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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陳建中

時序進入冬季，為準備聖誕節的來臨，教
會都會預備「將臨期」，這包含兩個重要的課
題：即記念基督的第一次來臨，以及敬虔、愉
悅地期待基督在光榮中的再次降臨。將臨期的
紫色代表懺悔和準備，使將臨期充滿平靜、喜
悅的期待氣氛。
通常在聖臺旁會有一件特別
的東西，叫做「將臨圈」。放置
將臨圈的習慣從德國開始，是以
常青樹枝編織而成的圓圈或花冠，
在將臨圈中安置四支蠟燭。將臨
圈的圓形象徵上主的無始無終及
永恆；常青樹枝象徵上主的永恆

曾經有一位牧師在主日講道的時候，引用
了拉撒路和財主的故事。這個故事我們都很熟
悉，講到一個財主在世上吃喝宴樂，拉撒路卻
只能在財主的桌下，等他吃剩的碎渣兒。有一
天，財主和拉撒路都死了，拉撒路在亞伯拉罕
的懷裏，而財主卻在地獄的火湖裏；財主對亞
伯拉罕說，容我回去告訴我的兄弟，叫他們在
世上要學習拉撒路，死後在主裏才能有盼望。
牧師講完這篇道之後，問弟兄姊妹：你們要當
財主，還是要當拉撒路？全場沒有一個人敢回
答，結果當中有位年長的老媽媽打破沉默說，
我希望在世上活着的時候當財主，死的時候當
拉撒路！

不變及新生命；蠟燭的光則象徵基督之光，祂
來到世界，帶給我們驅散黑暗的真光，照耀那「

每個人不都是這樣想的嗎？我們都希望信
耶穌，讓我們在世上能夠飛黃騰達，死的時候
也能夠在主的座前得到更大的冠冕。當我們在
將臨期來臨前，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有人
說耶穌應該是降臨三次，第一次是祂道成肉身
來到世上，為我們死，為我們復活又升天了；
最後一次是為審判。這中間還有一次，是耶穌
基督要降臨在你我的心裏。我們信了耶穌，怎
能沒有耶穌住在我們裏面！那怎樣才能讓耶穌
住在我們裏面呢？我們的生命需要不斷地被「

坐在黑暗與死亡蔭影下的人群」(路一79)，使我
們得以分享上主永恆的生命。將臨圈中的四支
蠟燭，代表將臨期四週，每個主日點燃一支，
其中三支蠟燭是紫色，一支是粉紅色。紫色代
表期待、渴望，是救贖之意，也可以說是日出
前的幽黑或代表深夜的陰暗；粉紅色代表喜樂，
是在將臨期第三主日點燃，也稱為「喜樂主
日」，因為「主已臨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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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與改變」，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我
們的會祖約翰衛斯理特別強調動態的門徒觀念，
門徒必須常常保持與上帝有真實的關係。所以
它是一個需要有覺察，有操練的動態的門徒觀，
所以我要用降臨期的經課分享這個主題「更新
與改變」。

