、孤單傷心， Until the Son of God appear. 

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O come, thou Day-spring, come and cheer, 
清晨日光、懇求降臨， Ous spirit by thy advent here. 
藉主降臨歡慰眾心。 Disperse the gloomy clouds of night, 
衝破長夜、幽暗陰沈。 And death’s dark shadows put to flight. 
驅走趕散死亡陰影。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O come thou Rod of Jesse, free, 
耶西之根、懇求降臨， Thine own from Satan’s tyranny. 
撒旦權下釋放我們。 From depths of Hell thy people save, 
地獄深淵救贖子民， And give them victory o’er the grave. 
使眾得勝死亡之墳。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Ⅱ、人子的故事：耶穌的族譜 

宇宙主宰竟成無處可歇的嬰孩，降生

在世人當中，這是以馬內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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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亞伯拉罕的後裔：萬民的祝福 

馬太第一章是族譜，要表達的是，基

督真的成為人，不是偽裝成人的樣子，因

為他的身世有清楚的族譜。從亞伯拉罕一

直到他的父親，他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而

亞伯拉罕是猶太人的始祖，因此，這個聖

誕節的故事，是從猶太族開始的。在創世

記裡，亞伯拉罕等候二十五年，終於生下

唯一的孩子。到孩子十幾歲時，耶和華要

他獻上這孩子。亞伯拉罕很掙扎，自己已

經一百多歲了，不可能再有孩子。但他也

知道，這是耶和華的賞賜，耶和華既然要，

他願意。當他願意獻上唯一的孩子時，上

帝說：「我已知道，你沒有將心中的至寶留

著，不獻給我。因此，你的後裔要成為萬

國的祝福，因為你順服我。」「地上萬國都

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

話。」（創 22:18） 

保羅在加拉太書寫道，「所應許的原是

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上帝並不是

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

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從希伯來的原文，可以看出這

個「你的後裔」是單數，不是許多的後裔。

保羅提出上帝的應許是指「那個後裔」，不

是所有子孫，乃是指著某個子孫，就是彌

賽亞、基督。因此，馬太寫耶穌的族譜，

需要從亞伯拉罕開始，因為耶和華說，亞

伯拉罕將有後裔，要成為萬民的祝福。 

2.君王大衛的子孫：永遠的統治 

第二是大衛的子孫。大衛是以色列最

榮耀的君王，而王的兒子即是將來要成為

王的人。因此，成為「大衛的子孫」，是強

調基督的統治性。而這個應許如何與大衛

有關呢？在大衛王時期，上帝是住在會幕

裡；住在宮殿中的大衛王想為上帝蓋一座

聖殿。但上帝說：「大衛你的雙手沾染血

腥，不能建聖殿。」於是，讓他的後裔為

上帝蓋聖殿。耶和華對大衛說：「你壽數滿

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

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他必

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直到永遠。」（撒下 7:12-13）這句話成為

猶太人直到如今的盼望，大衛的子孫有一

天會建立一個永遠的國度，以色列人不再

亡國。彌賽亞、基督對猶太人來說，代表

著統治、保護，讓以色列不再亡國。這就

是「大衛子孫」耶穌，對猶太人來說，具

有重大意義的原因，他的降臨，代表著他

們不需再被人統治，有永遠的國度。耶穌

族譜第二句話是這個意思。 

只是耶穌又反問猶太人，「人怎麼說基

督是大衛的子孫呢？詩篇上大衛自己說：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

仇敵作你的腳凳。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

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路 20:41-44）這

當中有些矛盾。如果這統治者是永遠的，

大衛怎麼在詩篇說，主對我主說，你坐我

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做你的腳凳？既

