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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帝在馬棚裡： 

聖誕的反思

每年聖誕期間，許多人都會期盼重新

經歷孩童時的興奮。我們會立志

說：「今年的聖誕節一定要有所不同！一

定會像以前那麼美妙。」然而我們還是感

受不到聖誕的奇妙魅力，總覺得是老調重

彈，了無新意。

	 蘇諾銘（Robert	 Solomon）深明此理。

他放棄醫生的專業，成為牧師、作家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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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他知道生活混雜著希望與失望，有歡

笑也有悲痛，有成功也有失敗。這種複雜

情節也反映在聖誕故事中。當天使向世人

宣告馬利亞生了小男嬰，隨後卻有其他

的男嬰遭遇不可思議的慘劇。接著，這個

小嬰孩長大成人之後，祂所行的神蹟和事

工，卻似乎隨著祂被釘十字架戛然而止。

	 但是，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我們歡

慶聖誕緣由的序幕。一直以來，馬槽裡的

降生就是為了戰勝死亡，讓我們有復活的

盼望。

	 聖誕不是奇妙氛圍，而是滿有威榮的

史實！上帝在馬棚裡，上帝與我們同在！

這就是聖誕的應許。

靈命日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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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聖誕的應許

對許多人來說，今年的聖誕節或許不適於大肆

慶祝。但是，購物中心已經掛滿節日的裝

飾，希望能激發一定的購物熱潮。然而，許多人內

心卻有隱憂。

	 當我在寫這本書時，戰爭正在全球多地爆發，

處處瀰漫著對恐怖襲擊的恐慌憂慮，包括可能會發

生的大規模生物恐怖攻擊。整個商業市場一片淒

迷，我們生活在漫長的經濟衰退中，許多人對未來

深感憂慮。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仍在持

續，沒有任何長期和平的跡象。耶穌基督降生的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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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恆，雖然仍是世界矚目的一個焦點，卻也籠罩在

暴力、動亂以及深深的焦慮之中。

	 在這樣的世代裡，聖誕節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對商人而言，這是賺錢的時機；對懷舊的人來說，

聖誕節會勾起許多難忘的回憶：雪花紛飛、聖誕老

人、裝飾佈置、精美禮物、聖誕歌曲等；在另外一

些人看來，這是一個休閒的年終假期，可以盡情地

購物、歡慶、享受樂趣。

	 但是，聖誕的核心其實是我們主基督的降生。

每年這個時候，教會都會慶祝上帝所賜「說不盡的

恩賜」（哥林多後書9章15節）。這樣的時刻，應該

是凸顯聖誕真諦的好機會，衝破這個黯淡的世代，

猶如在漆黑的夜晚，點燃希望的火把。

	 聖誕節肯定不是我們逃離

現實的時刻；相反，聖誕的真

相將我們帶入現實之中。耶

穌降世就是如此：祂「反倒

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

為人的樣式」（腓立比書2章
7節）。祂不是出生在奢華的

皇宮裡，有重重保護將祂與動

蕩不安的現實世界隔開。相反

地，祂出生在貧困的嚴酷現實

聖誕的真相將我們

帶入現實之中。耶

穌降世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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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祂照著自己的選擇，降生在最卑賤的地方，就

是一個不起眼的馬棚，成為異族羅馬人統治之下的

族群中一員。在此之前的數十個世紀，這個族群有

上帝的帶領。上帝愛他們、顧念他們、管教他們。

上帝領他們離開被擄之地，回到上帝早就應許的故

鄉。後來，有400年之久，上帝似乎一直保持沉默，

遠離他們，彷彿最終要放棄他們。儘管他們所處的

環境險惡，其中仍有敬虔者，固守著他們信仰的傳

承。他們的聖殿被褻瀆，成千上萬的人慘遭屠殺 。

他們是何等迫切地盼望所應許的彌賽亞！

	 上帝實現了祂的應許，差遣祂的愛子耶穌降

世。這就是我們慶祝聖誕的原因。

	 我們可能也會像那群上帝的百姓以色列民一

樣，等候更美好的日子，等候上帝的作為。聖誕節

就是一個及時的提醒：上帝必會實現祂的應許。

	 我們歡慶降生的那一位，在祂出生時，擁有

兩個名字：耶穌和以馬內利（馬太福音1章21、23
節）。耶穌的意思是「上帝拯救」，以馬內利的意

	敘利亞王安條克四世伊皮法尼斯（A n t i o c h u s  IV 
Epiphanes）曾毀壞耶路撒冷，並獻祭給宙斯，褻瀆聖

殿。這引發了公元前167-164年間大規模的瑪喀比起義，

起義獲得成功。安條克死於公元前164年，死前未能平

息這場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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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上帝與我們同在」。聖誕的信息就是上帝藉