(一)耶穌來，使人有盼望(賽十一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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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嘴裏的氣殺戮惡人。公
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
賽十一1~5)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就是預表從
耶西的後代中必生出救贖主耶穌基督。先知以
賽亞看到北國以色列被擄，而南國猶大卻仍然
執迷不悟，先知心痛不已，恨不得這些南國的
以色列人趕快回轉來歸向耶和華，但是他們就
是不聽勸告。所以，先知在這段經文裏說到，
耶和華要賜給耶西後裔彌賽亞救贖主有智慧和
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
華的靈；上帝要賜給那一位將要來的彌賽亞七
靈。這段經文中有許多雙關語，講到耶穌基督
來到世上，也講到屬神兒女的我們敬畏上帝的
時候，祂要將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
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都賜在我們身上。
有時候我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很愛主，也有弟
兄姊妹信了主以後卻不冷不熱；甚至於在同一
個家庭裏，有的很敬畏主，有的很不經心；其
實，上帝愛我們每一個人，祂巴不得每一個人都
能領受祂的恩典，每一個人都能領受祂的祝福！
然而，我們要怎樣才能更新改變呢？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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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要使人有盼望，那種在主裏的盼望，會使人
得到激勵。人是需要更多地受到鼓勵和激勵，
受到鼓勵和激勵之後，所引發的動力比什麼都
強大。耶穌來，使人有盼望，當我們在將臨期
預備迎接耶穌的再來，應該要知道：耶穌來，
對你、對我有多大的影響。當我們在主裏有盼
望，一切就都不一樣了，我們會變得很主動、
很積極。
耶穌來是要讓人有盼望，要賜人智慧和聰
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
的靈。因此我們要自問，耶穌來是不是已經讓
我們更有智慧？我們仔細地歸劃好了之後，是
求上帝按着我們的計畫來成就；或是讓我們更
有智慧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計畫裏面，求問上
帝到底要我們做什麼？在我們的教會，在我們
的家庭，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當中，不是按着
我們的計畫，而是把我們的一生放在上帝的計
畫當中，隨着上帝的心意來行。盼望我們都是
走在神的旨意、神的計畫裏面，這樣才能夠被
更新、被改變。如果我們希望上帝照着我們的
計畫來成就，可能反而會惹出一大堆麻煩來；
一旦遇到難處，還會追問上帝為什麼會讓我們
會面對這麼多困難？求主幫助我們，當上帝把
那智慧的靈、謀略的靈擺在我們裏面的時候，
我們能夠更清楚神的心意。

(二)真心悔改，得着救恩(太三1-12)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
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太三1~2)馬太福音記載當時施洗約翰所傳講的
信息，就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當
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也是這麼說：「天國近
了，你們應當悔改！」(太四17)到第十章，耶
穌差遣十二個門徒出去的時候，耶穌也是要門
徒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太十7)可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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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施洗約翰也好，耶穌也好，門徒也好，「天
國近了！」是他們所要傳講的很重要的信息。「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意思是你們要真
心悔改。
悔改不是針對我們過去所犯的罪懊悔。在
希臘文裏面，這悔改更強調的是歸回，就是回
轉，不是對過去的罪懊悔而已，而是要回轉，
怎樣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所謂更新與改變，
必須要真心悔改，才能夠領受救恩。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
路！』」(太三3)施洗約翰不但宣講悔改，「約
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
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
來的忿怒呢？』」(太三7)當有人要來接受施洗
約翰的洗禮時，他卻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
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為什麼法利
賽人和撒都該人要來受洗，施洗約翰卻這麼對
他們說呢？因為施洗約翰知道他們不是真心的
悔改。根據聖經記載，法利賽人守舊約的律法，
他們可以是律法師，可以是文士；撒都該人則
不相信復活的事情，他們可能是猶太人當中的
祭司和利未人。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是當時猶
太人中的主要組成分子，他們本來應該是領受
神的恩典的，但是施洗約翰指出他們並沒有真
心地悔改。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今天我們成為神的兒
女，當教會在每次舉辦洗禮時，牧師提問受洗
者的幾個問題，其實也是再次地問已經受過洗
的弟兄姊妹，要你再次的提醒自己確認，在這
信仰裏，你是否真心悔改？或是你像法利賽人
和撒都該人一樣，堅持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這裏施洗約翰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
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你們要結出果
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裏說：『
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