是大衛的孫子，大衛怎麼會稱他為主。這

段經文顯現一個問題，彌賽亞與大衛究竟

是什麼關係？耶穌提出這個問題，無人能

答，大衛的子孫有這兩層意義。 

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

生猶大，接著法勒斯、希斯崙、亞蘭、亞

米拿達、拿順、撒門、波阿斯、俄備得、

耶西、到大衛，這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也從大衛開始，所羅門、羅波安、亞比雅、

亞撒、約沙法、約蘭、烏西雅、約坦、亞

哈斯、希西家、瑪拿西、亞們、到約西亞，

國破家亡，人民被擄至巴比倫為奴。第三

階段是黑暗時期，以色列人期盼大衛子孫

降臨的時代：耶哥尼雅、撒拉鐵、所羅巴

伯、亞比玉、以利亞敬、亞所、撒都、亞

金、以律、以利亞撒、馬但、雅各、到約

瑟。在此出現與前面不同規則的句子。之

前都是誰生誰的敘述，但到了約瑟，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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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寫「約瑟生耶穌」，而是「他是馬利亞

的丈夫，從馬利亞生的是耶穌」，藉此突顯

耶穌不是從約瑟生的。亞伯拉罕到大衛

王，是「始祖到大衛」，我稱作「旭日東升」；

大衛王朝到亡國為奴，是「夕陽西沈」、「黑

夜無光」；從耶哥尼雅、到耶穌降生，是「黎

明在望」。這不是普通的族譜，是猶太人從

開國、到盼望將來復國的一段歷史過程。 

3.猶大和他的兄弟：君王的應許 

在族譜中藏著些有趣之處，其中有些

不按牌理出牌的情節。這份族譜是馬太辛

苦在每段湊十四個人名，因為每個希伯來

字母都有其數目價值，而「大衛」一詞的

字母，加起來等於十四，加上大衛是以色

列人歷史的中心、最重要的王，所以在耶

穌的族譜裡，馬太才會以十四為原則。其

實查考舊約就知道，馬太刪掉了某些王，

這並不是最嚴謹的族譜。 

猶大是雅各的四子並非長子，又突然

出現「他和他的弟兄」這幾個字。其實大

家都有兄弟，這裡卻特別提出來，是否有

特別意義？從創世記可以看到，猶大是出

賣兄弟之人。當時，父親雅各特別寵愛小

兒子約瑟，其他兒子很不滿，有一天把約

瑟抓起，扔到坑裡，想餓死他。哥哥猶大

說：「反正都要死，何不賣掉他，還可以賺

一點錢。」，猶大有三個兒子，長子、次子

沒有留後相繼過世，他為免三子也死，不

願將三兒子交給長媳為兄長留後。於是媳

婦只好化妝欺騙他，和他亂倫生下一對雙

胞胎，就是法勒斯和謝拉。在這段故事中，

猶大是一個出賣弟兄、欺騙媳婦的人。但

是聖經接著說，猶大發現其實是自己不

好，他說：「她比我有義。」這是猶大生命

重要的轉捩點，他發現自己不好。從此猶

大開始轉變，原本很壞、唯利是圖、糊里

糊塗，卻願意代替弟弟留埃及坐牢。上帝

在意願意認錯、被改變的人，所以猶大和

他的弟兄，就這樣被上帝寫在族譜裡。在

雅各將死時，他說：猶大啊，你弟兄們必

讚美你；……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

拜。猶大是個小獅子；我兒啊，你抓了食

便上去。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 蹲如母

獅，誰敢惹你？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

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來到，萬民都必歸

順。」（創 49:8-10）「圭」是國王的權杖，

他是統治者、領袖，到細羅（shalom）來

到，世界真正擁有平安時，眾人都會歸順。

啟示錄也形容猶大獅子、大衛的根，可以

掌握人類歷史，拿書卷、開七印。「長老中

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

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

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啟 5:5）這就

是為什麼，耶穌的故事裡，特別提到猶大

和他的弟兄。 

4.耶哥尼雅與弟兄：釋放的盼望 

另一位，耶哥尼雅也被提到他和兄

弟。他是南國滅亡時的惡國王，記載中他

沒有兄弟，名字和父親類似。因此有人認

為，弟兄是猶太人的通稱。有聖經學者認

為聖經特別提他，是因為先知耶利米曾對

以色列人說：「你們做惡，耶和華審判你

們，所以不要反抗，要開門投降，還有機

會。」沒有一位猶太王接受，只有耶哥尼

雅願意相信，開城門投降、被擄至巴比倫

為囚。後來，巴比倫王甚至提他出牢，讓

他日日進宮、得賜食物。因此耶哥尼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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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著在失敗、悽慘中，得釋的盼望：「猶大

