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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與牧羊人:敬拜新生王

我
們可以從觀察父母、醫生、護士如何溫柔摟抱新

生兒，他們的凝視以及跟小寶貝說話的態度，得

知人類生命的寶貴。我們也可以從觀察兩組人對馬利亞

嬰兒降生的反應，知道這嬰兒的不凡之處。

	 這本小冊子摘錄於《聖誕之窗》一書，此書

作者是R B C教會事工部的主任貝爾．柯羅德（B i l l 
Crowder），他在書中描述天使和牧羊人的讚嘆與敬

拜，可以幫助我們看到，這位嬰兒的降生是如此重要，

其寶貴與奇妙是言詞難以描述的。

──馬汀．狄漢二世（Martin R. De Haa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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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與相同之處

世
上有什麼會比生命中的「對比」更耐人尋味呢？

這些對比提醒我們，在我們身處的世界裏，既有

一觸即發的張力，又有著相互牽扯著的平衡。如：異性

相吸、光明抵消黑暗、正負平衡。

	 比方說，當我們檢視1960年代初期的兩大搖滾樂團

──披頭四與滾石，就清楚可見這對比的意義。這兩大

樂團都來自英國，其音樂都具革命性，但相似之處就僅

此而已了。

	 早期的披頭四，在經理人布萊恩．愛普斯坦謹慎的

包裝之下，一律清爽整潔、身穿西裝，形象開心有趣；

但滾石則是沉鬱晦暗，像是街頭幫派，反倒不像專業樂

團。披頭四可愛得足以衍生出卡通影片；滾石則是躁怒

鋒銳，幾乎是危險人物的形象。當披頭四純真地唱著

「我想牽你的手」，滾石卻直接挑戰當時的道德底線，

唱出「讓我們共度良宵」。

	 	 	這兩個樂團的強烈對比，令擁護他們的樂迷也是兩

極化，成為截然不同的兩派人馬。

天使與牧羊人的對比

	 在聖經中記載的聖誕故事裏，我們同樣看見意義深

長的對比，這對比來自於廣為人知的兩個群體──天使

和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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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沒有比這兩個群體的對比更強烈了：

  • 天使來自天上，是超越這個世界的；但牧羊人在世人

		眼中，則是極其卑微的。

  • 天使有從天而來的榮耀和奪目光彩；牧羊人卻是在聖

	 經時代人們最看不上眼的職業，他們經常是塵土滿

		身、骯髒無比。

  • 天使能在上帝面前服侍、敬拜；但牧羊人卻被摒棄於

	 聖殿的敬拜之外。

  • 天使驟然出現於高天之上，大聲頌讚敬拜；可憐的牧

	 羊人們卻震驚得瞠目結舌。

其反應之相同點

	 縱然有種種相異之處，但在最重要的一件事上，天

使和牧羊人卻表現出了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他們都為

基督的降世而歡欣鼓舞。

	 他們在耶穌降世之夜的歡慶開創了歷史先河，在這

之後是世紀相隨、年年歡慶，其中也包括現今我們的慶

賀，記念救世主彌賽亞帶給人至深遠的喜樂、歡悅、敬

畏與驚奇。

	 我們將一起來檢視天使和牧羊人歡慶的反應，以及

使我們也同心歡慶這新生王降臨的原因，就會對這至深

遠的喜樂、歡悅、敬畏與驚奇有更多的瞭解。因為聖誕

頌歌正邀請人們：

「齊來崇拜我救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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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的反應：尊崇

兒
時的印象難以磨滅。我的父親喜愛巨大的聖誕

樹，而且愛在樹上添加許多裝飾（我遺傳了這種

基因）。首先，我們把所有小燈泡串在樹上，再加上裝

飾物和金銀絲帶、亮片；然後我就看著父親把天使放上

樹頂──這是裝飾聖誕樹儀式中的最後一道手續。這真

是畫龍點睛之作。本來，聖誕樹還不大完整，好像少了

什麼，但一安放上天使，整個家就準備好過聖誕節了。

	 當然啦！在我的記憶中，天使是女性、金髮、有雙

翼，身著發光的白袍。長年以來，每當我想到天使，心

中就出現聖誕樹頂的那幅景象。所以多年以後，當我得

知聖經中提到的天使都有男性名稱，而且不大可能是穿

光亮白袍的金髮女郎時，真是驚異不已。

	 是的，改變兒時印象確實不易。不過，有一件事

我還是對的：天使在基督誕生中是扮演著意義非凡的角

色。若少了他們的參與，整個故事就像有個漏洞──不

完整，正如一株未裝飾完成的聖誕樹。為了幫助我們更

明白耶穌降生中天使的角色，讓我們仔細來探討這種屬

天的人物。

天使是誰?

