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聖誕樹
2015 年將臨期靈修

背景

聖誕樹早已成為將臨期及聖誕期重要裝飾之一，但關於聖誕樹的緣起

卻有不同的說法。較可靠的說法回溯到中世紀德國的一種宗教劇，稱

為「奧秘劇」（Mystery Play），其中最受人歡迎的奧秘劇是「樂園

劇」，內容關乎神如何創造人，並始祖在樂園犯罪以及被逐出樂園的

情景。劇中的伊甸園以一棵松樹作代表，象徵生命樹及分別善惡樹（創

二 9），此樹就是後來的聖誕樹。

大公教會在將臨期素有裝飾「耶西樹」（The Jesse Tree）的傳統，

法國的沙特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Chartres，於 1260 年獻堂）

當中的一幅又大又美麗的耶西樹彩色玻璃畫是耶西樹的重要代表作

（即根據馬太福音，由大衞至基督的家譜）。耶西樹此名是來自《以

賽亞書》十一章 1節：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此樹原是表達來自伯利恆的耶西、大衞王至耶穌基督的家譜──耶西

在最底下，樹的頂端為主基督；但後來就被用來表達舊約聖經中橫跨

數千年有關神的慈愛與信實的故事，當中用自製的象徵物掛在樹上來

代表不同的救贖故事，以此指導信徒（特別是兒童）從回顧、認識舊

約聖經的故事，以記念基督的降生，並在這時代期待基督的再來。

參考耶西樹的活動傳統，「我們的聖誕樹」的焦點在於《聖經》中的

救贖歷史和故事，從舊約到新約，讓參與者認識神從創世以來的救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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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方式

我們鼓勵弟兄姊妹（尤其是家長帶領著兒女）在家中擺設聖誕樹，

從 12 月 1 日至 25 日一連廿五天，每天按著程序進行默想，先從經

文默想，回顧神在人類的歷史當中如何實現祂的救贖計劃；其次是

歷代聖徒對聖誕的體會出發，從那些耳熟能詳的聖詩當中有所學習；

在結束每天的默想前，把一件事先預備好的掛飾（可搜購或自行製

作；內容參附表）掛在聖誕樹上。

到了聖誕節當天，在完成最後一天的默想之後，把一顆星放在聖誕

樹的頂端，整個默想的旅程便圓滿結束。

日期 主題 掛飾的象徵

1/12/2015 天地初開 地球

2/12/2015 始祖不信 蛇／果子

3/12/2015 彩虹之約 彩虹

4/12/2015 離開本地 駱駝

5/12/2015 田野默想 農作物

6/12/2015 溝通天地 梯子

7/12/2015 兄弟復和 彩衣／米包

8/12/2015 頒布十誡 法版

9/12/2015 應許之地 蜜糖壺

10/12/2015 牧童君王 羊／牧人杖

11/12/2015 以馬內利 “Emmanuel”牌

12/12/2015 耶西苗裔 樹／枝

13/12/2015 國度中興 律法書

14/12/2015 城池破落 火把／石頭

15/12/2015 和平國度 獅子／熊

16/12/2015 受苦之僕 十字架

17/12/2015 另立新約 石心／紅心

18/12/2015 即或不然 火

19/12/2015 默然等候 蠟燭

20/12/2015 先鋒臨近 水壺

21/12/2015 義人得夢 枕頭

22/12/2015 萬福使女 天使

23/12/2015 報名上冊 伯利恆／麵包

24/12/2015 天人同唱 喇叭

25/12/2015 永恆之光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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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天地初開
讀經（兒童）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

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

運行在水面上。

（創一 1～ 2）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

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

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一 26 ～ 27）

讀經（成人）

義人哪，你們應當靠耶和華歡

樂；正直人的讚美是合宜的。

你們應當彈琴稱謝耶和華，用

十弦瑟歌頌他。應當向他唱

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

因為耶和華的言語正直；凡

他所做的，盡都誠實。他喜

愛仁義公平；遍地滿了耶和華

的慈愛。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

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壘，收藏深洋在

庫房。願全地都敬畏耶和華！

願世上的居民都懼怕他！因

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

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

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

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

（詩卅三 1～ 11）

讓小孩子分享對創造的體會（哪

些東西最美麗？哪些事物最奧

妙？……），也聽

聽小孩子心目中，

人與其他受造之物

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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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音樂是助人抒發情感的極佳媒介，因此人對神許多不

同的情感，可以以詩歌表達。讚美是合宜的言語，因為它正配合人受造物的身分；

向創造天地的神發出讚美，是人運用言語的其中一個最美善的方式。

神的言語，正如天使加百列所說，「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一 37 下）。詩

人的話簡潔有力：「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我們的神，憑口中的話語

創造了萬物，他當得讚美，世人也理應順服並委身於祂。

歷代聖徒的體會：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萬物光明美麗】）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WlhV80QPUuI。

1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2　Each little flow’r that opens,
Each little bird that sings,
He made their glowing colors,
He made their tiny wings.

3　The purple-headed mountains,
The river running by,
The sunset and the morning
That brightens up the sky.

4　The cold wind in the winter,
The pleasant summer sun,
The ripe fruits in the garden,
He made them every one.

5　The tall trees in the greenwood,
The meadows where we play,
The rushes by the water,
To gather every day.

6　He gave us eyes to see them,
And lips that we might tell
How great is God Almighty,
Who has made all things well.

萬物光明美麗，
眾生偉大渺小。
萬物睿智妙極，
乃神巧手所造。

每朵吐艷小花，
每隻鶯歌小鳥。
神賜妍麗色彩，
添上小巧翅膀。

蒼翠山巒，
川流河水。
日落晨曦，
照亮天際。

冬之寒風，
夏之麗日。
園中果子纍纍，
乃神巧手奇工。

林中高聳綠樹，
悠悠草原嬉戲。
水邊青翠灌木，
你我天天暢聚。

神賜雙眼細賞創造，
又賜雙唇頌主恩深。
主神何其全能偉大，
所造萬物實在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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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a)　Almighty：
形容詞，解作全能、無所不能（與「為所欲為」不同），一般
都用以形容神的權能偉大；大寫可作名詞，如歌詞中的“God 
Almighty”，或啟一 8之“the Almighty”（全能者）；非正式的用
法可解作「極度」、「非常」，例如：“It's almighty cold”，
就是「冷得要命」的意思。

(b)　Creature：
名詞，解作受造之物，通常指人以外的一切生物；若用以形容人，
則是為了突出他們與創造者之別，或是為了突出某類人的某種特
質（通常帶有貶意），例如：“A taxi driver is sometimes an 
irritable creature.”（的士司機是很易被惹怒的
一種人。）

(c)　Ripe：
形容詞，解作成熟、豐滿、最好的狀態。除了像在
歌詞中用以形容果子外，也可用以形容時機：“The 
time is ripe.”，即時機成熟，是最理想的時候。

創造是從無到有，從亂到序的過程。神先為人預備了居

處，把人安置在其中，賦予管理、看守的使命，期望與

祂所造的人在永恆中分享愛，並且同享安息（人被造之

後首先和人一起共度的，就是第七日的安息）。

神的言話充滿創造力，同樣地，當人善用言語，也可以為別人帶來歡愉，造就

生命；相反，當人胡言亂語，便為別人帶來傷害，拆毀生命。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樣式而被造的，他們被創造者指派，代表他們的創造者

管理一切受造之物。正如造他們的主是因為愛而創造，人身為大地的管理者，

也當懷著愛管理，使一切在神所造的世界裏繼續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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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掛飾的象徵——地球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祢是天下萬國的神，祢曾創造天地。祢愛世界，竟

願派祢的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信靠耶穌基督而得救贖，恢復兒女的名

分。在這預備的節期，求祢幫助我們每天懷著敬虔、等候的心，忠誠地安靜

在祢面前，叫我們更深刻

地認識「道成肉身」的意

義。奉主耶穌的名祈禱。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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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始祖不信
讀經（兒童）

耶和華神吩咐他（亞當）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

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

的日子必定死！」

（創二 16 ～ 17）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

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惟有園當中

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

你們死。』」

（創三 1～ 3）

請引導小孩子發掘神對亞當的話與夏娃對蛇的話當中，最顯著的不同在哪裏？

神為何要在園中安置一棵樹，使始祖陷入危機？請聽聽小孩子怎樣想。

讀經（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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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得吃的。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

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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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

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為她是眾生之母。耶和華神為亞當和

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耶和華神說：「那人已經與我

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就

永遠活着。」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

發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創三 16 ～ 24）

P.6 P.7



默想重點：

始祖犯罪源於不信，就是不信神更懂得愛他們，他們

的行動等於說，他們要自己決定何謂善惡、好壞、是非、對錯。其實，園中的

考驗無論是一棵樹或是其他，這不信還是會令始祖在考驗面前跌倒。

原本與創造主和諧共處的人類，竟然要躲避他們的神（創三 8）；原本親如骨中

的骨，肉中的肉的夫婦，竟要以葉子遮蓋羞恥（創三 7），丈夫和妻子不再是毫

無隔閡（創三 16），始祖犯罪的後果就是令人類和大地皆受咒詛，人與大地之

間的和諧也失落了（創三 17）。最後，始祖更被逐出樂園（創三 14 ～ 24）。

歷代聖徒的體會：

Lord, Have Mercy on Us（【求主垂憐】）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wRi2kwTmbOw。

1　Lord have mercy on us
Come and heal our land
Cleanse with Your fire, heal with Your touch
Humbly we bow and call upon You now;
O Lord, have mercy on us
O Lord, have mercy on us

2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ke it ever true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y I be like You

3　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Mould me and make me
This is what I pray

4　Lord have mercy on us
Come and heal our land
Cleanse with Your fire, heal with Your touch
Humbly we bow and call upon You now;
O Lord, have mercy on us
O Lord, have mercy on us
How great is God Almighty,
Who has made all things well.

上主，憐恤我們，
來醫治我們這土地。
以祢的聖火煉淨，
以祢的觸摸療治。
我們謙卑俯伏祢前、向祢呼求。
上主啊，求祢垂憐。
上主啊，求祢垂憐。

上主啊，轉化我內心，
讓它永遠真誠。
上主啊，轉化我內心，
好使我更像祢。

祢是陶匠，
我是泥土。
雕硺我，陶造我，
這是我的祈求。

上主，憐恤我們，
來醫治我們這土地。
以祢的聖火煉淨，
以祢的觸摸療治。
我們謙卑俯伏祢前、
向祢呼求。
上主啊，求祢垂憐。
上主啊，求祢垂憐。

P.8 P.9



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a)　Mercy：
名詞，解作憐恤、仁慈、原諒，常用來表達慈愛神的對罪人的寬
恕和恩惠，新約裏其中一段最簡短而真摯的禱文就是：“Lor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即「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
人！」（路十八 13）

“Mercy”一個慣常用法：“at the mercy of”，是指「受者」的命
運全在於「施者」的手裏；“They were at the mercy of their 
captors.”，即獵物的命運全在捕獵者掌控之中，完全不由自主。

(b)　Cleanse：
動詞，解作深層的潔淨，比“clean”更徹底，常用於把
罪清除淨盡的意思；“to cleanse one's sin from the 
soul”，意即從某人的心靈中洗刷罪惡。

(c)　Mould：
另一個串法是“mold”，可作動詞或名詞用，解作塑造，
或倒模用的模子。用於人身上，是指長期的建立、在他
人的生命作出深遠的影響，以致其性格態度按某特定方
向發展。

創造與救贖原是一個故事，意即，救贖不是神創造了悖逆的人之「補救方案」。

神因為愛而創造，也因為愛而救贖。由始至終，神對人有充分的了解，深知他

們有犯錯、犯罪的可能，但也願意給他們選擇的自由，這就是愛！

罪人只能仰望神施憐憫，才有得救的指望。但不要只著眼於人的命運，讓我們

也想想神。兒女犯錯，甚至使他們自身蒙受傷害，為

人父母者豈不心痛嗎？神豈不也替祂所造的人心痛？

祂深願潔淨我們，把我們重新塑造。

始祖犯罪之後，人類的靈性光景每況愈下，但神仍是

滿懷慈愛地保守、顧惜，直到人類罪惡滿盈，神決定

以洪水毀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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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蛇／果子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祢深愛我們。我們知道，罪是從一人進入世界，死

又從罪而來，於是死就臨到所有的人，因為人人都犯了罪。在這記念祢的獨生

子降生塵世的節期裏，願我們都為罪懊悔，且渴望得著從祢而來的赦免和潔

淨，生命重新被祢模塑，更能活出祢的形象和樣式。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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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彩虹之約
讀經（兒童）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

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

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

傷。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

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

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

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

前蒙恩。

（創六 5～ 8）

讀經（成人）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凡地

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裏一

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着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

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惟獨肉帶着血，那就是牠的生命，你們不可

吃。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

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

的形像造的。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曉諭挪亞和他的兒子

說：「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

牲畜、走獸，凡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立約。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

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神說：「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的

各樣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

的記號了。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我便記念我與你們和

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泛濫毀壞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現

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神

對挪亞說：「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了。」

（創九 1～ 17）

幫助小孩子回憶「後悔」的經

驗，邀請他們分享內心的感受，

那時他們怎樣面對自己？又怎

樣面對父母、師長等？

經文最後一句話暗示還有轉

機，讓小孩子也分享一下有機

會彌補過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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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神賜福給挪亞，比起祂賜福給人類的始祖有過之而無

不及（動物也可作食物），只是神叮囑他們要尊重人的生命（九 5～ 6）。無論

怎說，洪水的故事證明神對人的憐憫和應許遠超人的罪惡。

神指著天上的虹──大自然之中一種並不罕有的現象──起誓，這本來就表達

出這約之永恆性質。有別於古代近東其他文化的神話故事（在那裏的神祇是情

緒化的、與人為敵的），聖經所啟示的是一位「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也「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的神。

歷代聖徒的體會：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你的信實廣大】）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N-HszBrTGfA。

1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O God my Father,
There is no shadow of turning with Thee;
Thou changest not,
Thy compassions, they fail not
As Thou hast been Thou forever wilt be.

2　Summer and winter,
and springtime and harvest,
Sun, moon and stars
in their courses above,
Join with all nature in manifold witness
To Thy great faithfulness,
mercy and love.

3　Pardon for sin and
a peace that endureth,
Thyine own dear presence
to cheer and to guide;
Strength for today and bright
hope for tomorrow,
Blessings all mine,
with ten thousand beside!

．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Morning by morning new mercies I see;
All I have needed
Thy hand hath provided —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Lord, unto me!