王約雅斤被擄後三十七年，巴比倫王以

未．米羅達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猶大

王約雅斤抬頭，提他出監；」（王下 25:27）

約雅斤是另一種譯法，他的特殊禮遇給了

猶太人盼望，希望將來也能從被擄得釋

放。「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

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

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耶和華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

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

指望。」（耶 29:10-11） 

5.四位外邦的女子：救恩達普世 

除了這些，馬太還特別在耶穌的族譜

裡放入四位女性的名字。人人都有妻子，

如亞伯拉罕妻子撒萊，以撒的妻子利百

加，在此都未被提及，反而是記下騙猶大

亂倫的他瑪──一個外邦女子；撒門的妻

子──妓女喇合；波阿斯的妻子路得，她

是摩押人，這是摩西曾發誓十代都不可進

以色列人會的民族。最後是烏利亞的妻

子，丈夫前線作戰時，與國王通姦。這四

位女性很特別，首先通常女性不會被列入

族譜。第二她們都具有爭議性，無論是處

境艱難，或是倫理道德上令人非議，但她

們居然都被寫進耶穌的族譜。以喇合為

例：「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

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希 11:31）其實她是叛國，藏匿外國間

諜，但因為相信上帝要滅耶利哥城，自己

得躲過災難。再來，路得離開家鄉到以色

列，在那遇見波阿斯，夜半去到他的棉被

裡，做過不合常理之事。她們都有可批判

之處。 

但是，透過這樣不遮掩的記載，表達

出耶穌的不在意，他願意接納所有的軟

弱、缺陷和苦難。所以，透過族譜，其實

可以發掘出很有意義的事情，裡面有許多

故事。 

Ⅲ、神子的故事：基督的降生 

1.未婚馬利亞從聖靈懷孕 

再來，耶穌出生的故事。馬太在第一

章就點出，耶穌是人子、也是神子。馬利

亞訂婚、尚未結婚前，就發現自己懷了孕。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

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

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她丈夫約瑟是個義

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

她休了。」（太 1:18-19）馬利亞很害怕，

未婚懷孕跳到黃河也洗不清，面臨社會的

懷疑、和被石頭打死的危險。但天使說：「聖

靈要臨到你、至高者要蔭庇你。他是上帝

的兒子，不是人的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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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34-35）上帝要藉馬利

亞，生出基督。 

2.天使介入給他取名耶穌 

約瑟是好人，想私下解除婚約，不讓

馬利亞難堪。但上帝差遣天使告訴他，不

是馬利亞不貞，是上帝要做大事，她懷的

孕是從聖靈來的，這孩子要拯救罪惡中的

人類，你要給他取名耶穌。「正思念這事的

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 說：『大

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

子馬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

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

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

來。』」（太 1:20-21）同樣的話，天使也對

馬利亞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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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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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31-33）耶穌的名字是天使給的，意

思是把人類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3.先知預言童女懷孕生子 

除了「耶穌」，他也有「以馬內利」的

名字，「以馬內利」在聖經出現過三次。一

處在以賽亞書第七章，亞哈斯王是惡王，

遭遇兩國聯軍來犯，攻陷了大部分領土，

僅存耶路撒冷城。王出城察看，若被包圍，

城內還能否供水。耶路撒冷城在高山上，

山上有引水道，流進城裡，裡頭有蓄水池，

若被包圍，希望能支撐一段時間。以賽亞

帶著孩子，對王說不要怕，耶和華要給你

一個記號。亞哈斯王嗤之以鼻，認為城即

將傾覆。以賽亞說，雖然如此，上帝還是

要給你記號，就是有童女懷孕生子。「因

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

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賽

7:14）「童女」一詞，希伯來文有兩種意思，

一是「年輕婦女」、一是「未婚婦女」。不

久真有年輕女子生子，孩子尚未三歲時，

聯軍就被擊敗，成就了以馬內利的預言。

而未婚女子生子，要到耶穌降生後，這句

話才成就。 

4.人要稱他的名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是指上帝與我們同在。舊約

裡，上帝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迦南

地，他說我要與你們同在，住在你們中間

的帳棚裡，就是會幕。會幕有聖所、至聖

所和施恩座，耶和華就在裡面，與以色列

人同在，這是以馬內利的開頭。「我要在那

裏與你們相會，和你們說話」（出 29:42）。

所以，「同在」是見面、說話，「我要住在

以色列人中間，作他們的上帝」（出

29:45）。耶穌降生時，約翰說，耶穌實現

了「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間，帶來恩典

和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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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14）