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現在
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
下來，丟在火裏。」(太三7~10)要更新改變，
就先得真心悔改，才能夠領受救恩、得受恩惠，
救贖的恩典才會臨到我們身上。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仍在「施工中」，沒有一個人
是完全的，需要彼此扶持、彼此提醒、彼此安
慰、彼此勸勉。當我們知道自己的軟弱，惟有
回到主的面前；而如何回到主的面前，正是我
們的重點。我們如何知道自己的軟弱，知道自
己的不足？聖經告訴我們，每次回到主的面前，
我們就能夠從新得力，如鷹展翅上騰。因此，
弟兄姊妹不要停止聚會，像那停止慣了的人；
不要停止讀經，像那不認識神的人；不要停止
分享福音的好處，像那些不信主的人。我們要
經常將我們的信仰，從我們的生命、從我們的
聚會、從我們的生活當中彰顯出來。
以弗所書四章1至3節，保羅說：「我為主
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
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
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
賜合而為一的心。」保羅寫給以弗所教會的書
信中，勸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姊妹，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透過謙虛的行
為、溫柔的行為、忍耐的行為、愛心的行為、
寬容的行為、和平的行為、合而為一的行為把
它彰顯出來。很多未信主的人都說基督徒看起
來很有禮貌、很高尚，像上流社會的人。確實
我們都心知肚明，我們自己算得了什麼；但是
當我們信了主以後，奇妙的事就發生了，上帝
的恩典和祝福就一直加添在我們裏面，雖然我
們仍然會遇到苦難、遇到難處。其實家家都有
本難唸的經，但是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
們不是抱怨，也不是退縮，而是求主為我們開
一條出路。生活中經常會有我們料想不到的難
處出現，重要的是我們怎樣面對這些難處，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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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免不了有人會抱怨或懊惱，但是我們也可以
因此感謝主，並求祂透過困難賞賜我們一條出
路和辦法解決問題。求主幫助我們，以賽亞書
說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
和敬畏耶和華的靈賜給我們；否則如果我們和
別人一樣，遇到不順利就生氣、吵嚷，那我們
和不信主的人又有什麼兩樣？信主的人不一樣
之處就在這裏，會有困難，會有難處，但是上
帝總是把夠用的恩典和智慧賞賜給我們，使我
們戰勝難處。
我們要真心悔改，得着救恩！當我們認知
自己的軟弱、不足，願意在主的寶座前尋求祂、
歸向祂的時候，上帝就會預備天使扶持我們，
預備屬靈的同伴幫助我們，讓我們在主裏面不
至缺乏。

(三)信心行為，相得益彰(羅十五4-13)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
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
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父！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
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我說，基督是為神
真理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要證實所應許列祖
的話，並叫外邦人因他的憐憫榮耀神。如經上
所記：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讚你，歌頌你的
名；又說：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樂；
又說：外邦啊，你們當讚美主！萬民哪，你們
都當頌讚他！」(羅十五4~11)我們領受救恩以
後，要在信心和行為上彰顯。保羅的書信具有
明顯的特色，就是每一卷書信都有一個中心主
題，前面先講到這個主題的原則，後面接着講
到如何實踐。所以，羅馬書前半卷的一至十一
章講到因信稱義，十二章到十六章，講如何在
生活中實踐，而實踐的秘訣就在於透過弟兄姊
妹彼此的關係。在這短短五章之中，「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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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詞出現十二次之多，在我們剛剛所讀的第
十五章中，就有「彼此同心」、「彼此接納」。
我們需要更新與改變；但保羅又說，立志為善
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弟兄姊妹的信心和
行為要相得益彰、要彼此配搭，我們心裏都清
楚，但需要弟兄姊妹來提醒我們、鼓勵我們，
需要弟兄姊妹來安慰我們。我們沒有一個人喜
歡被別人指指點點，卻喜歡受到別人的鼓勵和
安慰；教會生活裏最美的地方，就是彼此可以
多說一些造就讚美的話，因為人在世上確實有
許多苦難。我每次在追思禮拜，或是探望彌留
的病人的時候，都會再次思考人生命的有限；
既然這麼有限，我們還活着的時候，信靠主不
應該只有這樣而已，而是如何在我們的生命當
中流露出來？生命難免會有軟弱、困難，需要
誰來幫助我們，我們又能成為誰的幫助？如果
我們能經常成為別人的幫助，上帝也會差派祂
的天使來幫助我們。
我們要更新與改變，不在於我們所做的盡
都一帆風順、平步青雲；在更新改變當中，我
們會有難處，會有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但是我
們不被難處所擊倒。我們知道上帝愛我們，祂
總是為我們開一條出路，叫我們能夠忍受得住，
讓我們的信心和行為能夠相得益彰，苦難當中
還可以苦中作樂。有一位牧師說，基督徒面對
苦難，必須檢討兩件事情，如果這苦難是因自
己的罪所帶來的，必須要認罪悔改，求主赦免
我們，再次給我們機會；如果不是，我們要感
謝主，因為這苦難要成為化妝的祝福。當然弟
兄姊妹不是每次的苦難都是化妝的祝福，如果
是罪所帶來的，那就當認罪悔改，耶穌十字架
的寶血要洗淨我們，要給我們機會。
感謝主，讓我們在將臨期來臨之際，領受
耶穌來所要賜給我們的平安與喜樂，同時我們
也要靜心思考，我們的心思意念天天經歷主的
更新與改變！