你的信實廣大，
我神我天父，
在你永遠沒有轉動影兒，
永不改變，
天父每天施憐憫，
創始成終的主，施恩不盡。

春夏秋冬四季，
有栽種收成，
日月星辰
時刻運轉不停，
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
述說天父信實，
憐憫，慈愛。

你赦免我罪過，
賜永遠安寧，
你常與我同在，
安慰引領，
求賜今天力量，
明天的盼望，
從天降下恩典，
福樂無窮。

你的信實廣大，
你的信實廣大，
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
你恩手豐富預備，
你的信實廣大，
顯在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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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

道理。

(a)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名詞，在這詩歌裏指神對人的信實，一
種對所立之約永不改變、毫不動搖之堅持。另一方面，
“faithfulness”也指人對神的忠誠。英文“the faithful”
作名詞用的時候，已可解 作「信徒」，可見「忠誠」是作為
信徒一個主要特質。人與人之間的“faithfulness”，可指朋
友之間的信任、可靠，或伴侶之間的忠貞。

(b)　Manifold：
形容詞、名詞或動詞，可解作眾多、多面、大
量製作。歌詞中的“manifold”指宇宙萬物種
類繁多，但同樣地成為造物主宰的見證。類似
的字還有“twofold”（兩倍的）、“threefold”
（三倍的）等。

(c)　Endureth：
古 英 語， 動
詞，現代寫法是
“endure”，解作忍
耐、持續、在逆境中
也堅定不移。在這首
歌裏的用法是作不及
物動詞（intransitive 
verb）。“A peace that 
endureth”，指一種不論
客觀環境如何也能持續
存在的平安。

挪亞的故事說明罪可以有多可怕，

甚至神因為人的罪惡甚大而心中憂

傷。然而，神對人所懷的，總是

賜平安的意念，而非降災禍的意

念。在洪水泛濫之時，「神記念

（remembered）挪亞和挪亞方舟裏

的一切走獸牲畜」，於是祂使風吹來，

洪水便退去。

神是有情的神，在祂要對付罪的時候，總還顧念

祂所造和所愛的人。但有一事值得人反省：正如詩歌

所說，春夏秋冬四季，日月星辰運轉，無不述說著天父的

信實、憐憫、慈愛。然而，在萬物中為尊貴的世人，卻是導致洪水滅世的罪魁禍首。

神若非信實的神，立約便毫無意義。當人類的故事得到延續，罪惡也就繼續蔓延。

在另一位合神心意、蒙神揀選的人出現之前，神把天下人的口音變亂了，使人在大

地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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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彩虹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祢有能力創造世界，也有能力毀滅世界。

但正如詩人所說，祢像父親一樣憐恤敬畏祢的人，祢也深知人不過

是出於塵土。雖然人一再叫祢失望，祢對人奇妙的慈愛卻總不止息。

在這段記念基督降世，也等候基督再來的時期，願我們能加倍對罪

敏感，凡事求祢的喜悅，以致祢也因為祢所創造和顧惜的我們而得

著喜樂！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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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離開本地
讀經（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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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十二 1～ 3）

讀經（成人）

亞伯蘭就照着耶和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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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十二 4）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

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我

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你。」亞

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

你還賜我甚麼呢？並且要承受我家業

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亞伯蘭

又說：「你沒有給我兒子，那生在我

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耶和華又

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

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

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

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亞伯蘭

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創十二 4）

問問小孩子，假如爸媽給他

們金錢、衣物、食物，明天

起要他離家一人居住，他會

有何打算呢？

假如他們可以找個同伴，他

們又會找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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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亞伯蘭）並非從第一天便滿

懷信心的。不錯，信心促使他離家遠去，但姪兒羅得卻是他可以傳承家業的後

著。可是羅得離他而去，神賜下後裔的應許也不見動靜，亞伯蘭看來是動搖了。

於是，神一再向他作出保證，鼓勵他「不要懼怕」。然而，亞伯蘭與神坦誠相

對，道出心中的盤算，家僕以利以謝就是他的後著。神斷然拒絕亞伯蘭的籌算，

卻耐性地與他交往，叫他抬頭看看穹蒼，數算眾星，並應許他的後裔必要如星

之眾多。

歷代聖徒的體會：

Follow On（【跟你前行】）

這首雖然不是詩歌，但歌詞能剌激我們對亞伯蘭在漫長的歲月裏與神交往的心情的想象，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http://www.youtube.com/watch?v=-XOEwEiX3NM。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You are the only one.

Shutters on the windows, 
Chains upon the door, 
Sleepless nights, been waiting for an answer, 
Dreams of Heaven falling, 
Panic in the town, 
Lonely men with fingers on the future.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llow on, 

當一切都說盡、做盡，
就只有你。

窗之開關、
門的鎖鏈，
多少個無眠的夜，只在等一個答案。
夢見天塌下來，
全城陷於恐慌，
寂寞中人不敢指望明天。

當一切都說盡、做盡，
就只有你。

跟你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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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open road is waiting, 
Like the sun, 
We will welcome what tomorrow has to bring. 
Be it fair or stormy weather, 
Take my hand, 
And we'll walk the road together, 
I won't mind, 
If it turns out that we never find the end, 
'Cause all I ask is that, 
You want me as a friend.

Days of beauty calling, 
Vanish through a haze, 
Lost inside some spiral with no ending.
 
Still you bring me loving, 
Free me with a touch 
Lead me out to greet the calm descending.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llow on, 
For the open road is waiting, 
Like the sun, 
We will welcome what tomorrow has to bring. 
Be it fair or stormy weather, 
Take my hand, 
And we'll walk the road together, 
I won't mind, 
If it turns out that we never find the end, 
'Cause all I ask is that, 
You want me as a friend.
 
All I ask is that you want me as a friend. 
And we'll walk the road together, 
I won't mind, 
If it turns out that we never find the end, 
'Cause all I ask is that, 
You want me as a friend.

'Cause all I ask is that, 
You want me as a friend.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llow on.

 

前方是開闊的路途；
像朝向太陽，
我們迎接明天；
或晴空、或暴雨，
牽我手，
我們一起走；
即使我們找不到終點，
也不要緊；
我只要你
視我為朋友。

美好的日子，
迷失於朦朧中；
兜兜轉轉，沒有出路；

但有你愛我，
你的觸摸釋放了我。
引領我迎向從天而降的寧靜。

當一切都說盡、做盡，
就只有你。

跟你前行，
前方是開闊的路途；
像朝向太陽，
我們迎接明天；
或晴空、或暴雨，
牽我手，
我們一起走；
即使我們找不到終點，
也不要緊；
我只要你
視我為朋友。

我只要你視我為朋友，
我們一起走；
即使我們找不到終點，
也不要緊；
我只要你
視我為朋友。

我只要你
視我為朋友。

當一切都說盡、做盡，
就只有你。

跟你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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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Follow On：
跟隨前行者。這詞可作形容詞或名詞用。例如：“He sends the 
first group with a follow-on of two more groups the next 
day.”（他派了一隊先出發，另外兩隊翌日尾隨。）

(b)　Haze：
名詞，既可解作因煙霧、塵埃構成的朦朧視野，
也可解作因人內心的混亂以致思路不清。

(c)　Descending：
形容詞，解作由高至低、向下行、降下。歌詞裏
用以形容似是從天降下的一片寧靜。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創世記〉第十二章起是族長的故事，神的拯救計劃進入了新階段。

亞伯拉罕（亞伯蘭）是第一位登場的族長，神揀選他，因為他對神有過人的

順服。亞伯拉罕的信心，在歲月中漸漸增強，生命的瑕疵則漸漸除去。從他

以羅得為後著，到他打算由以利以謝為後著，繼而接受妻子撒拉（撒萊）的

建議納妾生子為後著，到最後他終於對神完全順服，連獨一的兒子以撒也肯

為神獻上。因此，亞伯拉罕被稱為「神的朋友」（代下二十 7）。

神吩咐亞伯拉罕獻以撒，即使在最後

關頭神阻止了亞伯拉罕，但這要求總

教人覺得不近人情！正因如此，亞伯

拉罕的經驗更能幫助我們明白神的愛

──祂為人獻上了獨生子，是獻上

了，沒有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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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約沙法王稱亞伯拉罕為祢的朋友，這真是

他對祖先亞伯拉罕最大的讚譽。但願我們也在祢的恩典裏成長，成為

一個愈來愈少以自己為中心，愈來愈體貼祢的心意，能稱為祢的朋友

的人。願我們每想起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事，便更深刻地體會祢為我們

捨了獨生子的大愛，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掛飾的象徵——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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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田野默想

讀經（兒童）

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到神所說的日期，

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亞伯拉罕給撒拉所生的兒子

起名叫以撒。

（創廿一 2～ 3）

撒拉說：「神使我喜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笑。」又說：

「誰能預先對亞伯拉罕說『撒拉要乳養嬰孩』呢？因為在

他年老的時候，我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創廿一 6～ 7）

以撒稱為喜笑，因為他為家族帶來歡欣。讓小孩子說說自己的名字，看他（們）

是否明白父母的寄望和藉著名字為他祈求的福。

讀經（成人）

亞伯拉罕年紀老邁，向來在一切事上耶和華都賜福給他。亞伯拉

罕對管理他全業最老的僕人說：「……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為

我的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

（創廿四 1～ 2及 4）

利百加和她的使女們起來，騎上駱駝，跟著那僕人，僕人就帶著

利百加走了。那時，以撒住在南地，剛從庇耳拉海萊回來。天將

晚，以撒出來在田間默想，舉目一看，見來了些駱駝。利百加舉

目看見以撒，就急忙下了駱駝，問那僕人說：「這田間走來迎接

我們的是誰？」僕人說：「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臉。

僕人就將所辦的一切事都告訴以撒。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

撒拉的帳棚，娶了她為妻，並且愛她。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

這才得了安慰。

（創廿四 61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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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亞伯拉罕為兒子所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為他找妻子。而且，亞伯拉罕對神敬

畏，促使他為兒媳定下條件，就是必須是出於本地本族，而非迦南地的外邦女

子，因亞伯拉罕明白，這與以撒能否承受神所賜的福有莫大關係。

以撒第一次遠遠看見利百加的駱駝隊伍時，他正在田間默想，而利百加也遠遠

看見了他。以撒和利百加可算是門當戶對、一見鐘情，而這更是聖經首次明明

地記載一個丈夫愛自己的妻子！婚姻對以撒的其中一項祝福，就是幫助他從喪

母之痛中釋放出來，建立自己的家庭。

歷代聖徒的體會：

Arise My Love（【起來！我所愛】）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歌詞是從〈雅歌〉而來，但正好描述以撒與利百加的愛

情故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dom4pLg1M。

Arise, my love, my lovely one come,
The winter is past and the rains are gone.
The flowers appear, it's the season of song,
My beautiful one, arise and come with me.

Who is it that appears like the dawn?
As fair as the moon, as bright as the sun?
Show me your face, let me hear your voice.
My beautiful one, arise and come with me.

Set me like a seal on your heart,
For love is unyielding as the grave.
The flash of it is a jealous fire,
No flood can quench,

For love is as strong as death.
Arise my love and come with me
Before the dawn breaks and the shadows flee.
You ravished my heart with just one glance
My beautiful one, arise and come with me.

起來　我所愛　跟我同結伴
寒日已往　雨水止息
百花開放　傳遍百鳥聲音
我美麗的一位　起來　跟我走

問哪一個彷清晨乍現？
如明亮太陽　如月一般皎潔？
期望可見妳臉　聽妳聲音
我美麗的一位　起來　跟我走

求像烙印在妳心懷
因為愛有如墳墓　堅定不屈
如嫉恨之烈焰
大水不能熄滅

愛　如死那樣堅強
起來　我所愛　跟我同結伴
長夜已到　日影飛去
妳只一眼　奪去我的心
我美麗的一位　來吧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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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Jealous：
形容詞：常解作嫉妒、妒忌；但也可解作小心守護、唯恐失去，例如：
“We are jealous of our hard-won freedom.”，即「我們珍惜這得
來不易的自由。」

當這詞用來形容神，《和合本》譯為「忌邪的」（如：出二十 5），指
神要求信徒對祂絕對忠實，不可既敬拜他，又拜其祂偶像。

(b)　Quench：
動詞：解作消除、終止、平息；“quench one’s thirst”就是「解渴」
的意思。歌詞中用以形容愛之火焰強烈得「大水也不能熄滅」，這出
自〈雅歌〉第八章 7節。

(c)　Ravish：
動詞：強奪、搶走；另一方面，也解作使人狂喜、陶醉、入迷。歌詞
中“ravished my heart with just one glance”（你只一眼便奪去
我的心），巧妙地使用了這個字的兩重意思。

Set me like a seal on your heart,
For love is unyielding as the grave.
The flash of it is a jealous fire,
No flood can quench,
For love is as strong as death.

Do not arouse or awaken love
Until it so desires.

Arise, my love, my lovely one come,
The winter is past and the rains are gone.
The flowers appear, it's season of song,
My beautiful one, arise and come with me.

I am my love's, my beloved is mine.
Arise and come with me.

求像烙印在妳心懷
因為愛有如墳墓　堅定不屈
如嫉恨之烈焰
大水不能熄滅
愛　如死那樣堅強

別要叫喚驚醒愛情
要等她情願

起來　我所愛　跟我同結伴
寒日已往　雨水止息
百花開放　傳遍百鳥聲音
我美麗的一位　來吧　跟我走

我屬我所愛　我所愛屬我
起來　與我結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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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以撒是亞伯拉罕從一開始便期待的兒子，但要經過廿五年漫長的等候方才

誕生。以撒的故事與父親亞伯拉罕及兒子以掃和雅各交織在一起，單單屬

於他的，就只有他與妻子利百加的這一段。愛情，使人的生命得以完全。

相比起亞伯拉罕和雅各，以撒的一生顯得較為平淡，但他與利百加在田野

邂逅卻是聖經中最浪漫的愛情故事。而且，以撒長大以後，成為一個安靜、

與神有親密關係的人。他的人生大事，正發生在他在田野默想之時。

利百加也有過人之處。當亞伯拉罕的僕人依靠著神而尋見她時，利百加對

這段愛情極為主動（創廿四 50 ～ 60），她離家的決心堪與她的家翁亞伯

拉罕憑信離開哈蘭媲美，這也使她成為神所揀選的家族之一員。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敬畏祢的人是有福的。願我們以及我們的兒女，

都成為愛祢、緊緊跟隨祢，委身事奉祢的人。這個將臨期，但願我們能因

為刻意預備自己，經歷到與祢之間前所未有的親密，能因為默想祢怎樣為

人預備救贖，更深切地體會到祢對世人不息的愛。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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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掛飾的象徵—— 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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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兒童）

生產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雙子。

先產的身體發紅，渾身有毛，如同

皮衣，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掃。隨後

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抓住以掃的腳

跟，因此給他起名叫雅各。

（創廿五 24 ～ 26 上）

兩個孩子漸漸長大，以掃善於打獵，

常在田野；雅各為人安

靜，常住在帳棚裏。

（創廿五 27）

讀經（成人）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

裏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裏躺臥睡了，夢見一

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

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

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

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

這裏，我竟不知道！」就懼怕，說：「這

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

的殿，也是天的門。」

（創廿八 10 ～ 17）

聽聽小孩子分享他對兄弟姊

妹或他的好朋友的意見：他

的性情怎樣？他待自己如

何？

也聽聽小孩子自我的評價，

他喜歡什麼？將來又想做什

麼？

第六天

溝通天地

P.24 P.25



默想重點：

雅各因為以紅豆湯換取長子名分，然後又騙取長子

的祝福，惹怒了哥哥以掃，結果要落荒而逃。但這位得蒙揀選的族長，卻在夢

中與神相遇，而那夢境表達出他在神的計劃裏所佔的重要角色。

雅各首次在夢中與神相遇，看見天梯上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只是當時他還未明

白那個夢的意思。雅各清楚知道跟他說話的是祖父亞伯拉罕的神，是他父親以

撒的神，只是他不知道神日後也要向他的後裔說祂是「雅各／以色列的神」，

他的人生使命不是巧取豪奪，而是溝通天地。

歷代聖徒的體會：

Ridica-voi Ochii Mei La Ceruri（【我要舉目】）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ggQgQ7n7MLc。

I will rise my eyes at the skies, 
From where my help came,
My help from God,
Who made the sky and the earth, 
My help from God, 
Who made the sky and the earth. 

Towards the Lord my steps will lead, 
And His law will be my alignment, 
My alignment from God,
Who made the sky and the earth.

My alignment from God.
Who made the sky and the earth.

I will rise my eyes at the skies, 
From where my salvation will come, 
My salvation from God, 
Who made the sky and the earth.

My salvation from God, 
Who made the sky and the earth. 