啟示錄再次說，「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

來說：『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

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親自

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啟 21:3）。

會幕 Tabernacle，約翰說這是「道成肉

身」，耶穌是上帝，卻住在人的身體裡，如

此徹底地與人同在，永遠與人同住。 

5.約瑟與馬利亞順服上主 

約瑟和馬利亞必須願意冒險順服，今

日才有聖誕節。聖經記載，約瑟就承擔重

擔，遵主使者娶了馬利亞，不與她同房直

到孩子生下。「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

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只是沒有和他

同房，等他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太 1:24-25）。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

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我心

尊主為大；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路

1:38, 46-47）。如此，馬太第一章把耶穌

的神子和人子身份，表達清楚。 

Ⅳ、屬靈的功課 

1.大衛後裔的雙重應驗 

首先，在撒母耳記說：「你壽數滿足、

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

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他必為我

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

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

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

鞭責罰他。」（撒下 7:12-14）這個「大衛

後 裔 」 是 雙 重 的 應 驗 Double 

Fulfillment。第一重應驗是，大衛之子所

羅門建造了實體聖殿，如經文所說：「我也

必堅定他的國。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但人所建立的國，從來沒有存到永

遠，所羅門所建立的國也一樣，因此他應

該不是耶和華所指的。在此預言裡有兩個

部份需注意，建造殿宇是指在巴勒斯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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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還是指教會？因為耶穌曾說：「我還

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

在這磐石上。」（太 16:18）保羅也說：「因

為我們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說：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 在他們中間來往；