	 如果你是在日常生活中問我這個問題，我的本能

反應可能會是:「是我最喜歡的棒球隊，來自加州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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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還有他們�00�年打敗舊金山巨人隊，贏得世界大賽

冠軍。」不幸的是，目前流行文化對天使的看法完全和

聖經脫節。從有關天使的畫像、詩詞、到電影、電視節

目來看，似乎天使需要一位新的經紀人，因為他們的形

象並沒有被好好地呈現出來。當然，這也讓我們謹記

著，對天使最準確的描述只能來自聖經。

 從有關天使的畫像、詩詞、到電影、電視節目

來看，似乎天使需要一位新的經紀人。

	 整本聖經中天使處處可見，且有種種名稱。包括

基路伯、撒拉弗和活物。有時候，聖經中形容他們是男

性，多半身著光亮衣袍。他們守衛伊甸園、展開戰爭、

把彼得從獄中救出、在上帝面前事奉敬拜；但不幸的是

有些天使背叛了上帝。天使的名稱有米迦勒（意為：像

上帝的）、加百列（上帝的勇士）、和路西弗（原意

為；攜帶光明者，但後來牠成為上帝的敵對者撒但）。

在聖經中，他們是上帝引導子民的主要僕役，經常很神

秘，有時也千變萬化。

	 天使這個詞來自於希臘文a n g e l o s，意思是「使

者、特使、被差遣的、天使、從上帝而來的使者」。最

主要的意義是使者，也是聖經中最常出現的身分：

 • 有時他們帶來警告的信息，像是在所多瑪和蛾摩拉

	（創世記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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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時他們帶來拯救的信息，像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熊

		熊烈火窯中，與沙得拉、米煞和亞伯尼歌在一起（但

		以理書�章）。

 • 有時他們帶來指示的信息，像是對撒萊的使女夏甲所

		做的（創世記16章）。

	 在上述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天使在世界上往來、活

動，傳遞由上帝而來的信息。

 毫無疑問地，天使所做的並不僅止於傳遞信

息，向世人宣告從天而來的消息，這角色的重要

可是非同小可。

	 毫無疑問地，天使所做的並不僅止於傳遞信息，

向世人宣告從天而來的消息，這角色的重要可是非同小

可。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新約中「傳講福音」（向世人宣

講上帝的信息）一字是「euangelizo」，同樣來自天使

「angel」這個字。在救世主降世期間，福音（即好消

息）最早就是由天使傳遞到人間。

天使如何成為聖誕故事的一部分？

	 讓我們回到我童年的聖誕樹記憶裏去，為什麼要在

樹頂安放一個天使呢？有人會放上一顆星，但就像我們

家一樣，許多人都放個天使。為什麼？因為聖誕節的故

事中到處可見天使，他們忙碌地向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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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信息。

	 聖誕故事中我們看到的第一位天使，是天使長加百

列──顯然他是在天使界中階級最高的。加百列造訪人

間，先向重要人物、以及最終向普世宣告「預定時刻」

到了，經過歷史上長久的等待，上帝所應許的彌賽亞就

要來臨了（加拉太書�章�節）。接著而來的是一連串的

宣告：

第一個宣告

 第一個宣告是彌賽亞的開路者施洗約翰的來臨（路

加福音1章�–1�節）。加百列向撒迦利亞顯現，他年老

無子，在聖殿裏擔任祭司。起初，他對天使的出現驚慌

害怕，但聽見天使帶來的信息後，他覺得難以置信，以

為天使是在開玩笑。加百列聲言撒迦利亞和他的妻子伊

利沙伯將懷孕生子，這孩子會令瑪拉基的預言實現。

（瑪拉基曾預言上帝將差遣一位像以利亞的人物，來為

救世主彌賽亞預備道路）。當撒迦利亞因明知自己和年

邁妻子的生理限制，而質疑老年生子的可能性時，加百

列告訴他「必啞巴，不能說話」直到這將被命名為約翰

的孩子出世。

	 加百列的宣告應驗了，施洗約翰來「預備主的道

路」──這是迎接基督降世的第一步。

第二個宣告

 六個月後，加百列來到拿撒勒一個村莊，向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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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女子馬利亞傳遞上帝的信息（路加福音1章�6–��
節）。加百列通知馬利亞她被揀選，有此榮幸擔任猶太