我要向天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
從創造天地的上主而來，
我的幫助，
從創造天地的上主而來。

我跟從上主引領走每一步，
祂的律法就是我所依從的，
我所依從的，
從創造天地的上主而來。

我所依從的，
從創造天地的上主而來。

我要向天舉目，
我的拯救從何而來，
我的拯救，
從創造天地的上主而來。

我的拯救，
從創造天地的上主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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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

道理。

(a)　Salvation：
名詞，解作拯救、保護、免於被毀滅。就基督教教義來說，
救恩不止於消極地指脫離危險，更是帶來幸福狀況，意即，
神不但將人從罪惡、死亡和撒但手中解救出來，更因為人信
奉耶穌基督為救主而讓人得享永生。雖然救恩要待末日才圓
滿實現，但卻也是信徒此時此刻的真實經驗。

(b)　Rise：
標準用法是不及物動詞，解作起來、升起、
向上等，在這首歌中則和“raise”同義，連
“eyes”一起用，解作舉目向上望。

(c)　Alignment：
直線的排列、各項組件恰當的排序，引申解作
正確的次序、可賴以作標準的規
矩。

雅各是個有趣的人物，從出生的時

候起直到與神的使者摔跤之時（創

卅二 22 ～ 32），他仗著自己的機

智和緊緊抓住時機的性格，經歷了

顛沛的半生。在與他的舅父拉班鬥

智鬥力的過程中，他得了一個大家

庭，共有十二個兒子，豈知這也是神的

計劃，要藉著以色列向列國作見證，使人認

識以色列的神。

人何等有限，鮮能看出神在自己身上的計劃。但雅各

的生命可以充分說明：「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

指引他的腳步。」（箴十六 9）即使如此，人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做一個聰明和可靠

的選擇，就是舉目仰望那位造他、愛他的神，並且緊守、遵行祂的話，因為神不但

對人有計劃，而且那是使人得福的計劃！

至此，神從揀選亞伯拉罕一人，賜福給他，他的後裔漸漸多起來，已成為一個大家

族。神的旨意與這大家族眾多成員的心思互動，發展出以色列曲折的民族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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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梯子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

聖誕掛飾掛

在我們的聖

誕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我們的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乎祢。

祢曾說，祢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祢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但

願我們早日學懂不依循自己那渺小的腦袋之中那不周全的計策行

事，而專心奉行祢的教導，實行祢的旨意。當我們每天細心思想祢

對人的救贖如何逐步實現，願我們對祢信靠和順服的心，也天天增

長。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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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兄弟復和
讀經（兒童）

以色列原來愛約瑟過於愛他的眾子，因為約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給

約瑟做了一件彩衣。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愛約瑟過於愛他們，就恨

約瑟，不與他說和睦的話。約瑟做了一夢，告訴他哥哥們，他們就

越發恨他。約瑟對他們說：「請聽我所做的夢：我們在田裏捆禾稼，

我的捆起來站著，你們的捆來圍著我的捆下拜。」

（創卅七 3～ 7）

問問小孩子，以他看來，父母／其他長輩偏心嗎？假如小孩子自覺是被偏愛的

一位，請他想想其他兄弟姊妹／朋友的感受；假如小孩子自覺是被忽略的一位，

請細心聽聽他有何感受。

讀經（成人）

約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聲說：「人都要離開我出去！」約瑟

和弟兄們相認的時候，並沒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聲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

中的人都聽見了。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是約瑟，我的父親還在嗎？」他弟兄

不能回答，因為在他面前都驚惶。

約瑟又對他弟兄們說：「請你們近前來。」他們就近前來，他說：「我是你們的

兄弟約瑟，就是你們所賣到埃及的。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這

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現在這地的饑荒已經二年了，還有五年

不能耕種，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世上，又要

大施拯救，保全你們的生命。「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相。你們要趕緊上到我父

親那裏，對他說：『你兒子約瑟這樣說：神使我作全埃及的主，請你下到我這裏來，

不要耽延。你和你的兒子、孫子，連牛羣、羊羣，並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

珊地，與我相近，我要在那裏奉養你；因為還有五年的饑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屬，

並一切所有的，都敗落了。』「況且你們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憫的眼，都看見是我

親口對你們說話。你們也要將我在埃及一切的榮耀和你們所看見的事，都告訴我

父親，又要趕緊地將我父親搬到我這裏來。」於是約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憫的頸項

上哭；便雅憫也在他的頸項上哭。他又與眾弟兄親嘴，抱着他們哭，隨後他弟兄

們就和他說話。

（創四十五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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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約瑟既得父親偏愛，卻不懂人情世故，結果落得被

賣的下場。他在埃及經歷幾番起跌，最終做了管理全埃及地的宰相。然而，他

心想卻想念父兄和弟弟便雅憫。及至迦南地發生飢荒，雅各的眾子往埃及糴糧，

兄弟們終於久別重逢，使約瑟情不自禁。

神透過曲折的人生際遇令約瑟學懂從神的角度看事情，以致他能對兄弟們說：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

全生命。」（創四十五5）。再加上猶大言語間流露出對父親和弟弟關切之情（創

四十四 18 ～ 34），讓約瑟發現兄長也非乏

善可陳，於是約瑟把握機會，主動與兄長們

復和，與同父同母的弟弟便雅憫相認。愛，

比恨的力量更強大。

歷代聖徒的體會：

Psalm 133（【詩篇 133】）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kOQ9FM5gtjU。

Behold, how good and how pleasant it is
For brethren to dwell together in unity!

It is like the precious ointment upon the head, 
that ran down upon the beard,
even Aaron’s beard:
that went down to the skirts of his garments.

As the dew of Hermon, 
and as the dew that 
descended upon the mountains of Zion:
for there the Lord commanded the blessing, 
even life for evermore.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
流到鬍鬚──
就是亞倫的鬍鬚，
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
就是那甘露，
降在錫安山，
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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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Brethren：
古英語，複數名詞，就是“brothers”，兄弟們的意思，特別用於教友們的
互稱。又可解作「同業」、「同道」，例如：“Our scientific brethren 
have been blamed for this.”（我們自然科學界的同行們因此事受到責
備。）

(b)　Dwell：
動詞，解作居住、停留，也可解作一種持續的狀態，例如“dwell in 
happiness”，即「常常喜樂」。

(c)　Dew：
名詞，解作露水，也取其「清新、易逝」之象徵意義，如“the dew 
of youth”，即「如朝露的青春」。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從始祖亞伯拉罕開始，以色列人有數次下埃及的經驗。就連神的兒子降生

之後，也曾因為逃避希律而下到埃及。

約瑟的人生印證了神的智慧與大能，祂的救贖與人的選擇奇妙地結合，祂

能從人的惡裏帶出美善。眾兄長因為嫉妒而對約瑟動了殺機，但神卻給呂

便和猶大愛弟兄的心；波提乏之妻誣陷令約瑟結識了達官貴人；迦南地的

飢荒促成了兄長們南下糴糧的行動。當一切都準備就緒，約瑟的考驗便臨

到：他要在報復和復和之間作抉擇，而約瑟選擇了後者。弟兄和睦同居，

原是最善最美。

約瑟的寬宏使心中有愧的兄長們也吃驚，但卻成就了神奇妙的計劃，因為

約瑟的抉擇促成了雅各──就是以色列──舉家南下，這便為以色列民族

歷史上最重要的得救經驗──出埃及──埋下了伏線。

約瑟的抉擇促成了雅各──就是以色列──舉家南下，這便為以色列民族

歷史上最重要的得救經驗──出埃及──埋下了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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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祢教導我們無論如何不可為惡所勝，倒要以善

勝惡。求祢幫助我們緊記：基督耶穌降世，是為了拯救罪人，而我們與我

們的同伴一樣，都是罪人而已。當我們又要與人斤斤計較，不肯寬恕之時，

求祢提醒我們，叫我們記起自己那卑微的

生命的本相，幫助我們忘記恨，選擇愛。

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掛飾的象徵——彩衣／米包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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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頒布十誡
讀經（兒童）

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

理埃及，對他的百姓說：「看

哪，這以色列民比我們還多，

又比我們強盛。來吧！我們

不如用巧計待他們，恐怕他

們多起來，日後若遇甚麼爭

戰的事，就連合我們的仇敵

攻擊我們，離開這地去了。」

（出一 8～ 10）

過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

列人因做苦工，就歎息哀求，

他們的哀聲達於神。神聽見他

們的哀聲，就記念他與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

神看顧以色列人，也知道他

們的苦情。

（出二 23 ～ 25）

讀經（成人）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

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

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

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

直到千代。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

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

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

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

婢、牲畜，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

工都不可做，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

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

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不可殺人。

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

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出二十 1～ 17）

請小孩子分享一次辛苦的經驗，

幫助他細心分析那使他辛苦的原

因。

約瑟為宰相時，把全家接到埃及

地居住，但他不能控制自己離世

之後的任何事。請問問小孩子，

誰人能夠一生保護他，引導他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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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十誡的精神始於關係：「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出二十 1）這關係也決定了以色列民詮釋十誡的正確方向，那不是十項守規，

而是十句有情的話；固然是提醒以色列民「不可」做這做那，更深的含義是神

已使他們完全滿足，他們根本「不必」做這做那。

離開為奴之地固然意味著自由，但以色列人要獲得的自由並非「為所欲為」，

而是從罪惡權勢的轄制下釋放出來，歸到那位只會愛人、不會加害於人的神的

管治之下；從被迫做工的狀態，進入因愛神而守律法的狀態。

歷代聖徒的體會：

When You Believe（【當你相信】）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M2-hg7xJs。

Many nights we've prayed
With no proof anyone could hear
In our hearts a hopeful song
We barely understood

Now we are not afraid
Although we know there's much to fear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ew we could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In this time of fear
When prayers so often prove in vain
Hope seems like the summer birds
So swiftly flown away

許多夜晚我們禱告
不確定神是否聽到
心中有首盼望之歌
超越我們所能明瞭

如今我們不再恐懼
儘管未來令人畏懼
早在我們明白以前
我們信心已能移山

當你相信  就能帶來奇跡
儘管盼望微弱  卻難以滅絕
誰知道你能造出奇跡
當你相信  你就能行
當你相信  就能做到

終結心中恐懼
儘管禱告似乎徒勞
盼望如同夏日小鳥
驚恐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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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now I'm standing here
My heart's so full I can't explain
Seeking faith and speaking words
I never thought I'd say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They don't always happen when you ask
And it's easy to give in to your fears
But when you’re blinded by your pain
Can't see your way straight through the rain
A small but still, resilient voice
Says love is very near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Just believe, just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我仍要持守站立
我心豐盛難以言喻
我從未想過我能開口  尋求信心
為神發聲

只要相信  就能創造奇跡
儘管盼望微弱  卻難以滅絕
誰知道你能造出奇跡
當你相信  你就能行
只要相信  你就能行

當你祈求就必得著
不必屈服恐懼之下
我們總因苦痛盲目
經歷恩雨反能看見
靜默之時祢的聲音
訴說盼望已然來臨

只要相信  就能創造奇跡
儘管盼望微弱  卻難以滅絕
誰知道你能造出奇跡
當你相信  你就能行
當你相信  就能做到

只要相信  你就能行
就是相信  單單相信
當你相信  就能做到

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Miracle：
名詞，解作奇跡、不可思議的事，也解作神蹟。但在出埃及記裏，和
合本翻譯為「神蹟」一字英文聖經多譯為“sign”，是記號的意思，
強調的不是事情的奇妙，而是那些事情能讓人分辨出那是神的作為。

(b)　Frail：
形容詞，解作脆弱的、不堅實的。例如，“In his old age his 
health became increasingly frail.”，是指「他的體格隨著年齡增
長而越發衰弱」。

(c)  Resilient：
形容詞，解作堅定的、能迅速復元的、適應力強的。形容一棵樹
“resilient to pests”，就是指它不怕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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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以色列民在埃及法老手下受苦，神定意施行拯救。

摩西由埃及王子淪為逃犯，輾轉成為牧羊人，每一步都是神陶造他、裝備他的

過程。他在八十歲才蒙召，要帶領以色列民離開埃及這為奴之地。神以十災折

服法老，令他不得已釋放以色列民離去。在紅海之濱，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之

際，神竟然使紅海分開，百姓得以行旱地離開埃及。

離開為奴之地之後，以色列民在曠野面對眾多考驗，缺水缺糧自是首當其衝。

神是豐盛的神，萬物之主，祂絕不吝嗇賜人生活所需。但神知道人不的豐盛不

只在於鬆開奴僕的軛以及身體飽足，神要與他們立約，使他們在神人的關係下

得以滿足。可惜，以色列民連番顯出他們的不信，最終這不信的一代皆倒在曠

野。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出埃及是以色列

民最重要的屬靈經驗之一，求祢幫助我們掌

握這故事的精義，好叫我們曉得真理，知道

堅守與祢之間的約才是真正的福樂。當聖誕

臨近，世人都在鼓吹消費的時候，求祢幫助

我們以祢為滿足，更幫助身邊的人明白

祢的愛子降世為人的意義。奉主耶穌

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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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法版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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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應許之地

讀經（兒童）

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

裏撒種，用腳澆灌，像澆灌菜園一樣。你們要過去得為業

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你神所

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申十一 10 ～ 12）

請小孩子談談長大後想往哪些地方，聽聽他們的理由。

也請小孩子分享一下曾去過並覺得最美的地方，那裏最吸引他的是什麼呢？

讀經（成人）

約書亞對眾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們過了約旦河，

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革迦撒人、

希未人、耶布斯人都與你們爭戰，我把他們交在你們手裏。我打發黃蜂飛在

你們前面，將亞摩利人的二王從你們面前攆出，並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

你的弓。我賜給你們地土，非你們所修治的；我賜給你們城邑，非你們所建

造的。你們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們所栽種的葡萄園、橄欖園的果子。』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地事奉他，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在

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

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

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百姓回答說：「我們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因耶和華我們的神曾將

我們和我們列祖從埃及地的為奴之家領出來，在我們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蹟，

在我們所行的道上，所經過的諸國，都保護了我們。耶和華

又把住此地的亞摩利人都從我們面前趕出去。所以，我們必

事奉耶和華，因為他是我們的神。」

（書廿四 2上及 11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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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約書亞接續摩西，帶領新一代的以色列民過約旦河，攻取流奶與

蜜的應許之地──迦南。經過南征北討，迦南地大致拿下了。約

書亞將神的心意轉告百姓，帶領他們回憶如何得著所站之地，讓

他們記起神的大能和信實。

約書亞以身作則，斬釘截鐵地表明了他和他家族的信仰抉擇。對

於這一位親身經歷過紅海分開、見過神在西奈山顯現時震動大

地、曾與耶和華軍隊的元帥面對面說話、在大小爭戰中得著神的

幫助而得勝的領袖，事奉耶和華是當然的選擇。

歷代聖徒的體會：

Bring Us Home（【領我們回家】）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詩歌描述約書亞帶領以色列民過了約旦河，面對城池堅

固的耶利哥城的心境，側面地描寫神奇妙的作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5SZzbHUi9A 。

(Joshua)
I’m man in the land of giants
I’m the cry of a thousand dreams
I am the shoulders holding the nation
High enough to still believe
We remember the chains we carried
Won’t forget about the day we left
Every heart still beats
With hope of a promise made, a promise kept

(Israelites)
Yahweh, oh Yahweh
Bring us a new day
Bring us home
Lead us to the highest wall
Every single stone will fall
We have never walked alone
Only You can bring us home

（約書亞）
我置身巨人之地
為千萬個夢在呼喊
我雙肩擔起這個國家
因為夠高仍能相信
還記得我們所背負的鎖錬
未忘離開那天
每顆心仍在躍動
為了那個一直守住的應許

（以色列民）
耶和華啊  耶和華
領我們踏入新的一天
領我們回家
帶我們到最高的牆垣
每一塊石都要跌下
我們從沒孤單行走
只有祢  能領我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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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ua)
No mercy in the high noon desert
No shadow gonna block the sun
Still covered in dust
From all our yesterdays and days to come
Every turn is a new temptation
We want to bow down to something new
As for me and my generation we’ll serve
No one but You

(Israelites)
Yahweh, oh Yahweh
Bring us a new day
Bring us home
Lead us to the highest wall
Every single stone will fall
We have never walked alone
Only You can bring us home
Every teardrop in the sand
Longing for a distant land
We have never walked alone
Only You can bring us home

You are fire in the night sky
You are cloud by day
We’re calling on the name of Yahweh

(Joshua)
In seven days everything was made
And in a week
It’s crazy how everything can change
Yeah, and we gonna march around this wall
‘Til we hear the Lord’s call
Hoping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So when your life is all a wilderness
And your darkest night is
Every one you took a breath
All you know to do is follow
Hoping for a new tomorrow
Where your sorrows don’t exist
And pain is put to death
As we stomp around a seventh time
I anticipate a taste of what He says is mine
Cry, cry, until you see it fall
Till you look beyond a wall
And you see it all

(Israelites)
Bring us home
Lead us to the highest wall
Every single stone will fall
We have never walked alone
Only You can bring us home