教育委員會

2018.10.20-22 “點燃閱讀火種” 記實

從讀者到作者
◆蕭玉芬
週六上午，開著車往陽明山福音園出發，
後車廂的行李箱中裝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和重要
的聖經及荒漠甘泉。滿心愉悅地準備參加期待
已久的衛理公會文字營。
上山的車陣比預期的多，糟糕，抵達時比
預計的時間遲了；黃牧師正在開場，龐牧師接
著分享，提到了【青年的四個大夢：人生價值，
良師益友，終身志業，愛的尋求】。
一時勾起了大學時期的記憶...，之後，龐
牧師特別以【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見你】
來介紹講師：莫非老師。
【用信仰的眼光閱讀—何西阿書十章12節：你
們要為自己栽種公義，就能收割慈愛。現今正
是尋求耶和華的時候，你們要開墾荒地，等他
臨到，使公義如雨降在你們身上。】
用信仰的眼光閱讀-真的是我極有興趣的
課題：閱讀是我現在極大的喜樂來源，每日清
晨的荒漠甘泉及讀經、以及和好姐妹們的讀書
會、或是在書店及圖書館的書架上，不論是雜
誌、書報或是廣告單張，都能讓我讀的津津有
味、趣味盎然。
只是，從來不知該如何從信仰的眼光閱讀？
這次，一定要好好向莫非老師學習。
第一天下午的課程，著實讓我重新整理和
審視自己閱讀的記憶和習慣。從國中時期開始
閱讀翻譯小說、大學選擇的文學系也必讀許多
西班牙經典文學、到養育女兒時開始閱讀居家
生活、親子教養、商業管理的書籍或雜誌；或
深或淺地尋找一些解決問題的答案。
其中，莫非老師特別提到了【Prospective/
觀點】；確實，文學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 文

化和時代，也能讓我們以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來
體會其中的異同與奧妙。
【詩意的夜晚】
詩-思-想像的雲朵、文字的蝴蝶，如詩人
的低吟、沈思、呢喃、輕訴、娓娓道來、款款
情深；詩總帶給人無限的遐思！莫非老師有條
不紊、細緻入微地從讀/寫詩的方法，到古詩、
新詩、流行詩歌；從李白、余光中、儒家、老
子、莊子、莎士比亞、尼采，到聖經經文...深
入淺出、引經據典、象徵博引、信手拈來。真
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夜晚！
【掀天之浪，一物之微— 散文】
隨筆、隨手、隨想...散文可以各種不同的
題材呈現，老師以C. S. Lewis的話勉勵我們，
寫出信仰的訊息和生命的改變。寫出不同領域
專業的分享！並從尚書、泰戈爾、C. S. Lewis、
三毛、張曉風、蒙田、葉聖陶、魯迅、龍應台、
張曉風、張愛玲、Annie Dillard的作品中，讓
我深深佩服老師對古今中外文學的高度掌握！
【生命像小說一樣...】
每個人的生命都可以寫成一本小說。從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的【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文
中看到了老人的寂寞與侍者的冷漠，在現代社
會中這樣的情形更是持續加劇中。所以，讓我
們提醒自己，多給身邊的人溫暖的言語、適時
的關心，效法跟隨耶穌基督【愛人如己，榮神
益人】，傳遞基督徒的愛與關懷，讓世界到處
都有乾淨明亮的地方！ (本文作者為安素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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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懷