婦女長久以來希冀的角色──生養所應許的彌賽亞。馬

利亞的反應是困惑的順服：她樂意遵從主的命令，但想

不通怎能有這樣的事發生。馬利亞是處女，並且已經許

配給約瑟，但她絕無意違背她在婚前保持貞潔的誓言。

天使保證她無須違背誓言，因這孩子乃是出於聖靈的工

作。此外，孩子出世後要被命名為「耶穌」（主是拯救

之意）──這名字同時說明了祂的身分（上帝的兒子）

和使命（救世主）。此刻馬利亞的反應很簡單：「我是

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

1章��節）

	 造訪過馬利亞後，加百列又去見約瑟----馬利亞未

來的丈夫，並傳遞同樣的信息：馬利亞的孩子是從上帝

來的，不是從人所生的（馬太福音1章�0–��節）。約瑟

可以完全相信馬利亞的貞節，娶她為妻。

	 九個月之後，加百列又帶來另一個信息，這次不是

讓人等待的信息，而是救主已降臨的信息。

第三個宣告

 在伯利恆城外野地，牧羊人聚集的地方，耶和華的

使者（大概是加百列）突然出現在空中（路加福音�章
9-1�節）。牧羊人正忍受著寒冷的夜晚，看守羊群；忽

然看見天上一幅明亮耀眼的景象。這一回主的榮光伴隨



9

著天使的信息出現，牧羊人就甚懼怕。而信息的本身更

是再戲劇性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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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在大衛的城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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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

音�章10-1�節）

	 這些樸實的牧羊人完全不知所措！照常理說：天使

本當向祭司而非牧羊人顯現；他們應當對耶路撒冷城聖

殿的現任總管說話，而不是對猶太社會階級最低的牧羊

人甚或牧童宣講好消息。

	 我們聽這故事已太多遍，多到對故事本身的大能和

尊榮已失去感動的程度。我們講論天使的出現，好像那

是日常現象，但其實這不管在當時或現今都是罕見的。

 天使本當向祭司而非牧羊人顯現。他們應當對

耶路撒冷城聖殿的現任總管說話，而不是對猶太

社會階級最低的牧羊人甚或牧童宣講好消息。

	 沒有人會想到天使最早傳福音──即救世主降臨的

好消息──的對象，竟然是這樣的一群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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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為何有尊崇的反應？

	 聖誕故事說到目前為止，天使都還只是擔任上帝的

傳遞信息的使者，但是天使的職責並不僅止於此。事實

上，這可能還是他們在天堂的次要活動。他們的首要任

務乃是讚美、敬拜上帝。請注意新舊約中對此的記載：

	 在舊約中，先知以賽亞受聖靈感動，看見天堂中天

使在上帝寶座前敬拜，那是有六個翅膀的撒拉弗呼喊著

宣告上帝的榮光和偉大。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

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以賽亞書6章
�節）

	 撒拉弗的角色就是晝夜不住地敬拜上帝，頌讚主的

聖潔榮美。

	 新約中，使徒約翰曾有幸一瞥天堂榮景（啟示錄

�-�章）。他看到「活物」（天使的另一個名稱）頌讚

上帝的聖潔，並且召集凡得救贖的同來敬拜頌讚上帝

的創造奇工，以及尊崇耶穌的救贖大恩（啟示錄�章11
節，�章1�節）。然後，天堂的所有成員都加入讚美歌

聲，共同頌讚聖父聖子在墮落的世界中施行大能的拯

救。

	 在啟示錄�章和�章，天使群歡慶上帝的創造和基督

的救恩。但是在聖誕故事裏，他們則齊集成一支榮耀的

聖詠隊，歌頌上帝因為祂永恆的愛，而進入這個破碎的

世界（路加福音�章）。當天使宣告上帝的愛子降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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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兵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他們也高聲頌揚上帝，讚

美祂的榮耀、祂的愛子，以及祂拯救世人的計畫，因為

世人失落、疲憊、如羊走迷。他們敬拜尊崇的反應，開

始了第一個聖誕敬拜，更是我們敬拜的起頭，代代相傳

直到如今。他們的信息強而有力：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上

帝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

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
章1�-1�節）

	 以賽亞和約翰所看到的天堂神聖景象，伯利恆城外

野地的牧羊人也都親身經歷到了。他們聽見天使頌讚上

帝的榮耀，並且宣佈基督來到悖逆上帝的人世，帶給人

與上帝之間和好的機會與出路。

	 上帝與人和好，也就是解決人類罪惡的答案，全

集中在一個簡單的詞和平之中。但重要的是，這和平

並不僅僅是沒有衝突，而是因著基督的同在而得到，祂

就是先知以賽亞所描述的「和平之君」（以賽亞書9章6
節）。也就是說，藉著基督，才能與賜平安的上帝（腓

立比書�章9節）有真正和好的關係。希伯來語中的平

安（shalom），指的就是這和好的關係，其涵意包括完

整、健全和滿足。這就是平安！

	 天使可以把平安的應許傳遞給牧人（和我們），因

為基督已降臨人世，祂就是帶來和平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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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可以把平安的應許傳遞給牧人（和我