（約書亞）
曠野裏烈日無情地暴曬
無遮無擋
滿臉風霜
昨天  今天  明天
滿佈新的試探
我們也許想向別的叩拜
但我和我這一代
只會單單事奉祢

（以色列民）
耶和華啊  耶和華
領我們進新的一天
領我們回家
帶我們到最高的牆垣
每一塊石都要跌下
我們從沒孤單行走
只有祢  能領我們回家
曠野裏每一顆淚
都渴望著那遙遠之地
我們從沒孤單行走
只有祢  能領我們回家

在夜空中祢是火光
在烈日下祢是白雲遮蔭
我們呼喚耶和華的名字

（約書亞）
只需七天  祢甚麼也造成了
七天之內
所有事情卻都要改變  真是瘋狂
啊  我們要圍繞這城牆
直到我們聽到上主的呼召
盼望生命從此不一樣
所以  當你覺得生命像迷失於荒野
每個晚上
都只是無盡的黑暗
你知道  你只須跟從
盼望新的一天將臨
到那天  你的愁苦不再存在
痛苦已被治死
就在我們圍繞第七次興奮踏步的時候
我嚐到祂早就說我會嚐到的滋味
呼喊吧  直至你見它倒下
直至你望穿這牆
此時  你看到了一切

（以色列民）
領我們回家
帶我們到最高的牆垣
每一塊石都要跌下
我們從沒孤單行走
只有祢  能領我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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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Temptation：
名詞，解誘惑、引誘，基督教裏解作試探，即魔鬼對人施行的誘惑。
舊約及新約聖經中最為人知的兩個試探，分別就伊甸園裏蛇對夏娃的
試探，以及在曠野裏魔鬼對主耶穌的試探。但以色列民在曠野發怨言
及挑戰摩西的權柄，也被描述為對神的試探。

(b)　Wilderness：
名詞，解作曠野、荒無人煙的地方，也可解作令人困惑、摸不透的狀況，
例如歌詞裏：“when your life is all a wilderness”，就是以這個
字描述一種生命中一時混沌、迷失的狀態。

(c)　Stomp：
動詞，解作重踏、跺腳，作名詞用時可解作重踏時發出的聲音，另有
一個解釋是頓足爵士舞（一種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流行舞）。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當摩西派十二探子刺探迦南地時，只有約書亞和迦勒兩位報喜訊，在他們

那一代，就只有他們兩位能親身進入應許之地，見證神的信實。

相對於神總以摩西為中介者的時候，約書亞身處救恩歷史的另一階段。律

法已頒布、會幕、約櫃等亦已造成，利未支派被揀選為祭司一族，在會幕（並

後來的聖殿）事奉。「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神的子民」這約的關係

已確立，約書亞的任務，不但要帶領以色列民取得應許之地，更要藉此讓

外邦人看見那獨一的神──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神！

約書亞死了以後，神興起了士師替以色列民爭戰，把他們從外邦人的欺壓

中釋放出來。然而，以色列民以為有一位地

上的君王統領他們，會比神透過士師、先知

帶領他們好，遂向撒母耳先知提出立王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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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不論我們有否留心察驗，祢總是與我們同

在、與我們同工的神。正如以色列民要在祢的帥領下進入應許之地，

我們這些守候主耶穌的人，也渴望主耶穌顯現的時候，實現新天新地

在人間。求祢幫助我們自愛、自重，守住基督徒的身分，好叫主耶穌

回來的時候，能看見我們是忠心、堅定的僕人，正如約書亞一樣。奉

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掛飾的象徵——蜜糖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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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兒童）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

裏嗎？」他回答說：「還有個小的，

現在放羊。」撒母耳對耶西說：「你

打發人去叫他來；他若不來，我們必

不坐席。」耶西就打發人去叫了他來。

他面色光紅，雙目清秀，容貌俊美。

耶和華說：「這就是他，你起來膏

他。」撒母耳就用角裏的膏

油，在他諸兄中膏了他。

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

就大大感動大衞。撒母

耳起身回拉瑪去了。

（撒上十六 11 ～ 13）

讀經（成人）

時，你在異象中曉諭你的聖民說：「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

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舉那從民中所揀選的。我尋得我的僕人大衞，用我

的聖膏膏他。我的手必使他堅立，我的膀臂也必堅固他。仇敵必不勒索他，

兇惡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敵人，擊殺那恨他的人。只

是我的信實和我的慈愛要與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角必被高舉。我要使

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稱呼我說：『你是我的父，是我

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為長子，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

為他存留我的慈愛，直到永遠，我與他立的約必要堅定。我也要使他的後

裔存到永遠，使他的寶座如天之久。

「倘若他的子孫離棄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棄我的律例，不遵守

我的誡命，我就要用杖責罰他們的過犯，用鞭責罰他們的罪孽。只是我必

不將我的慈愛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實廢棄。我必不背棄我的約，也

不改變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聖潔起誓，我決不向大衞說謊。

他的後裔要存到永遠，他的寶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恆一般；又如月亮永遠堅

立，如天上確實的見證。」

（詩八十九 19 ～ 37）

問小孩子：身邊有沒有外表

兇神惡煞，但其實極之善良

的朋友？

請小孩子分享一下他對此話

的了解：「人是看外貌；耶

和華是看內心。」

第十天

牧童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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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大衞的一生曲折而精彩，他是牧童，卻被選上為君王；他被稱為「合神心意的

人」（撒上十三 14），又犯下禍及後人的大罪（撒下十二 10）；他曾是戰勝

巨人的勇士，又曾在兒子謀反時慌亡逃命（撒下十五 14）；他對得罪他的示每

表面仁慈，背後卻藏殺機（王上二 8～ 9）。

神對人的生命有至高無上的絕對主權，但祂「決不向大衞說謊」。大衞蒙恩正

好說明，神並不是要尋找在言語、行為和心思上毫無瑕疵的人，而是尋找懂得

以祂為神、榮耀祂、順服祂、愛祂的人。大衞的罪禍延後代，但神還是與他立

了永遠的約，以致基督來到世上的時候，也稱為「大衞的子孫」！

歷代聖徒的體會：

Shepherd Boy（【牧童君王】）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NhPboI-5Y。

One by one Jesse's sons
Stood before the prophet
Their father knew a king would soon be found
And each one passed except the last
No one thought to call him
Surely he would never wear a crown

But when others see a shepherd boy
God may see a king
Even though your life seems filled
With ordinary things
In just a moment He can touch you
And everything will change
When others see a shepherd boy
God may see a king

耶西的兒子一個又一個
站到先知跟前
他們的父親知道  有一位將成為君王
所有兒子都出來了  除了一位
沒有人想過要叫他來
他根本不可能戴上王冠

不過  眾人都輕看的一個牧童
竟是上主眼中的君王
即使你的生命
看來多平凡
在上主觸碰你的那一刻
一切都會改變
眾人輕看的一個牧童
就是上主眼中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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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一個接一個
夢想不斷被粉碎
事情有時就是如此難以明暸
但機遇  環境
其實都不要緊
因為明天在我們父神手中

眾人都輕看的一個牧童
竟是上主眼中的君王
即使你的生命
看來多平凡
在上主觸碰你的那一刻
一切都會改變
眾人輕看的一個牧童
就是上主眼中的君王

他並非最年長
也不是最強壯
但那天他給選上了
然後巨人被他擊下
列國顫抖
勢大不可擋

眾人都輕看的一個牧童
竟是上主眼中的君王
即使你的生命
看來多平凡
在上主觸碰你的那一刻
一切都會改變
眾人輕看的一個牧童
就是上主眼中的君王

One by one problems come
And dreams get shattered
And sometimes it's hard to understand
But things like chance and circumstance
They don't really matter
Our Father holds tomorrow in His hands

And when others see a shepherd boy
God may see a king
Even though your life seems filled
With ordinary things
In just a moment He can touch you
And everything will change
When others see a shepherd boy
God may see a king

Well it wasn't the oldest
Wasn't the strongest
Chosen on that day
And yet the giant fell
And nations trembled
When they stood in his way

And when others see a shepherd boy
God may see a king
Even though your life seems filled
With ordinary things
In just a moment He can touch you
And everything will change
When others see a shepherd boy
God may see a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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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

道理。

(a)　Shepherd：
名詞：牧羊人，也可解作保護者、牧師、牧羊狗；作動詞用
可解作牧羊、帶領、引導、守望；而當這字前加上“the”而
第一個字母又作大寫時：“the Shepherd”，可理解為以色列
的神，在新約則專指耶穌基督。

(b)　rophet：
名詞：預言家、提倡者，在基督教裏指先知；
這詩歌裏提到的 prophet 就是舊約裏的撒母耳
先知。

(c)  Tremble：
動詞：解作顫抖、戰慄、搖動，也可解作
擔心、焦慮，“to tremble for 
somebody’s safety”，就
是為某人的安全
擔憂。形容一個人
因為極度緊張以致
渾身發抖，口語可
說“He was all of 
a tremble (before 
the examination).” 神對人是極為慷慨的，祂在每一時

候尋找可以與祂同工的人，以實現

祂對人類的愛，履行祂對人的應

許。而且，祂為愛，甘願與人立約

來約束自己，不再以洪水毀滅世界

（挪亞之約）：祂與亞伯拉罕立約，

使亞伯拉罕成為萬國之父，後裔多如海

沙和繁星；祂與大衞立約，從大衞家興起永

遠的君王。

即使神知道以色列人嚷著要立王是因為厭棄祂作王，

神還是「順應民意」，並在亞伯拉罕的子孫中尋找合自己

心意的人。掃羅失敗了，祂揀選了大衞。大衞怎樣合神心意？

大衞不忍耶和華的軍隊受辱，以無比的信心和勇氣迎戰巨人歌利亞，「靠著萬軍之

耶和華的名」把他殺敗；他尊重神，不肯加害「耶和華的受膏者」（掃羅）；他記

念耶和華的約櫃，要把約櫃運進大衞城；他更想到要為耶和華建殿。大衞被視為以

色列史上最完美的君王，不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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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羊／牧人杖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

飾掛在我們的聖誕

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但願我們都成為合祢心意的人！求祢幫助我們

在將臨期期間敬虔、警醒，學效大衞的榜樣，在回應任何事情之前，懂得

先想想祢的名怎樣才能得榮耀，怎樣才算是尊重祢，更懂得像主耶穌所教

導的，先求祢的國和祢的義。願祢使用我們，在聖誕臨近的時候，付出心

思、時間、金錢，為要與未曾認識祢的人分享福音的好處！奉主耶穌的名

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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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天

以馬內利
讀經（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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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七 14）

任憑你們同謀，終歸無有；

任憑你們言定，終不成立，

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賽八 10）

讀經（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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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

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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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九 6～ 7）

考考小孩子，看他知道「以

馬內利」是什麼意思否。

聽聽小孩子曾在何事上感到

神與他同在。

默想重點：

「以馬內利」的預言由以賽亞書第七章

一直發展至第九章，先由以賽亞先知請

亞哈斯王向耶和華求一個兆頭開始（第

七章），繼而是神藉以賽亞先知得兒子

一事延續「神與我們同在」的信息（第

八章），最終是先知宣告將來「有一嬰

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神

的應許將要在他身上完全實現。

有解經家認為以賽亞書第九章所指的嬰孩是指南國猶大的一代明君希西家。然

而，先知的話雖然具有當代的意思，但由於那位嬰孩擁有四個極為尊

貴和神聖的名號，顯然絕非一個平凡的人，故此當馬

太福音的作者在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亮光中重

讀這經文時，便看見神的應許已在耶穌基督身

上圓滿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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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聖徒的體會：

Emmanuel（【以馬內利】）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nMZPaSFb1o。

Holy, Holy
I will bow before
My Lord and King
Hallelujah
You have come to us
You make all things new

Emmanuel, Jesus Christ
You'll never let me go
My Shepherd King
You're watching over me
Emmanuel

So Amazing
You have made the stars
Of the deepest night
Still you love me
and you have called my name
and I will follow you

Emmanuel, Jesus Christ
You'll never let me go
My Shepherd King
You're watching over me
Emmanuel, Emmanuel
Emmanuel, Emmanuel

Holy, Holy
God Almighty
There is none like you
Holy, Holy
God Almighty
There is none like you

Emmanuel, Jesus Christ
You'll never let me go
My Shepherd King
You're watching over me
Emmanuel, Emmanuel
Emmanuel, Emmanuel

聖哉  聖哉
我屈膝跪拜祢前
我主  我王
哈利路亞
祢來到我們當中
祢把一切更新

以馬內利  耶穌基督
祢總不讓我走
我的大牧者  我的王
祢總在看顧我
以馬內利

太奇妙了
祢創造了眾星
滿佈夜之最盡頭
然而  祢仍愛我
祢呼喚我的名
我便跟隨祢

以馬內利  耶穌基督
祢總不讓我走
我的大牧者  我的王
祢總在看顧我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聖哉  聖哉
全能的神
無人像祢
聖哉  聖哉
全能的神
無人像祢

以馬內利  耶穌基督
祢總不讓我走
我的大牧者  我的王
祢總在看顧我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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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Emmanuel：

另一個串法是“Immanuel”，原為希伯來文（ ），音譯為「以

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在馬太福音裏「以馬內利」
是主耶穌基督的稱號（太一 23）。

(b)　Bow：
動詞，解作鞠躬、屈膝、下跪，也解作讓步、屈服、認輸；例如：“Ideals 
bow to practicality.”，意思是「理想屈從於現實」。“Bow”也可
作名詞，解作弓，也可解作虹。創世記九 13 ～ 14 的虹，英文譯本大
多為“bow”。

(c)　Magnify：
動詞，解作放大、加強，也可解作誇張、渲染。古英語用法則指頌揚、
讚美，也就是這歌詞中的用法。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以色列王國光輝的歷史甚為短暫，嚴格來說，就只有統一十二支派的大衞

和他兒子所羅門兩個朝代。所羅門死後，王國分裂為南國猶大（只有猶大

和便雅憫兩支派）及北國以色列（其餘十支派），只是兩國合起來也沒有

多少個好君王。

當以色列民要撒母耳先知替他們立王的時候，先知已清楚地向他們道出了

由人統治代替由神統治的弊處（撒上八 11 ～ 18）。果然，南北兩國共廿八

位君王之中，大部分獲得的評價皆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然而，慈愛的神救贖的計劃不因人的軟弱而廢棄，祂將為自己的子民預備

一位比大衞更完美的君王，亦只有那位君王能充分演繹何謂「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因為祂──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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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Emmanuel”牌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

飾掛在我們的聖誕

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我們願意高舉祢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為我們的君王。世上的君王享有特權、要受人服侍，甚至會欺壓自

己的百姓。但主耶穌基督不是這樣，祂為人放下一切權柄、前來服侍人，

甚至為救贖自己的百姓而捨命！在聖誕臨近的日子，願我們能熱誠地向未

曾認識基督，或曾經拒絕基督的人，活出充滿說服力的見證，讓他們明白

「以馬內利」這聖誕佳音！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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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天

耶西苗裔
讀經（兒童）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

說：「 不 要 哭！ 看

哪，猶大支派中的獅

子，大衞的根，他已

得勝，能以展開那書

卷，揭開那七印。」

（啟五 5）

讀經（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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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

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賽十一 10）

問問小孩子，獅子在動

物界中地位如何？根對

一棵植物又有何重要？

猶大的獅子和大衞的根

這兩個意象，怎樣幫助

小孩子認識耶穌基督？

默想重點：

在啟示錄裏，耶穌基督以得勝者的姿態出現。祂是猶

大的雄獅，又是大衞的根，兩個意象皆從舊約聖經而來，都表明神的信實，祂

總不背棄自己與亞伯拉罕和大衞所立的約。以賽亞書內多有對彌賽亞的預言，

賽十一 1～ 5正是其中之一，其當代的背景是亞述大軍為猶大帶來重大的威脅。

由於神的靈與他同在，彌賽亞能審判世界（賽二 4），而且表現出公義，也絕不

偏私。有別於地上的君王，彌賽亞看顧有需要的人、貧窮人和受欺壓的人。腰

被視為人體力量之源，彌賽亞以公義和信實束腰，表示那是他的管治的兩塊基

石，而且他已束好衣服，整裝待發；他是以色列民及新約教會的眾聖徒所期待

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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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聖徒的體會：

Jesus,Joy of Man's Desiring（【耶穌，世人期待的喜悅】）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dahkWDkv4。