著耶穌，拯救我們脫離罪惡和死亡，並且與我們同

在。不管我們的處境如何，這一信息絕不改變。事

實上，在我們現今的世代，這一信息顯得更加明亮

耀眼。有誰能將我們從嚴峻的境況中拯救出來？有

誰能將壞消息變成好消息？只有我們的主基督，能

帶給我們救恩、和睦、醫治、平安和盼望。在這個

動盪不安、困難重重的世界上，讓我們將盼望放在

祂身上。

	 基督降生在這個充滿焦慮與困難、不安與痛苦

的真實世界裡。這位聖誕的主角基督，並不是帶給

我們一劑鎮痛的妙方解藥。相反地，祂被掛在十字

架上，為我們帶來了祂那永不改變的同在，在艱難

的時刻更是如此。祂不僅是我們的拯救者，也是我

們的朋友。

	 讓我們在內心深處堅定地確信，沒有任何事

物，可以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正如馬丁．路德

所說：「基督自己降卑，成了人的樣式。祂道成肉

身的奧祕，超越所有人的理解能力。」因此，讓我

們懷著敬畏、感恩和盼望，來慶祝聖誕的奧秘。讓

我們把自己的生命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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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迎接上帝的地方

客店裡沒有地方。夕陽西下，黑夜迅速降臨。

小小的伯利恆，被歸鄉的遊子們擠得水洩不

通。羅馬帝國的皇帝凱撒亞古士督，下令進行人口

普查。為此，成千上萬的人必須返回家鄉，報名上

冊（路加福音2章1-7節）。

	 約瑟一聽到這人口普查的消息，便開始擔心，

因馬利亞已經接近臨盆。約瑟早已知道，她所懷的

胎，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嬰孩，因天使向他顯現告訴

了他。雖然他無法完全明白，但他已經意識到，他

所肩負的是一個屬天的奧秘。雖然如此，他們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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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跋涉約130公里（80英里），花上四天的旅程，

從熟悉的拿撒勒城，前往舉目無親的伯利恆城。他

和馬利亞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呢？

	 到了伯利恆，馬利亞痛苦的呻吟聲，迫使約瑟

無暇思考，立即四處尋找可以讓馬利亞安全分娩的

地方。但是，所有的客店都住滿了，他們四處碰

壁。約瑟意識到情況緊迫，就加快步伐，希望找到

住所。如果他富有，他肯定可以找到一個房間。但

如今，他不認識任何一個可以幫助他的權貴。

	 馬利亞和約瑟沒有選擇的餘地。最後，他們找

到了一個馬棚，就安頓下來。在馬棚裡，擠滿了各

樣的牲口，散發出各種不同的氣味與叫聲。上帝的

兒子就在此降生。

	 作家楊腓力在其暢銷書《耶穌真貌》中，這樣

描述這個世界的領袖出訪的情景：

 伊麗莎白女皇二世最近在美國訪

問，記者饒有興趣地報導她的一些事，

如：她帶了約1800多公斤的行李，包括每

一個場合所需的兩套禮服、一套以備萬

一的葬禮服裝、近19公升的血漿⋯⋯她

隨身帶著私人美髮師，兩位貼身侍衛，

以及一大群的隨從。皇室到外國一個短

短的訪問就輕易地花了兩千多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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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主造訪我們，卻是

截然不同！祂降生的目擊見證

者，是牲畜和貧窮的牧人。身

為父母的怎麼都不能理解，上

帝怎麼可能讓祂的兒子出生在

這樣的地方？使徒保羅描述

說，耶穌放棄自己的位分與權

利，離開天上尊貴的寶座，進

入一個無名小鎮客店的卑微馬

棚。祂完全可以選擇生在皇宮裡、生在位高權重之

家，或生在富裕奢華之中。但那一天，上帝卻與貧

窮、受壓迫的人同列，與平凡純樸的人同行。祂的

國度、權柄和榮耀，竟然如此不同。

	 基督降生在馬棚裡，不僅僅是因為祂的謙卑、

屬性、使命和信息，也是因為旅店裡沒有地方給

祂。如果旅店的主人知情的話，情況會有所改變

嗎？他會為耶穌預備房間嗎？

	 	耶穌站在門外叩門這幅畫，大部分基督徒都很

熟悉 。我們許多人成為基督徒，就是因為邀請耶穌

進入了我們心中，作我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基督

進入一個人的心中，並在裡面居住，這是何等令人

喜樂的事啊！

	