們），因為基督已降臨人世，祂就是帶來和平的

那一位！

	 天使高聲頌讚永生上帝的樂音，如今繼續在我們的

慶賀中鳴響。對和平的盼望，對榮光的渴求，基督這無

價的禮物，這曾扣動牧羊人心弦的一切，在兩千多年後

的今天，仍在我們心中最深的渴望裏迴響。

天使如何事奉基督？

	 當榮光耀眼的天使離去，天際回復寒冷陰暗時，牧

羊人想必是大失所望吧！但是天使的任務並未結束，在

往後三十多年中，他們繼續參與基督在世上的事工，特

別是在危險的關頭或關鍵時刻的宣告：

  
  • 一位天使發出警告，讓約瑟帶領年幼的基督逃離希律

 的魔掌：「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

	 在那裏，等我吩附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

	 滅他。」（馬太福音�章1�節）

  • 耶穌在曠野受試探後，天使來服事祂：「於是魔鬼離

	 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馬太福音�章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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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耶穌在客西馬尼園受苦時，一位天使來服事祂：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路

	 加福音��章��節）

  • 在復活之日，一位天使打開了墳墓：「忽然，地大震

	 動，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坐在

	 上面。」（馬太福音��章�節）

  • 天使宣告基督已復活：「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

	 怕！我知道你們是在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

	 （馬太福音��章�節）「（馬利亞）就見兩個天使，

	 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

	 一個在腳。」（約翰福音�0章1�節）

  • 當耶穌返回天堂時，天使伴隨在側：「當他往上去，

	 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

	 在旁邊，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

	 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

	 上去，他還要怎樣來』」（使徒行傳1章10-11節）。

	 當保羅寫信給他的年輕門徒提摩太，對基督道成

肉身作一簡述時，一定也想到天使在基督於人世的事工

中，曾從事的這類活動，請看提摩太前書�章16節的記

述：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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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

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

耀裏。	

 基督的救贖工作曾經是、現在是，也繼續會是

令天使群讚嘆不已的原由。

	 榮耀主在世的事工是這些天使群所受關注的。道成

肉身的事件，並不僅是「被天使看見」；這些神聖的活

動受到極大的關注，也就是被「注視」、被細察。換句

話說，基督的救贖工作曾經是、現在是，也繼續會是令

天使群讚嘆不已的原由。請注意使徒彼得如何描述這個

情形：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

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那靠著

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

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

看這些事（彼得前書1章1�節）。

	 「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是什麼意思呢？聖

經教師和解經家亞當．柯拉克如此描述：

	 「詳細察看」在希臘文的原義是彎下身

子：這是人們急切要尋找一樣東西時的姿勢，

特別是在要看難以閱讀的字跡時；他們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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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亮光下，讓光線儘可能集中照在上面，然

後低下頭來檢視筆劃，好看得清楚。這顯然代

表了會幕內站在約櫃兩端的基路伯的態度，他

們屈身望著施恩座，好像很專心地看著，或者

用另一個詞說，是凝視著。就算是聖潔的天使

也為救贖人類的計畫驚愕不解，原本為他們所

崇敬、無窮無限的上帝竟然道成肉身，這事當

然會令他們詫異稱奇。如果連上帝的天使都詳

細察看而驚嘆不已，我們不更該如此嗎？畢竟

與此事切身相關的是人類而非天使！

	 何以如此呢？因為其中有「為他們所崇敬、無窮

無限的上帝竟然道成肉身」，那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基

督。天使因基督的身分和祂所成就的尊崇祂。他們在祂

降世時尊崇祂；在祂的生命中服侍祂；在祂的苦難中支

持祂；又向人宣告祂的復活。這都全因為祂就是基督；

全因為祂決定為根本不配的、沾染罪孽的人類所做的

事。祂作出了選擇，以如此神祕而奇妙的方式，將祂難

以形容的愛，傾注於祂頑梗任性的受造物身上。

 天使們知道我們太易於忘卻：主耶穌基督是永

遠且總是配得最高的尊崇。

	 天使們知道我們太易於忘卻：主耶穌基督是永遠且

總是配得最高的尊崇。同時，正如柯拉克所言，如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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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只能旁觀救贖的愛但未曾體驗過的天使，都為了基

督的恩典而尊崇祂，我們這些身受基督洪恩的人，又該

以何種的心態和熱情來敬拜高舉祂呢？

	 從以下這首最膾炙人口的聖誕頌歌之一，可以表達

旁觀的天使與被救贖的人類，共同的敬畏與尊崇之情：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

地上平安人蒙恩，神人和好再相親！」

興起！地上大小邦，響應諸天共頌揚，

樂與天使同宣告：「基督生於伯利恆！」

	 願我們懷著感恩的心，一同來尊崇基督的誕生，祂

是上帝賜給我們何等配得稱頌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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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人的反應：敬拜