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林後 6:16）因此，殿宇有兩種解釋，一

是巴勒斯坦的聖殿，一是今日的普世教

會。而耶穌所要建造的，是人所組成的殿

宇。所以「大衛後裔」的第二重應驗是建

立教會的耶穌。 

2.以馬內利的雙重應驗 

以馬內利也是雙重應驗。第一重的應

驗是以賽亞所預言，當小孩長大到能棄惡

擇善時，兩王就會被消滅。「因此，主自己

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到他曉得棄惡擇善

的時候，他必吃奶油與蜂蜜。因為在這孩

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你所憎惡的那

二王之地必致見棄。」（賽 7:14-16）這是

第一個以馬內利。而第二重的應驗，則是

等到馬利亞生下耶穌時。她是童貞女懷

孕，不只是年輕的女子。「必有童女懷孕生

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太 1:23） 

3.上主應許賜軟弱世人 

從族譜會發現，這些以色列人引以為

傲的先祖，很多都有問題。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生子，他等了二十

五年一直沒應驗，於是接受妻子的提議，

與婢女夏甲同房「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

他生兒女。撒萊有一個使女，名叫夏甲，

是埃及人。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

可以因她得孩子。』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

話。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

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

經住了十年。」（創 16:1-3），所生的後代

就是阿拉伯人，直到今日與以色列人仍爭

戰不休。 

大衛王濫用權力，強搶人妻。婦人懷

孕，王設計栽贓婦人的丈夫，要烏利亞回

家與妻子同房。但烏利亞因為同袍仍在前

線，不肯回家。大衛王無計可施，就密令

將軍，派烏利亞到前線攻城，攻城時悄悄

撤兵，讓烏利亞落單被殺。大衛以為神不

知鬼不覺，其實上帝非常生氣，說：「你本

是牧羊人，我讓你作王，你竟用此手段！」

上帝很生氣。大衛可愛之處是，他能即刻

認錯，承認自己濫用權柄、做不該做的事。

耶和華說：「我原諒你，但你要付出代價。」

這就是大衛王。因此，上帝選擇大衛，不

是因為他好，而是因為他不好，但願意認

錯悔改，所以上帝給他機會。「大衛對拿單

說：『我得罪耶和華了！』拿單說：『耶和

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只是

你行這事，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

會，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大

衛安慰他的妻拔示巴，與她同寢，她就生

了兒子，給他起名叫所羅門。耶和華也喜

愛他，就藉先知拿單賜他一個名字，叫耶

底底亞，因為耶和華愛他。」（撒下 12:13-14 

24-25） 

猶大出賣弟弟、與媳婦發生不倫。但

他願意認錯悔改，所以被列入族譜。耶哥

尼雅也不好，做耶和華看為惡的事，但後

來願意被擄，最後就被釋放。（代下

36:9-10） 

4.上主恩典及外邦女子 

族譜中的四位女子也有問題。拉瑪為

了替死去的丈夫留後，不擇手段；用計取

得公公的身分識別物，到危急時拿出來，

逼得猶大認錯。（創 38:25-26）喇合為了追

求信仰，背叛國家。（書 6:25）路得是摩押

人，摩押人是被摩西咒詛，十代都不准進

耶和華的會，因為以色列人落難時，摩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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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連水都不給他們喝，還雇了先知巴蘭，

來咒詛以色列人。（申 23:34）未到第十代

的路得，竟為了服侍年邁的婆婆肯冒險，

所以上帝接納她。最後是大衛王濫用權

柄、與之通姦的烏利亞的妻。（撒下 11:3-4）

這四個人各自都有問題，但上帝還是接納。 

Ⅴ、結論：以馬內利 不平安中的平安 

亞哈斯王自己行為不好，外在國際情

勢也不好，我稱作「內憂外患」。大衛王在

詩篇說，上帝與我同在，我就不怕遭害。

兩週前徐信得牧師來和平主持和會，講道

題目是「平安中的不平安」。他說，當信仰

慢慢成為行禮如儀，生活跟上帝脫節時，

外在好似平安，其實不平安。若我們願意

讓以馬內利成為實際，上帝與我們同在，

住在裡面，不平安中就會帶來平安。一起

禱告。 

禱告 

感謝上帝知道人的不完全、與軟弱，

但卻願意接納。看基督的族譜、降生的樣

式，我們知道上帝滿有恩典，願意在世人

中間，看見人的不是，卻願意接納、改變

人，我們就為自己禱告，但願在慶祝聖誕

節時，不只是歡樂、禮物，而能再次面對

自己，到你面前說，以馬內利，請你住在

我的心裡，來改變我，讓我能像猶大、耶

哥尼雅一樣，雖然不好，但願意讓主住進

生命裡，讓主來改變我。禱告奉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23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1/19 
(一) 

創世記 
第十七章 

上帝和亞伯蘭透過更
改名字和設立割禮，作
為他們立約的記號。這
兩件事分別代表什麼
意義？對我們基督徒
而言有怎樣的屬靈意
涵？ 

1/20 
(二) 

創世記 
第十八章 

在 18-19 節「我眷顧
他，為要叫他吩咐他的
眾子和他的眷屬遵守
我的道，秉行公義，使
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
話都成就了。」在這節
經文中看見上帝在與
亞伯拉罕立約中，包含
怎樣的使命和應許？ 

1/21 
(三) 

創世記 
第十九章 

羅得一家人在面對所
多瑪和蛾摩拉毀滅事
件中，他們經歷那些事
情？對我們有怎樣的
學習和警惕？ 

1/22 
(四) 

創世記 
第二十章 

亞伯拉罕在基拉耳又
再次為了保護自己而
犯錯，神卻用自己的方
式改變整個局勢，你可
曾在自己一時的錯誤
中，卻經歷上帝不變恩
典的保守和開路？ 

1/23 
(五) 

創世記 
第廿一章 

對比於撒拉在第 18 章
因不信而心裡暗笑，本
章中他因生下以撒而
喜笑，你曾因上帝回應
你的禱告，滿心歡喜地
邀請人跟你一起歡樂
見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