Jesus, joy of man's desiring
Holy wisdom, love most bright
Drawn by Thee, our souls aspiring
Soar to uncreated light

Word of God, our flesh that fashioned
With the fire of life impassioned
Striving still to truth unknown
Soaring, dying round Thy throne

Jesus, joy of man's desiring
Holy wisdom, love most bright
Drawn by Thee, our souls aspiring
Soar to uncreated light

Word of God, our flesh that fashioned
With the fire of life impassioned
Striving still to truth unknown
Soaring, dying round Thy throne

耶穌  世人期待的喜悅
聖潔  智慧  最光明的愛
眾人的心靈都被祢吸引
奔往祢永恆的光中

道成了肉身
生命之火燃燒著
為彰顯真理奮鬥不息
鬥志高昂  乃至犧牲於寶座旁

耶穌  世人期待的喜悅
聖潔  智慧  最光明的愛
眾人的心靈都被祢吸引
奔往祢永恆的光中

道成了肉身
生命之火燃燒著
為彰顯真理奮鬥不息
鬥志高昂  乃至犧牲於寶座旁

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Desiring：
源於動詞“desire”，解熱切渴望，或解作渴望的東西、對象。

(b)　Aspiring：
渴望、追求，作形容詞則解作有志氣、有抱負的，有雄心壯志。

(c)　Uncreated：
形容詞：非創造的、自存的、永恆的；但也解作尚未被創造的，不存
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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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猶大國當時在國際上只是一個小國，經濟和軍事的實力上不及毗鄰的列強。然

而，有一點不可不知，在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的歷史上，有良好經濟及軍事

表現的，未必就是神眼中的好君王。關鍵由始至終是：到底那君王是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正的事，抑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但神一再向猶大保證，祂必從耶西的苗裔、大衞的後代中興起彌賽亞。南國的

歷史上少數的好君王，某程度上均滿足了人民對彌賽亞降臨的期望。然而，在

神的救贖計劃裏，那能為世界帶來平安的其實不是別人，乃是神的兒子本身。

詩歌表達出主耶穌基督正是「世人期待的喜悅」，然而，祂的救贖並不如人所

期望的，以君臨天下的方式達致，而是在世上「為彰顯真理奮鬥不息」，最終

將自己獻為贖罪的羔羊！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感謝祢對我們世人

的深恩厚愛。在人悖逆的時候，祢顯明祢的忍

耐；在人悔改的時候，祢總會動慈心；更重要

的是，祢在人還未知罪、悔罪、認罪、離罪之

前，早已廣行赦免，並為人預備了永遠有效的

救贖。願世人在今年聖誕，因為我們的見

證而認識祢的兒子，我們的救主──

降世為人的耶穌基督。奉主耶穌

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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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樹／枝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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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天

國度中興
讀經（兒童）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三 16 ～ 17）

約西亞登基的時候年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左右。

（代下卅四 1～ 2）

請小孩子分享一下他對讀聖經的感受。他最愛的人物是誰？為什麼？

考考小孩子，約西亞被後人稱讚為好君王，原因是什麼呢？（參代下卅四 2）

讀經（成人）

約西亞王十八年，淨地淨殿之後，就差遣亞薩利雅的兒子沙番、邑宰瑪西雅、

約哈斯的兒子史官約亞去修理耶和華－他神的殿。他們就去見大祭司希勒

家，將奉到神殿的銀子交給他；這銀子是看守殿門的利未人從瑪拿西、以法

蓮，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猶大、便雅憫眾人，並耶路撒冷的居民收

來的。又將這銀子交給耶和華殿裏督工的，轉交修理耶和華殿的工匠，就是

交給木匠、石匠，買鑿成的石頭和架木與棟樑，修猶大王所毀壞的殿。

他們將奉到耶和華殿的銀子運出來的時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傳耶

和華的律法書。希勒家對書記沙番說：「我在耶和華殿裏得了律法書。」遂

將書遞給沙番。沙番把書拿到王那裏，回覆王說：「凡交給僕人們辦的都辦

理了。耶和華殿裏的銀子倒出來，交給督工的和匠人的手裏了。」書記沙番

又對王說：「祭司希勒家遞給我一卷書。」沙番就在王面前讀那書。

王聽見律法上的話，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與沙番的兒子亞希甘、米迦的

兒子亞比頓、書記沙番，和王的臣僕亞撒雅說：「你們去為我、為以色列和

猶大剩下的人，以這書上的話求問耶和華；因我們列祖沒有遵

守耶和華的言語，沒有照這書上所記的去行，耶和華的烈怒就

倒在我們身上。」

（代下卅四 8～ 11 及 14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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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拜偶像是以色列民最終淪為階下之囚的重要原因。在

所羅門建聖殿之前，以色列民和外邦人都會在邱壇獻祭（參王上三 2 ～ 4）。正

因為許多邱壇都是為向偶像獻祭而建（所羅門晚年，也為外邦的神建邱壇；王

上十一 6 ～ 8），因此不論希西家或約西亞，都有拆毀邱壇的行動，表明他們單

單要敬拜和事奉耶和華。

帶來猶大國中興的最重要原因，是約西亞在聖殿中發現「摩西所傳耶和華的律

法書」，並反省到他的列祖沒有遵行神的律法，以致神向以色列及猶大發怒。

故此，約西亞得到極高的評價：「在約西亞

以前沒有王像他盡心、盡性、盡力地歸向耶

和華，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後也沒

有興起一個王像他。」（王下廿三 25）

歷代聖徒的體會：

Victory Chant（【勝利頌唱】）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V6Rp9bECb4。

Hail Jesus You're my King
Your life frees me to sing
I will praise You all my days
You're perfect in all Your ways

Hail Jesus You're my Lord
I will obey Your word
I want to see Your kingdom come
Not my will but Yours be done

Glory glory to the Lamb
You take me into the land
We will conquer in Your name
And proclaim that Jesus reigns

Hail hail Lion of Judah
How powerful You are
Hail hail Lion of Judah
How wonderful You are
How wonderful You are
How wonderful You are

高舉主耶穌  祢是我王
祢釋放我，叫我自由歌唱
每一天我都要稱頌祢
祢真是完美

高舉主耶穌  祢是我王
我要遵行祢的道
我想見祢的國度降臨
只願祢的旨意成就

榮耀  榮耀  都歸羔羊
祢帶領我進入那地
我們要憑祢的名戰勝
且要宣告主耶穌作王

高舉高舉猶大之獅
祢何等強壯有力
高舉高舉猶大之獅
祢何等奇妙
何等奇妙
何等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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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Hail：
作動詞時解作歡呼、喝彩、祝賀、致敬；作名詞用可解作冰雹（例如
神在埃及地施行的雹災）。

(b)　Conquer：
動詞，解作征服、擊敗、得勝，也解作克服，例如：“to conquer 
one's fear”，就是克服內心的恐懼。

(c)　Reign：
動詞，統治、掌權、作王，也描述一種極為強盛、佔主流的情況，例
如：“Chaos reigned in the classroom.”，就是「課室裏一片混亂」
的意思。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像約西亞這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王，到底為猶大帶來怎樣的中興？

學者認為約西亞的中興未竟全功，除了因為他英年早逝之外（王下廿三

29），也是因為猶大已病入膏肓，以致拆毀邱壇、除掉偶像、邪術，重尊

律法等，只停留於表面的層次，並未為猶大國民帶來深層次的改變。畢竟，

約西亞的父親亞們只懂行惡，在位兩年便遭刺殺，祖父瑪拿西更是惡名昭

彰，因他正是把其父希西家拆毀的邱壇重建之人，而約西亞之後，猶大再

也沒有好君王了。約西亞的中興失敗之後，王國便只能步向滅亡。

律法是神藉著摩西頒布，要使以色列民得自由的。然而，以色列民既不以

耶和華為獨一真神，就更不曉得律法中有自由。按歷代志的記載，約西亞

戰死沙場，能為以色列爭戰並勝利的，如詩歌所說，是猶大的雄獅──耶

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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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多少次我們在屬靈

上的立志都是半途而廢，未竟全功。願祢赦免

我們的罪，也體恤我們的軟弱。求祢幫助，讓

我們透過重溫這段救恩的歷史而有所省悟，看

見謹守、遵行祢的道的重要，好為我們的生命

帶來真正的復興，甚至能在世人眼前為祢

作見證，榮耀祢的名！奉主耶穌的名

祈禱。阿們。

掛飾的象徵——律法書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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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天

城池破落
讀經（兒童）

你眼目清潔不看邪僻，不看

奸惡。行詭詐的，你為何看

著不理呢？惡人吞滅比自己

公義的，你為何靜默不語呢？

（哈一 13）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

就懼怕。耶和華啊，求你在

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

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

的時候以憐憫為念。

（哈三 2）

讀經（成人）

我想起這事，心裏就有指望。我

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

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

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

實極其廣大！我心裏說：「耶和

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

他。」凡等候耶和華、心裏尋求

他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人仰

望耶和華，靜默等候他的救恩，

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負軛，這

原是好的。他當獨坐無言，因為

這是耶和華加在他身上的。他當

口貼塵埃，或者有指望。他當由

人打他的腮頰，要滿受凌辱。因

為主必不永遠丟棄人。主雖使人

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

憫。因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

人憂愁。人將世上被囚的踹在腳

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或

在人的訟事上顛倒是非，這都是

主看不上的。

         （哀三 21 ～ 36）   

問問小孩子，他曾遭遇過什麼冤屈

沒有？曾見過善良的小孩子被兇惡

的小孩子欺負？

在小孩子眼中，社會上哪一類人最

可憐？會期望神怎

樣幫助那些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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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哈巴谷先知憤憤不平，因為他雖然知道猶大惡貫滿

刑，卻沒想到神竟然興起比猶大更惡的迦勒底人來懲罰猶大。迦勒底人擅戰而

且兇殘，為猶大帶來極大的痛苦。耶路撒冷被圍城超過半年，城中飢荒甚大（王

上廿五 1～ 3），耶利米先知是目擊者，但他只能為大城哭泣。

先知因為想起神的慈愛和憐憫，便由無以復加的痛苦轉向盼望，而且，神的慈

愛和憐憫日日新鮮，祂的信實極其廣大（這句話也成了經典聖詩的體裁）。於

是先知能以另一種目光看待耶路撒冷的遭遇，看它為神的管教。

歷代聖徒的體會：

El Shaddai（【全能的神】）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UEIpjmwsQ。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Elyon na Adonai.
Age to age You're still the same,
By the power of the name.
El Shaddai, El Shaddai,
Erkahmka na Adonai,
We will praise and lift You high,
El Shaddai.

Through your love and through the 
ram,
You saved the son of Abraham;
Through the power of your hand,
Turned the sea into dry land.
To the outcast on her knees,
You were the God who really sees,
And by Your might,
You set Your children free.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我的主  我愛祢
年月過去  千秋萬代  祢總不變
祢的名充滿權能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我的主  我愛祢
我們要高舉稱頌祢
全能的神

透過祢的慈愛  與那隻公羊
祢拯救了阿伯拉罕的兒子
祢充滿大能的手
叫汪洋變為乾地
祢沒忘記被驅逐的
祢是那位看見一切的神
祢有大能
叫屬祢的子民得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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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Outcast：
名詞，指被逐走、拋棄的人，遭整個社會忽略的，可稱為 "social 
outcast"，也可解作流浪者、被丟棄的動物或廢物。

(b)　Might：
作動詞用時解作力量、能力、權勢，有一個慣用語“by one's 
might and main”，解作「竭盡全力」，例：“He pushed and pulled 
with all his might and main but the door remained firmly 
closed.”，意即「他拼命地又推又拉，但門仍是緊緊的關著」。

(c)  Awesome：
形容詞，解作令人敬畏、驚歎的，也解作可怕的。當代
英語常用來表達很讚歎、很佩服的意思，大概等同於廣
東話中說「好勁呀」、「真犀利」的意思。

Through the years You made it clear,
That the time of Christ was near,
Though the people couldn't see
What Messiah ought to be.
Though Your Word contained the 
plan,
They just would not understand
Your most awesome work was done
Through the frailty of Your Son.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Elyon na Adonai,
Age to age You're still the same,
By the power of the name.
El Shaddai, El Shaddai,
Erkahmka na Adonai,
I will praise you 'till I die,
El Shaddai.

隨年月過去  祢使人清楚看到
基督來臨的日子漸近
縱使人們仍未看透
彌賽亞應該是何模樣
縱使祢的話語已表明祢的計劃
他們卻仍未明白
然而祢最偉大的作為經已成就
透過祢的愛子  取了最脆弱的樣式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我的主  我愛祢
年月過去  千秋萬代  祢總不變
祢的名充滿權能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我的主  我愛祢
我至死也要稱頌祢
全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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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以色列的民族歷史上最重大的得勝是出埃及，最悲哀的

挫折就是耶路撒冷在巴比倫大軍的鐵蹄下城池破落，國

中多人被擄。

以色列民痛定思痛，反省為何他們雖然信靠全能的神，

卻還是落得如此淒涼的下場。歸根究柢，他們認定並非以色列的神被外邦人的

神打敗了，而是以色列的不忠導致神要興起外邦人來管教他們。

然而，以色列民也記起神慈愛和信實的本質。正如耶利米先知說，「我們不至

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哀三 22）只

是還有一件事，超過了以色列民所能想象，就是神終極的救贖，竟是透過自己

的兒子取了最脆弱的樣式來成就的。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我們的人生也經歷過不少挫敗。可惜的是，我們並

不是每次都能從挫敗中有所醒悟，有所改善。很多時間，我們錯了再錯，重蹈

覆轍，直到我們要付上極大的代價。懇求祢幫助，使我們不會對祢的提醒甚至

管教無動於衷，更不會對

祢以獨生愛子那捨己之愛

無動於衷。相反，幫助我

們能愛主、事主，榮耀祢，

造就人。奉主耶穌的名祈

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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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掛飾的象徵——火把／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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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天

和平國度

讀經（兒童）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

來到？」耶穌回答說：「神

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

裏！看哪，在那裏！』因為

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

（路十七 20 ～ 21）

請向小孩子講解裝修的

概念。假如屋子要裝

修，小孩子會有何意見

呢？（顏色、材料、什

麼要保留、什麼要放

棄、什麼要新增……）

又問問小孩子，如果家

中要佈置一個聖壇（一

個讓別人一眼便看出這

家人崇拜神的地方），

應在那裏放置些什麼？

讀經（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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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羣；小孩子要牽引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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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十一 6～ 9）

默想重點：

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兩繼被滅，在猶大地只餘下老弱孤寡，國中精英都被擄

去了。但復國的盼望透過先知傳講的信息在以色列民心中不曾完成消滅。哈該

先知預言，日後重建起來的聖殿，要比所羅門建造的聖殿更輝煌。

在以賽亞先知眾多的預言中，和平的國度可能最廣為人知。先知本人，即使曾

活在希西家作王的時代，也未曾經歷過這屬天的平安：猛獸竟能與牲畜和平共

處，小孩子可以天真無邪地與猛獸和毒蛇玩耍；這和平的景象是認識耶和華的

知識充滿遍地的結果。人若羨慕這和平的景象，應先轉向尋求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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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聖徒的體會：

The Kingdom of God（【神的國度】）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nMaCK9JFAZc。

The kingdom of God is
justice and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Spirit.

Come, Lord, 
and open in us
the gates of your kingdom.