起初的心: 尋回迷羊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路15:3-4)

◆余文娟
在教會看見現在會友是長者居多，禱告組，
關懷組，宣教組傳福音的鐵三角，也都是退休
的長者在主領，平均年齡是近70歲，愛主的心
不畏艱難，不怕風吹日曬，到社區附近，公園
走動發單張，傳福音好消息。總讓我有深深的
感動，詢問上帝我能為他們做什麼？(感謝主，
心中所求所想，上帝必蒙垂聽。)
有一天，會友的朋友在推動一套與日本防
老協會合作預防失能失智體適能活力運動，問
我有興趣學習嗎？抱著好奇的心去觀摩後，心
中有了亮光已感受到上帝在指引我前面的路，
於是加入師資培訓團隊，並將此課程帶進教會，
讓長者會友一起來為防老動一動，因此不只在
主日能相聚，在週間也能有互動的時間。現今
獨居老人增多，預防失能失智的原則就是要有
互動，口動，手動，腦動。透過體適能及團康
運動幫助長者們在體力，肌耐力的增強，在腦
力的活化也強化很多。

上帝指引開路:迷羊進羊圈
上帝開路(社區關懷據點設站)，讓迷羊們
一個個走進羊圈，也開啟了執政掌權者的眼，
看見非營利單位及教會群體，可以一起來為年

園藝插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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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老化的社群一起盡一份心力，開設社區關懷
據點，以老服老，在地老化，長者生命有色彩，
有盼望。
原以為申請的過程會很繁瑣與困難，但參
加說明會之後，得知上帝已呼召各地方的教會
一起來動工，我們都知道教會是社區工作的領
航者，讓教會原有的「老人事工」推廣至整個
社區，申請過程一路有據點的群組同行，彼此
扶持與幫助，與區域性的輔導社工協助，社會
局的區域經辦人更是非常有耐性與愛心的教導。
所以不怕錯中學，只怕不願意學習與改變。
恩友堂社區據點目前課程有體適能運動，
自由歡唱卡拉OK、樂活智慧型手機課程、長青
桌遊課程、園藝手作課程、唱歌遊戲學英文、
手作木工課程。長者最愛的是唱歌，歌唱可幫
助會厭軟骨的彈性(預防吸入性肺炎)，唱歌也是
長者排名第一的運動。有時也帶領他們唱詩歌，
讓福音的好消息唱進他們的心坎裡。
長者們上課就像小孩，想問就問，也有坐
不住的，不專心聽講的，也有喜歡幫人家完成
的，非常有趣的畫面，但不擔心場面失控，課
程的講師們也都是受過訓練，經驗累積，對長
者們的教學也都有自己的互動方法。

動手木作

樂齡運動課程

恩友堂據點落實至今已快二年，歷程是酸
甜苦辣，但我們靠著主的愛，力上力，恩上加
恩，至今是甘美的滋味。愛我們的主，不讓宣
教長者太勞苦，開闢了一條美麗的路，讓迷羊
一一地走進來，認識教會，透過志工與同工的
陪伴與關懷，看見了神的愛。
透過與社會局的連結，海報文宣的宣傳，
讓未信主的人也能去除對教會的框架，願意進
來與人互動，歡喜來作夥。
回想剛開始的共餐人數與各樣課程的上課
的人數都只是保持在核定的人數15人，當時心
想教會長者也不只這些人吧，我們不氣餒，不
住禱告彼此扶持與勉勵。感謝主，我們有一群
忠心的僕人志工團，也是晨禱組的弟兄姊妹們，
每日都會在晨禱時交通與禱告。感謝主，讓共
餐人數與上課人數日漸增長，目前是達40人，
未信主的佔了3/2。共餐後團隊會友交流檢討
與禱告。儘管服事過程有情緒或意見不一時，
感謝主，最後都能在主裏合一相連。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必稱為
神的兒子(太5:9)
傳福音好消息給未信主的人是我們最大的
使命，福音同工們也因此請師母開了一個福音