當
馬利亞見一群衣衫襤褸的牧羊人前來馬廄中，告

訴她有天軍天使和「明亮奇妙之星」──全都是

為了宣告她兒子的降生！馬利亞該有多麼驚奇呀！雖然

產後虛弱，但她一定很訝異這群樸實的牧羊人，來俯伏

敬拜她的兒子，又四處將他們所見所聽到的去告訴別人

（路加福音�章16-1�節）。

	 牧羊人是首先跪在馬槽邊的，這足以令人驚奇，因

為他們的地位身分如此卑下，但卻在敬拜這位新生的救

世主！

	 現在讓我們來檢視牧羊人和他們敬拜的反應，好

從中學習。如此，我們更能明白且感謝，他們在猶大地

伯利恆城外寒冷的夜晚，向人所作的見證。更多認識他

們，也可助我們從歷史記錄和古老詩歌中，更進一步分

享他們的經驗及參與他們的歡慶。

 對於這群牧羊人，除了「樸實人過著樸實的生

活」，我真想不出更好的形容了。

樸實的人過著樸實的生活

	 對於這群牧羊人，除了「樸實人過著樸實的生

活」，我真想不出更好的形容了。路加的描述十分簡略

地強調了這份樸實：「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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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路加福音�章�節）。短短的

一節經文充分說明了這些人的身分和工作。

「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

	 自古以來，伯利恆周圍就一直與牧羊有關。大衛

就是在那兒為他的父親耶西看守羊群。伯利恆是草場之

地，所以適宜放牧。它靠近「以得台」或者「羊群的高

臺」(創世記��章�1節，彌迦書�章�節)，雖然我們不確

定那是什麼。有人看了這名稱，以為這是有關耶路撒冷

城以及特指羊門（作為牲祭的羔羊是從此地被帶進聖

殿），好像以色列國的強固塔臺。也有人認為那指的是

伯利恆，以色列牧羊人君王大衛的出生地。還有人則把

「羊群的高臺」照字面解釋。他們相信那就是自古以來

猶大地山坡上，以色列牧羊人看守羊群的確切地點──

完全就是天使傳遞屬天信息之夜，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這些「牧羊坡」在伯利恆城外形成一塊牧羊人放牧羊群

吃草的地區。

	 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地區放牧的羊群不是普通的

羊。由於這個地區靠近耶路撒冷的聖殿，所以在伯利恆

野地主要放牧的就是用在聖殿的羊隻──是要獻給聖殿

作牲祭用的動物。在第一世紀時，光是在每一年逾越節

節期中獻祭的羊就有超過廿五萬隻！因此，這些伯利恆

的牧羊人要供應健康無瑕的羊隻，好作為獻在祭壇上的

贖罪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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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伯利恆的牧羊人要供應健康無瑕的羊隻，

好作為獻在祭壇上的贖罪祭之用。

「……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解經家約翰‧畢爾解釋：「夜間分成四個更次，就

是晚上、午夜、雞鳴、早晨；牧羊人輪流看守，其餘的

人就在帳棚內或塔臺內歇息，野地中的塔臺就是為此目

的而建造的。」

	 解經家亞當‧柯拉克則補充：「在野地看守的原

因，一方面是保護羊群不受野獸掠食，像是野狼和狐

狸；另一方面是防止盜賊搶奪，當時的猶大地相當不平

靜。」

	 牧羊人的生活孤單、勞苦、貧窮並充滿了危險。但

是這些苦況還不是最大的困難。由於他們的職業，牧羊

人被視為在禮儀上是不潔淨的。他們的工作之一，是接

生羊羔（這使他們非得接觸血液不可）、以及處理死羊

（如此他們必須接觸屍體）──這兩件事都使他們成為

在禮儀上是不潔淨的，以致在屬靈上，他們算是被摒棄

和被放逐的人。

	 這些負責為耶路撒冷聖殿飼養牲祭的人，卻因為

在禮儀上被視為不潔淨，而被排除於聖殿之外，這真的

是很悲哀。而這些牧羊人又進退兩難，因為不單是工作

本身令他們不潔，同時他們又必須一直與羊群為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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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不能暫離工作崗位幾個禮拜，所以無法進入聖殿