神的國度
是聖靈裏的
正義、和平與喜樂

主啊  請祢來
打開我們心中
天國的門戶

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a)　Justice：
名詞，解作正義、公義。英語慣用語“do justice”解作討回公道，
例子：“We must see that movie again to do it justice.”，就是「我們要多
看那套電影一次，才可以評論得公道。」

(b)　Peace：
名詞，解作和平、和諧、寧靜，也指心景的平靜，例子：“He gave her no 
peace until she agreed.”，就是「他不斷地煩擾她，直至她答應。」

(c)  Joy：
名詞，解作歡欣、喜悅、樂趣，英式口語用法可解作成功，例子：“I tried to 
get a taxi, but no joy.”，即「我想截的士但沒截到」。

在王國覆亡之前，耶利米先知力勸猶大君王不要抵抗巴比倫，因為滅亡既是出

於神的審判，就是不可避免的。於是，耶利米致信猶大被擄之民，勸他們在巴

比倫踏實投入地生活，等候回歸（耶廿九 1～ 23）。

以色列民從亡國的經歷中整理信仰，他們知道懷疑、抱怨、追悔，皆已無補於

事。他們發現眼前唯一積極的生存態度，就是堅定地信靠神的應許，等候彌賽

亞降臨。

但無論以色列民是否已痛定思痛，信仰的考驗其實總不停止。對於被擄之民，

他們要相信總有回歸的一天，要放棄不必要或抗爭。對於猶大地的餘民，他們

本來已是國家裏弱小的一群，如今更要面對外邦人的嬉笑怒罵，在困苦中不放

棄神給他們的指望。而彌賽亞帶來和平的國度，正是這兩批人心中的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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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獅子／熊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感謝你的恩典，我們在香港這地方，總算是安居樂

業。長久以來，我們不用面對戰爭，有的只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也甚少

經歷大自然的災害，有的只是偶然的風風雨雨。但我們知道這地方還是資源分

配不均，人們承受的精神壓力也極沉重。故此，我們渴望祢那和平的國度全面

實現，好讓苦痛中的人能得安慰，得安息。在主耶穌回來之前，願祢激勵我們

竭力行善，讓祢的國度實現在人間。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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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成人）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

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

們羨慕他。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

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

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上帝擊打苦待了。哪知他為我們的過

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

都歸在他身上。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

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判，

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

百姓的罪過呢？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

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

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

手中亨通。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

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

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賽五十三 1～ 12）

請小孩子分享他對基督的印

象。祂的外貌、形態、膚色、

服飾，……。

請小孩子分享他對基督的使命

的認識。祂為什麼來到世間？

祂與世人何干？

讀經（兒童）

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

高舉上升，且成為至高。許多

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

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這樣，他必洗淨許多國民；君

王要向他閉口。因所未曾傳與

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曾聽

見的，他們要明白。

（賽五十二 13 ～ 15）

第十六天

受苦之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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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以賽亞書第四十至五十五章的主題是「回歸」，其

中包括了四首「僕人之歌」（四十二 1 ～ 4；四十九 1 ～ 6；五十 4 ～ 9 及

五十二 13 ～五十三 12），而第四首最明顯地談論一位受苦之僕。以色列民期

望彌賽亞降臨，也熟悉以賽亞書所指的受苦之僕，但他們卻沒有聯想到彌賽亞

竟會以受苦之僕的形態出現。

當基督從死裏復活，新約的作者紛紛看出基督（即彌賽亞）的受苦乃是神早已

預定的（徒二 22 ～ 23），而且有代贖的功效（彼前二 24 ～ 25），是永遠有

效的贖罪祭（來十 12 ～ 14；約壹二 1 ～ 2）。正如那受苦之僕最終得到神證

實祂為無罪（賽五十三 10 ～ 12），主耶穌的復活就是神為祂辯護的方式（腓

二 9～ 11）。

歷代聖徒的體會：

The Servant King（【作僕人的王】）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Iukabdw3E。

From heav’n You came, helpless Babe,
Entered our world, Your glory veiled;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And give Your life that we might live.

This is our God, the Servant King,
He calls us now to follow Him,
To bring our lives as a daily offering
Of worship to the Servant King.

There in the garden of tears,
My heavy load He chose to bear;
His heart with sorrow was torn,
‘Yet not my will
but Yours,’ He said.

祢從天而降，成了無助的嬰孩；
進入這世界，彰顯祢榮耀。
卻不受服侍，反去服侍人；
捨棄祢生命，好讓我們得生命。

這就是我們的神，作僕人的王。
祂呼召我們跟從祂，
每天把生命獻陳，
好敬拜作僕人的王。

在那園裏，祂雙眼淚盈，
甘心背負我的重擔。
祂的心被憂傷撕裂，
卻禱告說：「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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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This is our God, the Servant King,
He calls us now to follow Him,
To bring our lives as a daily offering
Of worship to the Servant King.

Come see His hands and His feet,
The scars that speak of sacrifice;
Hands that flung stars into space
To cruel nails surrendered.

This is our God, the Servant King,
He calls us now to follow Him,
To bring our lives as a daily offering
Of worship to the Servant King.

So let us learn how to serve,
And in our lives enthrone Him;
Each other’s needs to prefer,
For it is Christ we’re serving.

This is our God, the Servant King,
He calls us now to follow Him,
To bring our lives as a daily offering
Of worship to the Servant King.

這就是我們的神，作僕人的王。
祂呼召我們跟從祂，
每天把生命獻陳，
好敬拜作僕人的王。

來看祂的雙手、祂的兩足；
其上的疤痕訴說著祂的犧牲。
這雙手能把星星放進天空，
現卻被殘忍的鐵釘刺透。

這就是我們的神，作僕人的王。
祂呼召我們跟從祂，
每天把生命獻陳，
好敬拜作僕人的王。

讓我們學會如何服侍
在生命裡尊祂為王。
寧願體貼別人的需要，
為的是事奉主基督。

這就是我們的神，作僕人的王。
祂呼召我們跟從祂，
每天把生命獻陳，
好敬拜作僕人的王。

(a)　Flung：
動詞“fling”的過去時態，拋出、丟棄，以很大的力度放置，例如：“She 
flung herself into the sofa.”，就是「她全人往沙發裏倒下去。」。

(b)　Enthrone：
動詞，解作加冕，或高舉，給予最高的尊榮；“throne”就是寶座，
故“enthrone”也可解作「使某人登上帝位」。

(c)  Sacrifice：
作動詞時解犧牲、捨棄、放下。也可作名詞用，除了解犧牲的行動外，
也可解作獻祭用的祭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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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誰是受苦之僕是學者們長期爭論的問題，我們也不難接受以賽亞先知傳講這

些信息時，並不知道神的兒子將要降生世上，成為以受苦之僕的形象出現的

彌賽亞。事實上，這僕人之歌最重要的信息是：罪的惡性循環並非不能破解

的，神以出乎人的意料的方式，差祂的兒子作為贖罪羔羊，擔當世人的罪。

以色列民知道，因為他們的罪，神使他們在外邦人眼前成為羞辱：但以色列

民也知道，因著神的榮耀，神必差祂的僕人釋放以色列民，好使外邦人都知

道耶和華的名為聖。

這位耶和華的受苦之僕在世人眼中看為軟弱，卻帶著克勝死亡的強大力量。

我們已認識這位受苦之僕，知道祂凡事為我們做了榜樣，祂也期望我們跟隨

祂的腳踪行（彼前二 21）。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祢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祢的意念也

高過我們的意念。不論對我們，對主耶穌的門徒，還是對經歷被擄、

回歸的以色列民，祢施行救贖的方式是超過人的所求所想的，從聖

經的啟示以至教會的歷史，我們均看見祢是獨行大奇事的神！今年

聖誕，願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祢，平安則臨到世上萬民，不論他們

是否已接受福音。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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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十字架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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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天

另立新約
讀經（兒童）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

「你們拿這個，大家分著喝。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

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

國來到。」又拿起餅來，祝

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

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

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

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

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

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

們流出來的。

（路廿二 17 ～ 20）

讀經（成人）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

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

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

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

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

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

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

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

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

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

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

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那使太陽白日發光，使星月有定例，

黑夜發亮，又攪動大海，使海中波浪

匉訇的，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他

如此說：「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廢

掉，以色列的後裔也就在我面前斷絕，

永遠不再成國。」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如此說：「若能量度上天，尋

察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後裔一

切所行的棄絕他們。」這是耶和華說

的。

（耶卅一 31 ～ 37）

聽聽小孩子的想象：主耶穌

是猶太人，而猶太人的「家

常便飯」就是餅和酒，假如

主耶穌是中國人，你想祂會

以什麼設立聖餐呢？

問問小孩子：什麼是捨己之

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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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耶利米先知清楚地表示，這新約是神要與以色列家及

猶大家立的，意即，它不僅是指遙遠的將來，而是對當代的人具有意義的。而

且，在訂立新約這回事上，明顯地依然是神採取一切的主動（「我要……」、「我

的約」、「我的子民」等）。

另立新約

在這新約裏，律法不再是外在的條文，而是人心的法則；人傾向不服從外在的

要求，但新約的特質卻是神直接在人心裏工作，也因如此，有關於神的知識不

再靠以色列民代代相傳，而會成為普天下人對神的知識。而且，神以兩個「不

可能」（就是有人能廢掉自然律，或有人能量度天地之高深）作出保證，表明

那新約將永遠立定。

歷代聖徒的體會：

Come to the Table（【來到桌前】）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73Y9k9_c6A。

Come to the table, enter His presence
Feast with thanksgiving and celebrate His love.
Come to the table, enter His presence
Feast with thanksgiving and celebrate His love.
This is the house of the Lord,
The gates are opened wide
Sinners and saints, strong and faint, 
All welcome to come inside.

Come to the table, enter His presence
Feast with thanksgiving and celebrate His love.
This is the table of the Lord, His banquet satisfies
Food for the soul, it makes us whole. 
One body, we now arise!

Come to the table, enter His presence
Feast with thanksgiving and celebrate His love.

來到桌前，進入祂的同在。
共享感恩之筵席，慶賀祂的愛。
來到桌前，進入祂的同在。
共享感恩之筵席，慶賀祂的愛。
這是我主的家，
門戶經已大開，
罪人、聖徒；強者、弱者；
統統歡迎蒞臨。

來到桌前，進入祂的同在。
共享感恩之筵席，慶賀祂的愛。
這是我主的餐桌，祂的筵席叫人飽足；
更餵養心靈，叫我們得完全。
眾成一體，我們今得堅立。

來到桌前，進入祂的同在。
共享感恩之筵席，慶賀祂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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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Feast：
作名詞用時解盛宴、筵席，也解作使人愉快的事物，尤其指感官
上的愉快，例如“a feast for the eyes”，就是賞心悅目的景物。
也可作動詞用，解飽餐、大吃大喝，或作設盛宴款待。

(b)　Saints：
名詞，聖經中對基督徒的另一稱謂，可解作一些基督宗教正式追
封的聖徒，也解作似聖徒般的人、謙卑慈愛、道德高尚的敬虔人。
另有一個解釋就是已逝、已進天國的人。

(c)  Celebrate：
動詞，解慶祝、頌揚、宣告，正式公開地舉行宗教儀
式，也可稱之為 celebrate，口語用法可解作十分歡
樂，例如：“When the children saw the snow they 
celebrate.”，就是「孩子們看見了雪都興高采烈」的
意思。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耶利米先知蒙召的時候，已知道他的使命是宣講神要向以色列民「施行拔出、

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的信息。因為那些「拔出、拆毀、毀壞、

傾覆」的信息，耶利米在同胞手下吃盡苦頭。然而，這位稱為淚眼先知的愛

國者，卻也傳講過最堅定、最光明的「建立、栽植」的信息，其中包括神要

與以色列民另立新約。

另一邊廂，神藉以西結先知如此描述同一個新約：「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

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

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結

卅六 26 ～ 27）

這新約終於藉主耶穌來到世間而親自設立，而主耶穌在立新約之時祂更指向

天國的筵席，是祂與桌前的門徒以及後世的跟隨者之間一個永恆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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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我們看見祢在以色列的歷史上如何鍥而不

捨、堅定不移地愛他們，但我們卻如以色列民一樣，反反覆覆地犯罪，

得罪祢。不但如此，其實我們是比以色列民更清楚祢的救贖恩情的人，

因我們已聽聞、也接受了基督的救贖。懇求祢施恩、憐憫我們，在祢

的靈的牽引下，使我們有從心裏服從真理的力量，教導我們在這迎接

聖誕的期間倍加警醒，以敬虔的態度等候基督。奉主耶穌的名祈禱。

阿們。

掛飾的象徵——石心／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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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天

即或不然
讀經（兒童）

於是吩咐他們從公會出去，就彼此商議說：「我們當怎樣

辦這兩個人呢？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蹟，凡住

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們也不能說沒有。惟恐這事越發

傳揚在民間，我們必須恐嚇他們，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

講論。」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

論教訓人。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

見的，不能不說。」

（徒四 15 ～ 20）

問問小孩子：誠實重要嗎？誠實有何重要呢？

假如有人威嚇我們，禁止我們說出自己所信的或所見的，我們應該怎麼辦？昔

年使徒們樹立的又是什麼榜樣呢？

讀經（成人）

當時，尼布甲尼撒沖沖大怒，吩咐人把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帶過來，他們就把

那些人帶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問他們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你們不事

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嗎？你們再聽見角、笛、琵琶、琴、瑟、

笙和各樣樂器的聲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卻還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時扔在

烈火的窰中！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尼

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

火的窰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

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當時，尼布甲尼撒怒氣填胸，向沙

得拉、米煞、亞伯尼歌變了臉色，吩咐人把窰燒熱，比尋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軍

中的幾個壯士，將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中。這三人穿着

褲子、內袍、外衣和別的衣服，被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中。因為王命緊急，窰又甚

熱，那抬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人都被火焰燒死。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這

三個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窰中。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驚奇，急忙起來，對謀士說：

「我們捆起來扔在火裏的不是三個人嗎？」他們回答王說：「王啊，是。」王說：「看

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

神子。」

（但三 13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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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但以理書從第一章開始便已是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精英分子堅守信仰的故事，

其中又以第六章記載但以理被投入獅子坑的故事最為著名。但在此之前，但以

理的三位朋友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被扔在烈火的窰中的故事，也是非常轟

烈！

被擄的以色列民所面對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如何在外邦政權的統治下堅持自己

的民族身分和自尊。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故事最動人的是，三人決意將

生命主權交回給神，神救他們也好，不救他們也好，他們也決意堅守自己對神

的忠誠，而神也藉著他們的勇氣彰顯自己的榮耀。這與

使徒行傳記載使徒們不畏權勢，堅決宣揚主道的故事遙

遙相對，互相輝映。

歷代聖徒的體會：

You Are My Hiding Place（【祢是我的蔭庇】）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sGNgtQPuCs0。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always fill my heart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
Whenever I am afraid
I will trust in You

I will trust in You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In the strength of the Lord

祢是我的蔭庇
祢常充滿我心
歌頌祢拯救的頌歌  常在我心裡
每當我畏懼
我信賴投靠祢

我要信靠祢
軟弱的
也變成剛強
只因靠著上主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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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Hiding：
動詞“hide”的現在進行式，解作收藏、隱藏、保護。“Hiding place”解
作藏身之處，例如在詩卅二 7，詩人便對神說“You are my hiding place”
（祢是我藏身之處）。

(b)　Trust：
作動詞或名詞用皆可，解信任、信靠、倚賴。

(c)  Strength：
名詞，解作力量、強處，也可解數量上的多，例如“A staff with a 
strength of 500”，就是「職員人數多達五百」。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北國以色列及南國猶大相繼滅亡以後，以色列的民族歷史進入了極為黑暗

的時期。他們輾轉經歷巴比倫、瑪代波斯及羅馬帝國的統治。即使如此，

神並沒有放棄對以色列的揀選，而在以色列民當中，神總保存一些願意堅

守信仰，堅守民族身分的人。但以理書首六章記載的，就是這些懷著信心，

不怕為信仰付代價的信心英雄的故事。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列王紀、歷代志及耶利米書等書卷裏，是勢不可

擋、驍勇擅戰的君王。但在但以理書裏的尼布甲尼撒卻大有不同，他竟會

向替他解夢的但以理俯伏下拜（但二46），更因為看見神如何保護沙得拉、

米煞及阿伯尼歌而下旨，禁止任何人謗讟以色列的神（但三 28），及至

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甚至為以色列的神作見證。正如箴言說：「王的心在

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廿一 1）

蒙神揀選、特要作外邦人的光的以色列，雖然只餘頹垣敗瓦，國中精英被

擄至外邦，但神的計劃並不因人的軟弱而失敗或改變，因為這些都早已在

神的籌算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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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以色列的民族歷史的確是我們生仰人生的寫

照。我們也曾因為熱心跟隨祢而經歷到生命的豐盛、信仰生活的充實；我

們又曾被世界眾多的事物吸引著，不經意地遠離了，以致信仰生活失去活

力，甚至靈性生命岌岌可危。求祢助我們以此為鑑，真誠、慎重地過著能

討祢喜悅的信仰生活，默默等候主耶穌的再來。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掛飾的象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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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火

