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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 華華 信信 義義 神神 學學 院院   
新亞當-救主降生聖餐崇拜程序 

主禮：俞繼斌院長                                   主後 2008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1 時 
司琴：蕭淑拿老師                                               中華信義神學院禮堂 
一、 序樂  巴哈聖誕節神劇 II. “ Break Forth, O Beauteous, Heavenly Light.＂ 聖詠曲 No.12        學院詩班  

二、 宣召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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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神說：“要有光。 ＂就有了光。 (創 1:1-3) 

三、 唱詩               頌主聖詩 103【從至高天我今降臨】                     會眾 
四、 認罪與宣赦                                                         主禮/會眾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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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對女人說：“你們不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亮

了，你們便如神能知道善惡。＂於是，女人見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

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來吃了；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

了。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亮了，才知道自己是赤身露體，便拿無花果樹的葉子，為

自己編作裙子。(創 3:1-7) 

會眾：  親愛的天父，像亞當和夏娃一樣，我的眼目向著我自己的罪張開。我已聽從撒旦的

試探並順服牠，而非祢。我已屈服有罪的肉身，就是繼承從人類之父亞當之肉身，

而我也背離祢。我理應被永遠驅離祢的樂園。但主，祢不輕易發怒且滿溢不改變的

愛，所以我呼求祢的饒恕，並非基於我自己的行為，而是因為祢的愛子耶穌基督的

全備功勞和祂代替我的罪受苦與受死。主阿，求祢憐憫我這罪人。 

主禮：  【神對撒旦說:】“我又要叫你和女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女人的後裔也彼此為

仇。女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

衣服，給他們穿。」(創 3:15, 21) 神回應犯罪的亞當和夏娃，藉著應許賜下救

主，祂是由婦人所生，藉著祂自己的鞭傷擊碎撒旦的頭。然後，神藉著犧牲一隻動

物遮蓋他們的罪，並且用皮覆蓋他們，因罪只能藉流出來的血遮蓋。然後，時候滿

足，祂差遣祂的愛子成了肉身，就是耶穌基督，藉著祂死在十字架上，勝過了罪和

死亡。因為神是守約且流祂愛子的血來拯救你、我以被召而立為基督教會之僕的職

份，憑祂的權柄向你宣告你一切的罪過已全然獲得赦免，奉聖父、聖子、聖靈的

名。 

會眾： 阿們。 
五、 啟應                                                               主禮/會眾 

主禮：罪是從一人入了世界，死又是從罪來的，於是死就臨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了罪。 

會眾：只是過犯不如恩賜。若因一人的過犯，眾人都死了，何況神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賞賜，豈不更加倍地臨到眾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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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耶和華啊，我從深處向祢求告。 

會眾：主啊，求祢聽我的聲音，願祢側耳傾聽我懇求的聲音！ 

主禮：主耶和華啊，祢若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 

會眾：但在祢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祢。 

主禮：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待，我也仰望祂的話。 

會眾：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亮，勝於守夜的等候天亮。 

主禮：以色列啊，祢當仰望耶和華！因祂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 

會眾：祂必救贖以色列脫離一切的罪孽。 

主禮：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不如恩賜；原來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賜乃是由許多過犯而

稱義。 

會眾：若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做了王，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豈不更要

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嗎？ (羅：5；詩：130) 

六、 唱詩            頌主聖詩 100  【天使歌唱在高天】                        會眾 

七、 禱告                                                               主禮/會眾 

主禮：聖潔至聖的主耶穌基督，祢披上我們脆弱的身體，從童女感孕，降生在馬槽，為了我

們的罪死在十架上。藉著祢話語的顯現，以手托住宇宙的祢在我們裏面建立了如孩童

般緊靠祢的信心，為使我們得以接受永生的禮物。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會眾：阿們。 

八、 舊約引題                                                           主禮/會眾 
主禮：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 

會眾：必有童女懷孕生子，給祂起名叫以馬內利。［就是神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賽 7:14) 

九、 書信引題                                                           主禮/會眾 

主禮：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祂的兒子，為女子所生，且生在律法以下，  

會眾：要把律法以下的人贖出來，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加 4:4,5) 

十、 福音題                                                             主禮/會眾 

主禮：他們急忙去了，就尋見馬利亞和約瑟， 

會眾：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裡。 (路 2:16) 

十一、 獻詩  巴哈聖誕節神劇 II.: Choral: No.17. No.23【聖詠曲 No.17.,No.23】    學院詩班 

十二、 短詩朗誦                 【小小的主耶穌】                             主禮 
十三、 唱詩                  頌主聖詩 92【遠遠在馬槽裡】                     會眾 
十四、 尼西亞信經                                                       主禮/會眾 
主禮：讓我們和亞當與夏娃，眾先祖、眾先知、眾使徒，眾傳道，以及所有在天上與地上的