而得以潔淨。這是宗教上的極端律法主義造成他們的困

境，而這些被隔離、放逐的工人就成了極端律法的受害

者。

 這些負責為耶路撒冷聖殿飼養牲祭的人，卻

因為在禮儀上被視為不潔淨，而被排除於聖殿之

外，這真是很悲哀的。

屬天榮耀的奇異時刻

	 生活中常有一些時刻是深印在記憶中和心版上的。

有些時刻是幽黯不祥的，像接到父親剛因心臟病發作過

世的電話通知。當我回想起廿六年前的那一刻，那種失

落和傷痛的情緒便又湧上心頭，一如當時空洞的感覺。

	 有些時刻則是欣喜若狂的，像在高爾夫球場上破

八十桿記錄的時刻（事實上那是唯一的一次）。直到今

天，我仍可以在腦海中重打那場球中的每一桿球，最後

一洞是在眾人的喝彩聲中以漂亮的「博弟」作結，總數

是七十六桿。（這種絕無僅有的時刻，你自然會儘可能

地反覆回味啦！）

	 還有罕有的奇妙時刻。對我來講，那種時刻之一是

發生在我的結婚之日。當時，父親是我的伴郎，我們一

起站在牧師面前。音樂響起，伴娘便徐徐走進禮堂，接

著教堂後方的門被關閉了片刻，但卻好像是永恆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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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音樂改變，雙門開啟，首先，瑪琳娜由她父親陪

同緩步而出。就是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喉頭還哽咽說不

出話來。看見我所愛的女人，身著結婚禮服，如此眩麗

奪目地步下走道，來與我結為連理。沒錯！正是我！那

真是令人屏息、壯麗神聖無比、不由得謙恭虔誠、又動

人心弦的心情。好一個壯麗輝煌的時刻。

	 比起牧羊人在猶大山坡地那一時刻的所見所聞，我

的經歷算是微不足道了。但我在輝煌時刻所感受的，和

想像中牧羊人的心情倒也頗為類似：令人屏息、壯麗神

聖無比、不由得謙恭虔誠，動人心弦。

	 路加的描述既挑戰我們的想像力，又令我們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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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今天在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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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同那天使讚美上帝說：「在至高之處榮

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

人！」（路加福音�章9-1�節）

	 你要如何想像這事呢？連開始都不容易，要把整件

事串起來就更難了，所以我還是把它分成幾個時刻分別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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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的時刻

	 這位使者被形容為「主的使者」，有「主的榮光

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路加福音�章9
節）。就像聖誕故事中許多人物一樣，這群可憐的牧羊

人對眼前的景像毫無準備。

	 「主的榮光」在猶太教中以「shekinah」來描述，

表示完全的上帝顯現時的輝煌光彩。在神學上被解釋為

上帝屬性的總和創造出光明無比、完美耀眼的亮光，牧

羊人在伯利恆城外山坡地上看到的乃是如此的榮光。

	 在舊約中，主的榮光是上帝與祂子民同在的證據。

我們最早在出埃及記��章16節看到這個現象：「耶和

華的榮耀停於西乃山，雲彩遮蓋山六天，第七天他從

雲中召摩西。」上帝的子民齊集在西乃山，或接受或

拒絕上帝對這個國度的統治。祂的榮光展現了祂的大

能和勢力。

	 在流浪的以色列民獻會幕──敬拜之所在地時，我

們也看見祂的榮光：「可拉招聚全會眾到會幕門前，要

攻擊摩西、亞倫；耶和華的榮光就向全會眾顯現」（民

數記16章19節）。

	 以色列百姓興建所羅門的聖殿，作為全國生活與

敬拜的中心，當他們獻耶路撒冷這座聖殿時，也看見主

的榮光：「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

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

殿」（列王紀上�章10-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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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百姓有上帝在他們中間，直到他們因拜偶像

和道德敗壞開始遠離上帝。他們以異教偶像玷污上帝的

家，又羞辱祂的名字，所以上帝藉著先知以西結，以令

人膽寒的話回應。

	 上帝指出以色列百姓一再地在屬靈上犯姦淫，於是

祂讓以西結看到，上帝的榮光漸漸地離開了聖殿，離開

了耶路撒冷，最終離開了以色列百姓。「耶和華的榮耀

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這一點記載於以

西結書11章��節，是很悲哀的一句話。

	 在以西結嚴酷的話語之後，舊約中只有少數關於

主榮耀的經文且指向未來，那時也沒有任何上帝與祂百

姓同在的記載，直到六百年後的那個伯利恆夜晚。在那

裏，那榮光伴隨著主的使者，又出現了！它回來宣告上

帝藉著基督又臨到祂的百姓當中，這是約翰有力而鮮明

的描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

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

榮光。」（約翰福音1章1�節）

	 是「主的榮光」引發了驚異和崇拜，但對牧羊人來

說，則是懼怕。幾百年了，主的榮光未曾出現在以色列

地，一直到這一刻，在這些牧羊人面前，榮光再現！

 幾百年了，主的榮光未曾出現在以色列地，一

直到這一刻，在這些牧羊人面前，榮光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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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時刻