讀經（兒童）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

行不義的生出嫉妒。

（詩卅七 1）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

心懷不平。

（詩卅七 7）

          讀經（成人）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

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

騎著驢的駒子。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爭戰的弓也

必除滅。他必向列國講和平；他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從大河管到

地極。

（亞九 9～ 10）

問問小孩子，在他的小小心

靈內，曾經「唔抵得」別人

嗎？為什麼呢？

「唔抵得」只是表象，小孩

子不滿的是什麼呢？是神或

大人不公平？還是看不見自

己將會獲得幸福？

第十九天

默然等候

默想重點：

撒迦利亞書被譽為最強烈地指向彌賽亞、最多啟示和最末世性的書卷，

因此也多次被新約聖經的作者所徵引。先知在此所指的那位君王，正是

以賽亞先知（賽九 5 ～ 7）及彌迦先知（彌五 2 ～ 4）所預言的那位。公

義既是這君王的本性，也是他所帶來的國度之本質。

他雖是拯救者，卻並不是以君臨天下的方式臨到世間，反而是溫溫柔柔

地騎驢進來；這在主耶穌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時已實現（太廿一 1 ～

5）。在古代近東，君王若騎驢而非戰車，表示他非為戰事而來。神更要

摧毀一切軍備，意即祂要為四海帶來永遠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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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聖徒的體會：

Be Still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在主的同在中要肅敬靜默】）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ZugvUQ4m90U。

Be still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he Holy One is here
Come bow before Him now
With reverence and fear
In Him no sin is found
We stand on holy ground

Be still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he Holy One is here
Be still for the glory of the Lord
Is shining all around
He burns with holy fire
With splendor He is crowned
How awesome is the sight
Our radiant King of Light

Be still for the glory of the Lord
Is shining all around
Be still for the power of the Lord
Is moving in this place
He comes to cleanse and heal
To minister His grace
No work too hard for Him
In faith receive from Him
Be still for the power of the Lord
Is moving in this place

在主的同在中要肅敬靜默

那聖潔的唯一

現在就來到祂跟前來俯伏敬拜

懷著敬虔與敬畏

在祂沒有罪惡

在祂跟前  我們踏足聖潔之地

在主的同在中要肅敬靜默

那聖潔的唯一

在主的榮光中要肅敬靜默

主的榮光圍繞我們

祂以聖火燃燒

祂以榮光作冠冕

啊  榮耀之王的光

這景象何等榮美

在主的榮光中要肅敬靜默

主的榮光圍繞我們

要肅敬靜默，因為主的大能

正在這處運行

祂來要潔淨、要醫治，

要施行恩典

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只管憑信領受神恩

要肅敬靜默  因為主的大能

正在這處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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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

道理。

(a)　Still：
作形容詞時指靜止、不動、靜默，也常作副詞用，解仍然、
還在。

(b)　Reverence：
名詞，解作敬畏、尊崇。首個字母大寫時可作
為神職人員的稱謂（Rev）。

(c)  Splendor：
形容詞：很大的光線，榮美，出色。

新舊兩約之間，神不再藉先知傳

話，約有四百年的時間。這些年

間，以色列民經歷不同政權和文化

的衝擊。

首先是世上政權更迭，巴比倫王朝

倒下，瑪代波斯取而代之，然後亞

力山大大帝使希臘帝國縱橫天下。他死

後帝國分裂，最後由凱撒大帝接掌大權，興

起羅馬國帝。不但如此，希臘人對歐洲及亞洲地

區具有深遠的文化影響，因亡國而四散的以色列民多

已只懂希臘語而不懂希伯來語，遂有舊約聖經的希臘文譯

本──七十士譯本──的出現。

回歸後的以色列民其實在靈性上沒有重大突破，以斯拉、尼希米等發動的更新都不

能持久。尤有甚至，隨著年日，以色列民不僅對希伯來語生疏，最大的問題是他們

對律法也生疏。這兩約之間的時期，就如黎明之前的黝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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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

蠟燭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

飾掛在我們的聖誕

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在兩約之間我們看見自己的屬靈生命的

光境，許多時候我們在信仰上的熱心只是曇花一現，不能持久。然

而，世界卻不留情地以不同文化和處境衝擊著我們。雖說有以色列

民仍堅持信仰，懷著盼望，但也有不少已經隨流失去。求祢幫助我

們緊記這段歷史，以那些堅持信仰的人為榜樣，在黝黑的時候依然

相信：當世界愈顯得黝黑，無疑就是說，晨光快將出現。奉主耶穌

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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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天

先鋒臨近

讀經（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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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

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這約翰身

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太三 1～ 4）

問問小孩子：有沒有聽過「開路先鋒」這名稱？

主耶穌是救主，那麼身為主耶穌的先鋒，施洗約翰應為主耶穌做些什

麼？

讀經（成人）

「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施行

救贖。在他僕人大衞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正如主藉

著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切

恨我們之人的手，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他的聖約，就是他對

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

可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地用聖潔、公義事奉他。孩子啊，

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

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

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一 68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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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施洗約翰生在祭司的家庭，父母皆為敬虔的人。他父

親撒迦利亞聽聞天使加百列報喜訊時，因為老年得子這恩典太難以置信而成了

啞巴。及至約翰出生，他能開口說話，他在見證著老伴以利莎白由懷孕到生產

而有的喜悅，只有熱烈的讚美才能表達。而且，撒迦利亞看見的，不是自己的

禱告最終蒙主應允那樣簡單，他看見的是神應許的實現，是救主將要來臨！

眷顧是探訪的意思，神眷顧自己的百姓的方式，就是親身闖進人類的歷史。在

那位滿有力量的拯救者來臨之前，他的先鋒要在他前頭行，這就如古時有達官

貴人出巡時，總有先頭部隊為他預備道路，使他不致遭受路途顛簸之苦。而約

翰要為主預備的，是人心的道路（首先是為罪懊悔），叫真理在人心中運行無阻。

歷代聖徒的體會：

O Come Emmanuel（【以馬內利懇請來臨】）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cAjhncFTYD0。

O come, O come, Emmanuel
And ransom captive Israel
That mourns in lonely exile here
Until the Son of God appear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O come, O Son of God Most High
Deliver us from sinfulness and pride
Restore in us a childlike heart
To consecrate and set us apart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Oh oh oh
O come, O come, Emmanuel
O come, O come, Emmanuel
O come, O come, Emmanuel
O come, O come, Emmanuel
Oh oh oh

O come, O Savior of this world
The long awaited promise You foretold
And right the wrongs that man has done
We pray Your glorious Kingdom come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賜恩救贖以色列民
心靈枯乾寂寞傷心
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以馬內利快將降臨

至高神的兒子，請你來臨
從傲慢、罪網中拯救我們
給我們回復孩子的純真
叫我們分別為聖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以馬內利快將降臨

噢  噢  噢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噢  噢  噢

普世救主懇求降臨
舉世仰望預言應驗
人犯罪破壞了的得以撥正
我們懇求祢榮耀的國度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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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Ransom：
作動詞用解作贖回、拯救、釋放，用於綁架的情況。作名詞用多解作
用以贖回人質的贖金。

(b)　Captive：
可作名詞或形容詞用，解作囚犯、被囚的狀態。也可解作無形的掌控，
例如說：“He’s the captive of his own fears”，就是「他被自己
的畏懼所困」。

(c)  Consecrate：
動詞，解作分別為聖，禮儀上解作祝聖，聖餐禮中把餅與杯祝聖的舉
動便是“consecrate”。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在施洗約翰出生之前，猶太公會漸漸形成，負責民事的訴訟；祭司、撒

都該人、法利賽人，長老以及文士，漸漸成為猶太宗教領袖，直到主後

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羅馬大軍攻陷為止，這公會一直在猶太社群中發揮著

領導的角色。

然而，這些雖然都是猶太人，但在政治上、信仰上則目標迥異，各有執

著。猶太公會再加上羅馬帝國指派的希律王，形成了一個不能引導猶太

人走上合神心意的信仰生活的政治及宗教領導集團。

施洗約翰懷著以利亞的心志，為救主預備人心。但在猶太人生活的現實

處境中，預備人心的工作並非易事，因為這意味著施洗約翰必須批判當

時猶太人的信仰生活，那將無可避免地對政治及宗教領袖構成威脅。但

正如撒迦利亞在頌歌中指出，施洗約翰按著應許而生，說明那清晨日光

照亮的一刻已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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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昔年施洗約翰按著應許而來，不畏權貴，為主

耶穌預備道路。昔年主耶穌就只有他一位先鋒，但願我們這些等候主耶穌

再來的人，都能像施洗約翰一樣，在自己身處的地方，以具說服力的生命

見證，成為一個又一個的施洗約翰，為主

耶穌預備人心，使我們身邊那些未曾認識

主的人的心意皆轉向主。奉主耶穌的名祈

禱。阿們。

掛飾的象徵——水壺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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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天

義人得夢
讀經（兒童）

耶穌說完了這些比喻，就離

開那裏，來到自己的家鄉，

在會堂裏教訓人，甚至他們

都希奇，說：「這人從哪裏

有這等智慧和異能呢？這不

是木匠的兒子嗎？他母親不

是叫馬利亞嗎？他弟兄們不

是叫雅各、約西、西門、猶

大嗎？他妹妹們不是都在我

們這裏嗎？這人從哪裏有這

一切的事呢？」

（太十三 53 ～ 56）

讀經（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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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思念

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

現，說：「大衞的子孫約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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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

說的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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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我們同

在」。）

（太一 18 ～ 23）

主耶穌稱為「木匠的兒子」，那

木匠是誰呢？

小孩子知道木匠是什麼職業嗎？

家中有哪些東西是木匠造的呢？

默想重點：

馬太小心翼翼，從沒稱呼約瑟為「耶穌的父親」，或將主耶穌稱為「約瑟的兒

子」，因為這些只是世人眼中約瑟與主耶穌的關係。主耶穌是神的兒子，這一

點在主耶穌受洗時更是清楚不過（太三 17）。

約瑟在大衞的云云子孫中被選上，因為他是個有憐憫心腸的義人，因他懂得為

馬利亞設想，他才會陷入兩難。其實，馬太精挑細選地放進主耶穌家譜的人物，

在在說明只要人對神有信、有義，他便能在神的計劃中佔一席位。就是這樣，

約瑟這平凡人得以擠身於主耶穌地上的家庭，主耶穌也順從他（參路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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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聖徒的體會：

Mary Did You Know（【馬利亞妳可知道】）

聖經中有關約瑟的記載既少，有關約瑟的詩歌也自然更少。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一

首關於主耶穌的母親馬利亞的詩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PsgIhlYQmM。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one day walk on water?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sav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come to make you new?
This child that you've delivered,
will soon deliver you.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give sight to a blind man?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calm a storm with his hand?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walked where angels trod?
When your kiss your little baby,
you have kissed the face of God.

Oh Mary did you know
The blind will see, the deaf will hear,
the dead will live again.
The lame will leap, the dumb will speak,
the praises of The Lamb.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is Lord of all creation?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one day rule the nations?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is heaven's perfect Lamb?
This sleeping child you're holding
is the great I am.

馬利亞妳可知道：
妳的嬰孩有天會行走在水上？
馬利亞妳可知道：
妳的嬰孩將拯救我們的子孫？
妳可知道
妳的孩子將要把妳更新改變？
妳所生的兒子，
很快會救贖妳。

馬利亞妳可知道：
妳的嬰孩將叫瞎眼的得看見？
馬利亞妳可知道：
妳的嬰孩將要平靜風浪？
你可知道
妳的孩子曾行走於天使踱步之處？
而當妳親吻妳的孩子，
妳其實已親吻了神的臉。

噢馬利亞妳可知道：
瞎眼的將得看見，耳聾的要聽到，
死去的要復活？
跛子要跳躍，啞巴要說話，
一起歌頌神的羔羊？

馬利亞你可知道：
妳的孩子是創造萬物之主？
馬利亞妳可知道：
妳的孩子有天要統領萬國？
妳可知道
這孩子是天國完美的羔羊
這在妳懷中酣睡的嬰孩，
是何等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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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Deliver：
動詞，一般解作運作、傳遞。但也可解作拯救，女子生產嬰孩的過程
也可稱為“deliver”，歌詞裏“This child that you've delivered, 
will soon deliver you.”中兩個“deliver”，正是巧妙地採用了這兩
重意思。

(b)　Trod：
動詞“tread”的過去式，解踱步、踐踏，也可解作壓逼。

(c)  Leap：
作動詞用時解跳躍、越過，也可作名詞用，並解作急升、重大的增加，
常用語“a leap of faith”指信心的大躍進。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人的義顯明於他對律法的遵從、為人正直，對神既順服且忠誠。至於神的義，

則顯明於祂忠誠守約，拯救到底。

在耶穌基督身上，神對亞伯拉罕及大衞的約得以實現。神應許要使亞伯拉罕一

家成為大國，並要藉著他們賜福給萬民；主耶穌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更是能

使萬民得福的唯一救主。神應許大衞的子孫要永遠坐在他的寶座上，秉行公義；

主耶穌就是大衞的子孫，且要戰勝死亡，永遠活著，永遠作王，是比大衞更完

美的君王。

約瑟的夢使他明白救主即將來到世上，而且要住在他的家中，這是神對一個義

人無以復加的賞賜。當我們記念神的兒子降世，仰望祂的再來，也當期望被祂

選上，而要預備自己領受這莫大的福氣，只有一個途徑，就是約瑟所示範的

──對神的吩咐無條件順服，並且坐言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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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當聖誕節愈來愈

接近，所讀的聖經經文也愈來愈逼近主耶穌

的降生，我們回頭一看，便驚訝於祢對人不

變的、且代價沉重的慈愛！正如詩人所言：

祢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但在祢有赦

免之恩，要叫人敬畏祢（詩一三零 3 ～

4）。願我們遠離惡事，靠近祢，

並在世上活出有情有義的人

生。奉主耶穌的名祈禱。

阿們。

掛飾的象徵——枕頭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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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枕頭

第二十二天

萬福使女

讀經（兒童）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

去，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個童女那裏，是已經許配大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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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一 26 ～ 28）

問問小孩子他認為神待他最好的是什麼？

邀請小孩子描述一下，到目前為止，他與神最密切相交的經驗是怎樣的呢？

讀經（成人）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

卑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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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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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扶助了他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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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一 46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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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路加福音其中一個重要的神學主題是著名的「大逆轉」，在世上享福的在神

的國裏卻有禍，在世上受苦的在神的國裏卻為有福（路六 20 ～ 26）；主人要

服侍僕人（路十二 35 ～ 39）。細看馬利亞的尊主頌，必能發現這神學主題。

馬利亞由衷地（我心、我靈就是她的整個人）讚美，她完全接受了天使加百

列和伊利莎白口中的「喜訊」。一個被外邦人統治、人民背負著沉重的賦稅

的國家裏，在一個貧窮的小鎮內一位卑微的女性，為神在自己身上的作為以

及神要透過她對整個民族施行的拯救而喜不自勝！由此可知，這頌歌盛載的

不僅是個人的信仰經歷，它關乎萬民的福祉。

歷代聖徒的體會：

Magnificat（【衷心讚美】）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X-6k6qTOMvE。

(Latin)
Magnificat, magnificat, 
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Magnificat, magnificat, 
magnificat anima mea.

Sing out my soul, sing out my soul.
Sing out and glorify the Lord who sets us free.
Sing out my soul, sing out my soul.
Sing out and glorify the Lord God.