成長班，學習在關懷陪伴中，行出神的愛，使
人和睦，吸引他們願意來認識主耶穌。成為他
們生命中的救主。
我們在共餐時會帶領大家做感恩謝飯禱告，
剛開始是不行的，我們只有同工們在禱告，但慢
慢地大家認識教會，認識弟兄姊妹們的愛，現在
也願意跟著帶禱者一句一句的開口禱告了我們也
製做了謝飯歌影片撥放，讓大家也能嚷嚷上口，
用餐過程還會撥放詩歌或淺顯易懂的生命信仰。
各種活動課程結束後，也會帶動大家凡事
謝恩的祝福。(如運動課後會說感謝上帝，讚美
上帝，給我健康，賜我平安：讚!)
這樣的歷程中看到長者，以前剛來時不安
與緊張的表情，到現在是開心的來，喜樂的回
去，我們也建立了據點群組，定時的關心與問
安，他們的社群也擴展了，年老的生活增添許
多色彩，對於需照顧的長者(輕微失智者)家屬們
的回應，看到父母改變，反應靈敏，有笑容，
有期待，有盼望，不僅讓兒女有喘息的時間，
也延緩了他們的退化，據點也連結教會的大型
活動與社區長者做互動，如聖誕節、復活節的
活動邀約及佈道音樂會參與表演，讓他們在據
點有歸屬感與成就感，願聖靈感動教會能早日
成為他們屬靈的家。

衛理公會獲得宗教公益深耕獎-十年興辦社會公益事務績優
衛理公會在台灣
的需要上看見自
己的責任，感謝
神，各教會在所
屬的地區因基督
的愛服事偏鄉兒
童，減少城鄉差距、關懷弱
勢家庭、關顧年長者、幫助
新住民融入台灣生活、致力
於社區成長課程發展，深入
監獄及少輔院，以愛和教育
重建更生人身心靈，榮獲行
政院頒發宗教公益深耕獎。

聖誕快報

燈海隧道 遇見馬槽嬰孩
◆金諾
火樹銀花，快樂耶誕城裏，
高聳聖誕樹，夜光指標。
熙攘人潮，伴隨歡樂聲，
倏忽置身2千年前伯利恆朝聖人群。
穿越漫長燈海隧道，
周圍星光一閃一閃，忽明忽暗。
伯利恆城馬槽嬰孩，出現眼前。
他甜蜜入睡，天使在旁輕喚：
耶穌、耶穌！
神的愛子，愛的和平使者，恩典的禮物。
正思索時，卻已步出隧道。
只見天際一顆星，
引領四面八方人群，一起高唱平安夜、聖善夜……。

浩大鴻恩
◆逸竹
伯利恆啊！你何其有幸，君王從你而出；
閃耀晨星，指引朝聖，
有一嬰孩，降世馬槽，
道成肉身，屈尊俯就。
十架受苦，為贖萬民，
中保基督，累世救主。
匠人所棄，跌人磐石，
萬人靠賴，堅固山寨。
跨越時空，穿透我心，
橫渡古今，主宰歷史。
噹噹鐘響，靄靄白雪，
眾人歡慶，莫忘恩典。
牢牢銘記，緊緊跟隨，
傳揚主名，見證鴻恩。
聖哉！聖哉！聖哉！
能力與威嚴的主宰，高高在上和撒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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