	 這些牧羊人被他們所支持的宗教系統所排斥擠壓，

他們不得不朝別處找尋盼望。那個晚上，他們在天使的

信息裏找到了。解經家葛約翰（John Gill）這麼說：

	 基督降生的消息，首先是向牧羊人報知；

不是向王子或者大祭司，或者耶路撒冷城的飽

學之士，而是向軟弱、平凡、無學問的人；這

些人正是上帝樂意揀選、呼召的。祂向牧羊人

啟示的奧祕，是祂向智慧通達人隱藏起來的，

令智慧通達人困惑，這一切顯明了上帝的恩典

和榮光。這是基督國度將如何、以及福音將由

誰和對誰傳講的先兆。

	 作家及教育家李來瑞博士（Dr. Larry Richards）提

醒我們，牧羊人是唯一受裝備來領受這大好榮幸的人。

	 新生且躺在馬槽裏的救主，是上帝的羔

羊。就如同羔羊一樣，祂註定要為世人的罪而

死。正是為這些牧羊人而死，作他們的救主。

也許這些在野地寒夜中，整夜照看小羊、保護

羊群的牧羊人，能明白上帝天父的牧者心腸，

略窺祂把獨生羔羊為眾人捨命時，對祂而言是

怎樣的意義。

	 從人類的觀點看來，上帝的愛子竟然認同牧羊人

這種在當時社會文化裡地位最低的一群人（約翰福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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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實在是很奇妙。然而，祂卻形容自己是牧人，是

保護羊群、尋找迷羊的人。

	 試想這群被自己的同胞、聖殿和國度的盼望所孤立

的牧羊人，卻由天使的口中，得知他們並未被上帝所棄

絕和遺忘。祂首先讓他們聽到這盼望的信息就是明證：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

督」（路加福音�章11節）。

 試想這群被自己的同胞、聖殿和國度的盼望所

孤立的牧羊人，卻由天使的口中，得知他們並未

被上帝所棄絕和遺忘。

	 牧羊人所得到這盼望的信息，也是給全世界人的。

因為這誕生在伯利恆的嬰孩將成為：

  • 為羊捨命的好牧人（約翰福音10章11節）。

  • 憑永約之血買贖群羊的大牧人（希伯來書1�章�0節）。

  • 我們靈魂的牧人與監督（彼得前書�章��節）。

  • 祂群羊的牧長，並要再來，且帶著永不衰殘的榮耀

		冠冕，賞賜給他們（彼得前書�章�節）。

在意想不到之地謙恭敬拜

	 你喜愛在何處敬拜？有的人喜歡在宏偉的大教堂，

有人喜歡在簡樸的小禮拜堂。但有人會把馬廄當第一選

擇嗎？然而牧羊人在聽見天使的信息之後，他們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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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就是去尋找馬利亞生下救世主的馬廄。

	 對我而言，這不過是肯定了我們的上帝是一位出人

意表的上帝。很少有比天國君王降生在馬廄中更令人意

外的事件了。

 我們的上帝是一位出人意表的上帝。很少有比

天國君王降生在馬廄中更令人意外的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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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章1�-16節）

	 我常聽人們說類似這樣的話：「什麼事發生在你的

身上並不代表你是怎樣的人，你如何應對才說明你是怎

樣的人。」我想這話是不錯的，無論生活中或好或壞、

或歡喜或痛苦、或令人興奮或令人膽寒，我們如何應對

就說明我們的為人，這是言語無法衡量的。

	 牧羊人的第一反應，是去敬拜；然後，是去把他們

見到的告訴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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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章1�-1�節）。

	 牧羊人不僅是最先聽見的人，他們也是最先傳講聖



��

誕信息的人。當他們滿心為所經歷的奇事激動澎湃，就

把有關天使和榮光，以及嬰孩的奇事告訴他人，與人分

享。

	 這就是真正的敬拜──在基督面前跪下，然後站立

在別人面前宣講祂的榮光與救恩。我們若曾降服大君王

跟前，因看見祂的至高全能而無可自誇，就能在需要聆

聽的人面前放膽講論。

	 試想這種敬拜是發生在如此意想不到的地方，在最

意想不到的夜晚，和最意想不到的人身上。

真心的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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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與上帝，讚美他（路加福音�章�0節）。

	 解經家亞當．柯拉克寫道：「這些樸實的人，對好

消息的真實性有了滿意的證據，心靈充滿神聖的感染，

便返回照料他們的羊群，為上帝向他們所顯示的奇景，

以及他們所感受的祝福榮耀祂……有多少事情令他們反

覆思想，又是多麼令人讚嘆、讚美的事！」

	 一度被人放逐，現在這些牧羊人被接納了。本來不

配進聖殿，現在他們與先知和祭司站在一起，為盼望已

久的目標來臨而歡慶。

	 牧羊人為羔羊的誕生而歡慶，還有什麼比這更恰當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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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我帶領一個聖地研習團途經以色列。其中