基督教會，一同以尼西亞信經承認我們確鑿的盼望。 

會眾：我們信獨一的神，全能的聖父，創造天地並一切有形無形萬物的主。我們信獨一的

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聖父所生。從神所出的神，從光所出的

光，從真神所出的真神；是受生而非被造，與聖父同一本質。萬物都是藉著祂受造。

祂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降臨。因聖靈的大能，從童貞女馬利亞取得肉身，而成為

人。在本丟彼拉多手下，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應驗了聖經的

話，第三天復活，升天，坐在聖父的右邊。將來必在榮耀中再臨，審判活人死人，祂



- 3 - 

的國永無窮盡。我們信聖靈，是主、是賜生命者，從聖父、聖子所出；與聖父、聖子

同受敬拜、同享尊榮；祂昔日曾藉眾先知傳話。我們信使徒所立的獨一聖而公之教

會。我們承認為赦罪所設立的獨一洗禮。我們盼望死人的復活，並來世的永生。阿

們。 

十五、  問安                                                                 會眾 

十六、  奉獻  （音樂:緩板 Francoeur,1698-1787）  【為泰勞宣教】          司琴 /會眾 

主禮：「萬物都是從主而來，我們把從主而來的獻給主。」（代上 29:14b）普天頌讚 839

【獻禮文】 

會眾：阿們。 

十七、 聖餐前序禱文 

主禮：以馬內利的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聖靈也與你同在。 

主禮：敞開你們的心。 

會眾：我們向著主敞開我們的心。 

主禮：讓我們向主，我們的神獻上感謝。 

會眾：這是應當的也實在是合理的。 

主禮：我們應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向祢獻上感謝，這是真的有益與正確的。神聖的主，全

能的父，永生的神，在道成肉身的奧秘下，因著祢榮耀的啟示我們得以看見祢的愛

子，我們被看不見的事散發出的愛所吸引。因此與在天上眾天使和天使長，我們一起

頌揚讚美祢榮耀的聖名，讚美祢直到永遠並說： 

會眾： （唱）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主耶和華，祂的榮光充滿全地。高高在上和散那，

奉主名來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頌主聖詩 580【聖哉頌】 

主禮： 天地的主，我們讚美祢，感謝祢，因祢憐憫祢的受造者。祢差遣祢獨一的愛子，降世

為人，為我們的罪，成了我們的救主。帶著懺悔的喜樂我們領受祂在十架上的聖體與

寶血，一次犧牲且全然有效的奉獻，為我們完成的救恩。我們奉耶穌的名聚集，主我

們求祢赦免我們，更新我們，並用祢的話語和聖靈剛強我們。求祢使我們照祢立約的

吩咐，忠實領受祢的聖體與寶血。我們奉祢的名也用祢教導我們的禱文禱告，懇求祢

垂聽。 

十八、 唱詩         頌主聖詩 550【仁慈真神，我們天上父】                     會眾 

十九、 祝餐                                                                  主禮 

主禮：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來，祝謝了，就擘開，遞給門徒說，你們

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當如此行為的是紀念我。飯後，也照樣拿

起杯來，祝謝了，遞給門徒，說，你們都喝這個，這杯是我立新約的血，為你們流出

來的，使罪得赦，每逢喝的時候，你們當如此行，為的是紀念我。 

主禮：基督已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現在祂以祂的聖體和寶血臨在我們當中。願祂的平安

常與我們同在。  

會眾：阿們。 

二十、 唱詩                  頌主聖詩 555【羔羊頌】                          會眾 

二十一、 施餐    （音樂:前奏曲 A.Corelli,1653-1713, 如歌的行板 J.S. Bach,1685-1750）       

俞繼斌牧師、潘佳耀牧師、夏義正牧師、歐祈人牧師/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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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聖餐後頌歌          普天頌讚 396【目睹救恩來臨】                     會眾 

主禮：你們要稱謝那獨行奇事的三一真神，因祂本為善。（詩 136） 

會眾：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主禮：我們一起向神禱告。天父上帝，所有美善恩賜的賜予者，我們讚美感謝祢派遣了祢獨

生愛子，為我們的罪道成了肉身，死在十架，復活勝過死亡使我們也同享復活與應許

的榮耀！在這聖禮中，祢賜給我們赦罪與平安，使我們不斷宣揚主的死直到祂再來。

藉著耶穌基督，祢的愛子，我們的主，獨一的神，和聖父、聖靈一同活著掌權，從今

時直到永遠。  

會眾：阿們。 
主禮：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不言的奧秘，堅固你們

的心。這奧秘如今顯明出來，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

他們信服真道。(羅 16:25-27) 
會眾：阿們。 

二十三、 祝禱與傳遞真光（音樂：一根蠟燭）                           主禮/司琴/會眾            

主禮：耶穌又對眾人說：「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不在黑暗裡走，必要得著生命的

光。」(約 8:12) 

會眾：我們若在光明中行，如同神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切

的罪。 (I 約 1:7) 
主禮：既然基督的光已向我們顯現，我們也分享這光，使人不在黑暗裡行。 

(主禮從將臨期花環燭台中象徵基督的蠟燭，引點一支蠟燭，並用他的燭點燃第一排會

眾的燭，我們接著點燃後排的燭，依此類推，直到最後一排的會眾蠟燭都被點燃。)  
二十四、 祝福：主禮先唱頌主聖詩 568【祝福】後，會眾以同首詩歌回應。 

二十五、 散會詩：                           【傳給人】                        會眾 

（一）一點星星之火，可以使火著起來 
   在那周圍的人，可以得到亮光 

       真神的愛也是這樣，當你有這經驗 
         你要傳給每一個人，你要去傳給人。 

（二）朋友們快快來，我已得著這喜樂 
      你也能信靠祂，無論你是在何處 

         我要在山頂喊叫，我要全世界知道 
              救主的愛已臨到我，我要去傳給人。(×2) 

 
 
 
*本儀式參酌 Rev. Dale Critchley 的 The New Adam:A Service for the Nativity of our Lord 編輯而成，謹

向原作者誌謝。 

*  表站， 表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