（拉丁文）
頌揚，頌揚，
我的靈魂，頌揚主。
頌揚，頌揚，
我的靈魂，要頌揚！

我的靈魂，高聲歌頌，
頌讚榮耀我主，釋放我賜我自由。
我的靈魂，高聲歌頌，
頌讚榮耀我的上主。

P.94 P.95



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Magnificat (Latin)：
名詞，即尊主頌（或稱馬利亞頌），也解作讚美歌、聖歌，是教會為
聖母馬利亞的禱詞配上的樂曲，是最古老的頌歌之一。

(b)　Soul：
名詞，解作靈魂、心靈，也可解作熱情、氣魄、高尚的情操，例如：
“a man with great soul and courage”，就是「擁有巨大魄力和
勇氣的人」。另一個解釋是具體表現，例如：“He is the soul of 
integrity.”，意即「他是正直的化身」。

(c)  Glorify：
動詞，解作增添榮耀，也解作讚美、頌揚，另一解釋是吹噓，例如：“He 
likes to glorify his own achievements,”，就是「他總愛把自己捧
到上天」。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婦女在聖經中幾乎是卑微的同義詞。卑微就是在客觀條件上的貧窮、無權

勢、無地位，意味著悲慘、受逼迫及受壓制，在主耶穌的家譜中出現了四

個婦女的名字（她瑪、喇合、路得及馬利亞，「烏利亞的妻子」不算在內），

她們各有自己的故事，以致她們能擠身於主耶穌的家譜之中，而「祂顧念

祂使女的卑微」一語，在四人身上同樣合適。

神是有權能的神，祂的作為顯明祂是聖的，而這位有權能的神同時是施憐

憫的神，祂的憐憫表現於神對所立之約的忠誠。神是憐憫人的神，馬利亞

不過是其中一個蒙恩的例子而已。

尊主頌清清楚楚地指出，是神記念自己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神一記念，

祂就必採取行動。耶穌降生故事的中心就是神信守諾言，實踐祂與亞伯拉

罕所立的約，主耶穌就是神的拯救和審判的中介者。連外邦人最終也會因

為神的信實而得救，這也是路加要給受書人提阿非羅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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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衷心感謝祢看顧卑微的人。馬利亞竟能甘

於、也樂於接受祢為她預備的獨特使命，這是叫人難以置信的順服，

也使她配得萬世的稱頌。我們的確被馬利亞的榜樣所感動，也被祢的

信實所折服。但願我們在面對祢的召喚時，也能顯出同樣的順服。我

們這樣向祢祈禱，深知道這不能鬧著玩的，可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但既然這是合宜的禱告，我們便這樣祈求，願祢悅納我們卑微的生命。

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掛飾的象徵——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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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兒童）

他（希律）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

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

處？」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

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地的

伯利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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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太二 4～ 6）

讀經（成人）

當那些日子，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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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衞的城，名叫

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衞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

上冊。

（路二 1～ 5上）

問問小孩子：讀聖經、明白

聖經，以及實踐聖經的教導

三者有何分別呢？

能說出有哪些聖經的教導是

小孩子既明白又已實踐的

嗎？

第二十三天

報名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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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重點：

凱撒亞古士督（Augustus，63BC ～ 14AD），或譯

奧古士督，是羅馬帝國其中一位最傑出的皇帝，在他的統治下，羅馬帝國得享

太平盛世。按照馬太福音的記載，基督降生的預言使分封的王希律及耶路撒冷

合城的人都不安，但對羅馬的皇帝而言，這事根本不值一哂。

報名上冊就是如今天的人口普查，除了能取得國家裏關乎人口的種種資料之

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評估及管理稅務狀況。這事件促使約瑟和馬利亞要從拿撒

勒上猶太的伯利恆，這同時也是路加藉以印證約瑟是大衞的子孫的事件。神的

兒子未出母胎，已展開在世奔波的歲月。

歷代聖徒的體會：

Little Town（【小城】）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JNL8yHomU2s。

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How still we see thee lie,
Above thy deep and dreamless sleep,
The silent stars go by.
Yet in the dark streets shineth,
The everlasting light,
The hopes and fears of all the years,
Are met in thee tonight.

How silently, how silently,
The wondrous gift is given.
So God imparts to human hearts,
The blessings of his heaven.
We hear the Christmas angels,
The great glad tidings tell,
O come to us, abide with us,
The lord Emmanuel.

No ear may hear his coming,
But in this world of sin,
Where meek souls will receive him still,
The dear Christ enters in.

美哉小城小伯利恆！
你是何等清靜，
無夢無驚，深深睡著，
群星悄然進行；
在你漆黑的街衢，
永恆真光照亮，
萬世希望，眾生憂喜，
今宵集中於你。

靜靜地、悄然地，
奇妙恩典已賜下，
上主把從天之祝福，
注入我們內心；
齊聽聖誕之天使，
宣告大喜信息。
求在我心永遠長住，
我主以馬內利。

肉耳不能聽聞。
世界正惡貫滿盈，
虔誠謙恭打開心門，
救主必定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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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

道理。

(a)　Impart：
動詞，解作給予、傳授，例如：“impart basic skills in 
language to students”，就是「向學生傳授語言的基本技
巧」；又解作告知、透露，例如：“impart the secret to 
somebody”，就是「向某人透露秘密」。

(b)　Tidings
名詞，古式書面語，必須是複數的形態，解作
音訊、消息。

(c)  Meek：
形容詞，解溫順的、不強烈的，例如：“She 
is as meek as a lamb.”，就是「她如羔羊一
般溫順」；也可解作逆來順受、缺乏
膽量、無骨氣的。“Blessed 
are the meek”，
就是「溫柔的人
有福了」。

學者們多認為，基督在奧古士督的

年間降生，是人類歷史上最佳的時

機，因為當時在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基建各方面的條件，均有利福

音的傳播。「條條大路通羅馬」這

句話，正反映出當時羅馬帝國的強

盛，也造就了使徒們把福音傳遍四方。

當基督快要來到世上，祂的母親馬利亞和她

的丈夫約瑟以羅馬帝國內一對升斗小民的身分，

從馬利亞的家鄉南下，走到約瑟的家鄉，約有三、四

天的路程。馬太記載約瑟以行動順服天使的話，路加記載

馬利亞接受了神的任命，而他們都要為自己的選擇付上代價。

從馬太福音我們得知，基督生在伯利恆乃是神早有計劃的，從路加福音我們看見基

督生在伯利恆是因為人間的一道諭旨。這些記載使我們明白：神是運籌帷幄的神，

祂一直主宰人類歷史的進程，祂的旨意必然亨通，不能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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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伯利恆／麵包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

飾掛在我們的聖誕

樹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感謝祢給我們福音書，讓我們得知主耶穌降生

的事：感謝祢給我們不只一個關於基督降生的記載，使我們能隨著作者的

眼光，從不同角度觀看基督降生的事。更感謝祢堅決地愛我們，讓祢的兒

子以不喧嚷、不揚聲的方式，親身走進人類的歷史。今年聖誕，讓我們對

世上默默無聞的人倍加關懷，因為昔年祢的兒子降生塵世，正是取了這卑

微的樣式。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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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伯利恆／麵包

第二十四天

天人同唱

讀經（兒童）

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

他們在那裏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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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二 5下～ 7）

問問小孩子：還記得自己從

前用過的「BB 床」和「BB

車」是什麼模樣的嗎？

為什麼主耶穌不但沒有「BB

床」和「BB 車」，在降生

時竟要睡在馬槽裏呢？

讀經（成人）

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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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大衞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

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

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

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

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

喜悅的人！」眾天使離開他們，升

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

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

主所指示我們的。」他們急忙去了，

就尋見馬利亞和約瑟，又有那嬰孩

臥在馬槽裏；既然看見，就把天使

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凡聽見的，

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裏，

反覆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

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

他們所說的，就歸榮耀與神，讚美

他。

（路二 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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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聖徒的體會：

The First Noel（【首報佳音】）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www.youtube.com/watch?v=ANUV9vD1zg8。

The First Noel, the Angels did say
Was to certain poor shepherds in fields as they lay
In fields where they lay keeping their sheep
On a cold winter's night that was so deep.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They looked up and saw a star
Shining in the East beyond them far
And to the earth it gave great light
And so it continued both day and night.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天使首報佳音，
是向著牧羊人；
貧困的牧羊人，
正在田野上黙黙看守羊群。
頌唱！頌唱！
以色列的君王經已降生！

他們抬頭望天，
看見耀眼星光；
這星從遠遠的東方閃耀，
照亮普世，日夜不停！
頌唱！頌唱！
以色列的君王經已降生！

默想重點：

基督在大衞之城伯利恆降生，卻只能以馬槽為安身之所；這是路加表達「他

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約一 11）的方式。在路加筆下，

首先前來朝拜的不是什麼達官貴人，而是在社會上位處邊緣的牧羊人。他們

照著天使的話尋找「以色列的牧羊人」，雖然所有嬰孩出生都會「包著布」，

但「臥在馬槽裏」卻是不可能弄錯的記號。

天使向牧羊人報的喜訊，言簡意賅地道盡了基督降生的意義：這是神得榮耀

的時刻，因為神為人類預備的救贖已進入高潮；這是神與世人復和的時刻，

撒迦利亞的頌歌裏所說的「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的那位救主已來到

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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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Noel：
名詞，解作聖誕節，也解作聖誕頌歌。

(b)　Lay：
動詞，解釋極多，一般解作置放、放下、躺下，也可解作舖設，甚至
擊倒，例如：“A blow laid（過去式）him to the ground.”，就是「他
一下子被擊倒在地。」這字也是另一動詞“lie”的過去式；也可作形
容詞用，解作非神職的、世俗的、一般公眾的，“layman”就是平信徒，
是相對於神職人員而說的。

(c)　Beyond：
介詞，空間上指另一邊，“a village beyond the river”就是「河
流那邊的村子」；時間上指「遲於」、「晚於」；範圍上指越出、超過，
例如：“I will do nothing beyond what I am told to do.”，就是「除
了指示我做的那部分工作，其他我一概不幹」。

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基督降生於世對我們有何意義呢？

聖誕夜充滿了種種矛盾：神的榮光劃破那漆黑的天空；侍立在神的寶座周

圍的天使與天兵向置身於曠野、為生活而有家歸不得的牧羊人報喜訊；萬

眾期待的彌賽亞竟是一個脆弱的嬰孩，都在在說明在神的計劃與人的眼光

之間，有不可計量的落差。聖誕鼓勵我們相信：人生總可滿懷盼望，不用

灰心！

也許就只有這些在地上無權無勢的牧羊人，才不會對這「喜訊」嗤之以鼻，

還肯趕著羊群跑到伯利恆尋找一個包著布、臥在馬槽裏的嬰孩，而又相信

這軟弱得連生存下去也要仰賴他人的嬰孩就是救主！神竟然選擇了以最卑

微的方式，與按著祂的形象被造的世人認同。聖誕鼓勵我們相信，神決意

藉愛與和平與人同在。

「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裏，反覆思想。」因為這事太奇妙，從她

的腹中果真誕下了救主來。一個軟弱的嬰孩，卑微得連臥榻也沒有，偏偏

卻是神所立的救主，是主、是基督。聖誕鼓勵我們相信：神對我們的生命

總有奇妙的帶領，也能幫助我們能完成祂所託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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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飾的象徵——喇叭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

掛在我們的聖誕樹

上。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我們衷心讚美，滿心感謝！祢的兒子為我們成

為卑微，好叫我們成為富足；祂為我們成為軟弱，卻使我們能靠祂而剛強。

我們深知道，祢救贖的恩典是為萬民設立的，求祢幫助我們順服祢的帶領，

安分地、喜樂地置身於祢所安排的生活圈子裏，為耶穌基督作見證，讓祢

那「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的心意得到滿足。奉主耶穌的名祈

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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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天

永恆之光
讀經（兒童）

「我耶穌差遣我的

使者為眾教會將這

些事向你們證明。

我是大衞的根，又

是他的後裔。我是

明亮的晨星。」

（啟廿二 16）

讀經（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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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

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太二 1～ 2）

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

出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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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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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

地歡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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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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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二 7～ 12）

默想重點：

從血緣說，希律王是以東人，而以東人與以色列人世

世為仇。馬太福音的作者用盡一切辦法讓讀者明白，主耶穌來雖然是要拯救自

己的百姓脫離罪的捆綁，無意奪取世上的政權，卻無可避免地威脅著當權者，

從祂的出生開始，罪惡的勢力便想要除掉祂！

從東方來的博士奉上三件禮物，有說黃金、乳香、沒藥皆為香料，有說三件禮

物分別代表基督的神聖、生命的香氣和祂的犧牲（沒藥是為埋葬用的）。無論

如何，外邦的智者前來朝拜猶太的新生王，這事件本身已揭示主耶穌的真正身

分，祂是猶太人的王，但不只是猶太人的王！

今天已踏入聖誕期，請小孩子

總結整個將臨期的默想，聽聽

他有何體會。

請小孩子看看那聖誕樹，它與

原初有何不同呢？請小孩子選

出他最喜歡的飾物，看他還記

得那飾物代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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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聖徒的體會：

Born is the Light of the World（【世界之光誕生了】）

請與小孩子一同聆聽詩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ac0i5oBbc 。

Beautiful child all aglow in the candlelight
See how he sleeps in a poor manger bed
Beautiful child! How the heavens adorn him
Starlight of silver
And halo of gold ’round his head

Gloria! Gloria!
Angels on high are singing all, “Gloria!”
Let earth in reply sing “Gloria!
Gloria in excelsis deo!”
In the dark of the night
Born is the Light of the world

Beautiful child in the arms of his mother
Come see how his radiance shines in her face
Beautiful child who dispels all our darkness
Bright in his glory
Alight with the Father’s own grace

美麗的孩子在燭光下閃耀。
看！祂在簡陋的馬槽裏酣睡。
美麗的孩子！諸天為祂裝飾：
銀白的星光、
金色的光環圍繞著祂的頭。

榮耀主！榮耀主！
天上的天使正頌唱：榮耀主！
全地也當來和應頌唱：榮耀主！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
在那黑暗的晚上，
世界之光誕生了。

美麗的孩子在祂母親的懷裏。
來看孩子的光輝，正照亮祂母親的
臉龐。
美麗的孩子驅散我們的黑暗。
榮耀的光輝，
與父神的恩惠一起臨到世界。

詞彙學習：

請與小孩子一同學習詩歌之中三個重要的詞彙。

(a)　Adorn：
動詞，解作裝飾、使之生色、美觀，例如：“The bride adorned herself 
with jewels lavishly.”，就是「新娘戴上各種首飾，打扮得珠光寶氣」。

(b)　Halo：
名詞，解作暈狀物，例如圍繞日、月的光暈，也解作聖人、天使等
頭上的光環，引申作理想化的人物或事物的光輝，例如：“Tainted 
with the charges of corruption, he has lost his halo.”，即「由
於被指責有貪污的行為，他的威望掃地了」。

(c)　Dispel：
動詞，解驅散（雲、霧等）、消除（疑慮、恐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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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救贖故事：

請向小孩子講述救贖故事中一些重要的道理。

馬太福音在在顯明耶穌基督是君王。

祂有一個猶大君王必備的、最根正苗紅的家譜，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大衞的

子孫；祂的名字是神所賜的，而且是遠古一位民俗英雄的名字（約書亞）；祂

有最奇妙的誕生故事，這亦是偉人不會缺少的（如：羅馬皇帝奧古士督）。而

且，福音書的作者不斷提醒讀者，耶穌基督的生平，不斷應驗先知所說的預言，

祂毫無疑問是萬民的救主。故此，祂在全書結束前的吩咐是：「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

神早已定下了全盤的計劃，創造是歷史的開始，一定延伸至永恆，人類經過曲

折的歷史，無數次順服與背叛，神在其中賜福給祂所愛的人，不斷拯救、挽回、

寬恕，而聖經告訴我們，每一個時代裏，總有一些人──雖然為數不多──但

總有一些人，願意默默地配合神的計劃，在神人的合作下，圓滿的救贖得以成

就。

結束這默想之旅前，我們只餘下一個問題：我們一家，是否能配合神救贖計劃

的一員？

禱文：

請手牽著手，同心祈禱。

永生的真神，我們的聖父，感謝祢帶領我們完成整個

默想的旅程，感謝祢在每個時代施行救贖，在每個

時代預備自己的用人。但願我們這些主耶穌──新

約的約書亞的跟隨者，能像舊約的約書亞那樣，堅

定不移地在人面前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

事奉永生真神！進入聖誕期，願我們所讀的

救贖故事能在心裏廻蕩，讓我們細味其

中那濃厚的、強烈的救贖恩情！奉

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P.106 P.107



掛飾的象徵——星

行動：

請把今天的聖誕掛飾掛在我們的聖誕樹上。

P.108 P.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