一站，當然啦，就是伯利恆。我們在一個可以俯視「牧

羊人的曠野」之處查經，然後整團人有機會到世界著名

的伯利恆橄欖木商店購物。有幾個人買了橄欖木的耶穌

誕生雕刻，我也是其中之一。這組產品的價格視刻工的

精細程度而定，有些手工粗糙，近似抽象作品，但有些

塑像則維妙維肖，栩栩如生。

	 稍後，遊覽車載我們回到耶路撒冷，我們又經過牧

羊人的曠野。這時我手中有了耶穌誕生的雕刻，不禁聯

想起世上第一個聖誕夜的情景。接著我們又駛過天使造

訪牧羊人，宣告大君王降臨的地區，此時我想起我最喜

愛的一首聖誕頌歌的歌詞：

伯利恆小村莊裏

有一聖嬰降生；

耶穌睡臥之處，

聖潔光芒把天空照亮，

降生之地雖簡陋，

上帝恩賜世人良多；

馬槽小床引領道路，

通往完全聖潔之地。

哈利路亞！天使歡唱。

哈利路亞！全地鳴響！

聖潔光芒把天空照亮，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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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經這一片處處岩石的坡地曠野，看見散佈四處

的羊群，為這熟悉的歌詞更增添了豐富的涵義。當我親

眼看見這些坡地，試著揣想許久以前的神聖之夜時，導

遊要求司機停車。路邊站著兩個不超過十二、三歲的男

孩，帶著一隻羊羔。他們是伯利恆的牧羊童。

	 兩千年前，上帝愛子降生的消息首先傳給窮困、被

遺忘、被排斥的牧羊人；如今，這些牧羊人依舊在曠野

工作，「看守羊群」。當牧羊童走過遊覽車上的走道，

幾乎每個人都摸摸小羊羔的頭。那真是美妙的時刻──

在牧羊人的曠野，有牧羊人帶來一隻羊羔。

	 兩千年後的今日，我們繼續歡慶上帝羔羊的降生，

我們加入那最早歡慶的牧羊人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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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回應聖誕節？

見
證基督降生的天使與牧羊人，留給我們一個榜

樣，就是他們對這事的不尋常反應，這反應絕不

是掉以輕心。當他們凝神注目嬰孩耶穌，且歸榮耀給祂

的天父時，他們的反應是既強烈又熱情的。

	 所留給我們最大的挑戰，我猜想是讓我們對聖誕節

的慶賀，都得包括他們表達出的尊崇與敬拜。如果我們

這麼做，就能破除這個佳節日益世俗且商業化的慶祝方

式，而回想起聖誕主角的美善。

 所留給我們最大的挑戰，我猜想是讓我們對

聖誕節的慶賀，都得包括他們表達出的尊崇與敬

拜。如果我們這麼做，就能破除這個佳節日益世

俗且商業化的慶祝方式，而回想起聖誕主角的美

善。

	 我們為聖誕節帶來的好處和祝福而狂歡，但耶穌

基督才是聖誕節的中心。我們喜愛眼前禮物和華麗的禮

物裝飾，但耶穌基督才是給人類帶來永生和真正喜樂，

且永遠存在的那一位。我們可能精心選購及包裝許多禮

物，但那位在出生後包裹在布裏的嬰孩，仍然是「禮物

中最大的禮物」。願我們留心且去愛，永遠不忘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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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基督我主，牧人讚美，天使歌唱；

快來向祂頌揚，至聖嬰孩新生王。

在聖誕節當日，以及每一天……

齊來敬拜我救主，耶穌基督。

	 這本小冊摘錄自《聖誕之窗》一書，是由RBC的探索出版

社所出版，此書作者貝爾．柯羅德（Bill Crowder）牧會�0年，

現在是RBC Ministries 教會事工部的主任，他和他的妻子瑪琳

娜（Marlene）有五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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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是讓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
變得易懂、易得。

探索叢書以溫和、生活化和容易理解的方式帶出耶穌

基督的真理，讓我們知道聖經的教導適用於生活的各

個層面。所有的探索叢書都是以不收費的方式提供

給讀者，可作為個人研經、小組查經材料或是佈道 

工具。

若你想要與我們一同將上帝寶貴的話語分享給更多的

人，可以點擊以下的連結，以奉獻支持探索叢書和靈

命日糧事工。

我們衷心感謝許多人支持靈命日糧事工，即使是小額

奉獻也能聚沙成塔，幫助我們將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

帶給他人。

點擊奉獻

https://traditional-odb.org/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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