耶穌站在門外叩

門這幅畫，大部分

基督徒都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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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多時候，初信主的喜悅和熱情會隨著時間

而消褪。就像以弗所教會一樣，許多人失去了起初

的愛心（啟示錄2章4節）。他們的生命，充塞著許

多事物、抱負、人際關係和讓人分心的事，以致疏

遠了耶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的心思被許多次要

的事物所纏累。人們關注的是生活所需，以致沒有

地方給⋯⋯

 許多畫家都描繪了啟示錄3章20節的意境，最著名的

是華納˙索曼（Warner Sallman, 1892-1968年）的《基督

叩門》（Christ at Heart’s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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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馬利亞的小羔羊

耶穌降生在羔羊圍繞的馬棚裡。祂的降生本身

就是個神蹟，因為馬利亞是個童貞女。這是

我們在使徒信經 裡所宣告的，耶穌是「因聖靈感

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但是，耶穌降生在這麼簡陋的地方，只是因為

情勢所逼嗎？上帝沒有選擇豪華的宮殿，卻選擇了

一個卑微的馬棚，作為祂兒子降生的地方。我們從

聖經可以知道，這是耶穌謙卑的一個顯著標誌。祂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就自己卑微」

（腓立比書2章7-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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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基督降生在卑微的馬棚裡，還有另一個

原因。羔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耶穌的時代，

每個猶太人都清楚知道羔羊在敬拜中的重要性。每

一天，都會有兩隻羔羊被宰殺 ，早晨一隻，下午

一隻，獻上作為眾人贖罪的祭物。

	 上帝的律法清楚規定，要獻上羔羊作贖罪祭

（利未記4章32節）、贖愆祭（14章12節），以及其

他的祭。這是為什麼呢？

	 這些做法可追溯到第一個逾越節，就是上帝

拯救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為奴之地（出埃及記12
章）。上帝藉摩西傳達祂的拯救計畫。每個家庭都

要宰殺一隻羔羊，將羊血塗抹在門楣和門框上。當

夜，上帝巡行埃及施行審判，看到門框上有羊血的

房屋就越過去。以色列百姓因此蒙拯救，得自由。

	 羔羊因此成為贖罪和自由的記號。但是，以色

列人所獻上的羔羊，只是象徵著他們所等待的那位

 使徒信經的由來，部分原因是反駁那些否定三位一體

上帝信仰的異端，並肯定正統的基督教信仰。現今被許

多基督教教派廣泛使用。

 猶太人的獻祭儀式，直到公元70年聖殿被毀時才停

止。其實，早在聖殿被毀的近40年前，耶穌已經在十字

架上將自己一次獻上（參閱希伯來書9章26-28節），人

們不再需要這個獻祭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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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以色列和萬民的真正羔羊。舊約先知以賽亞在

論到彌賽亞如僕人受苦時，他就曾預言說：「祂像

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以賽亞書53章7節）

	 在新約中，施洗約翰提到耶穌是誰及其降生目

的時，他如此宣告：「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

人罪孽的」（約翰福音1章29節）。這句話凸顯了上

帝救贖的真理，解釋了以色列民族整個歷史和禮儀

的傳統。它回應了每個真誠禱告者的渴望，並表明

了上帝每一個行動背後的動機。

	 耶穌是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整本

新約一再提到這個信息。使徒彼得寫道：「乃是憑

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得前書1章19節），指的就是猶太宗教禮儀的

要求。同樣地，使徒保羅也說基督是「逾越節的羔

羊」（哥林多前書5章7節）。從福音書最後晚餐的

描述，我們知道耶穌完全明白這一點。所以，在逾

越節羔羊被殺、吃無酵餅的那一天，耶穌與祂的門

徒共進晚餐。當祂把擘開的餅和葡萄汁遞給門徒

時，祂清楚表明，祂就是為世人的罪所獻上的逾越

節羔羊（路加福音22章7-20節）。

	 耶穌是上帝的羔羊，這是極為重要的真理。在

啟示錄裡，耶穌一再被描述為羔羊。使徒約翰在異

象中看見，那被殺的羔羊站立（啟示錄5章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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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異象中，有四活物和24位長老，在羔羊前敬拜（5
章8節）。然後有大隊天使高聲合唱：「曾被殺的羔

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

讚的！」（5章11-12節）隨後是榮耀的景象，來自各

國各族的人們，站在羔羊面前（7章9節）。這羔羊是

他們的牧者，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滋潤每一個

乾涸的心靈（7章15-17節）。

	 寶座上的羔羊將結束人類歷史，帶來救恩和永

遠的和平。這羔羊降生在猶太偏遠小鎮一個無名客

店的卑微馬棚裡，當時，除了約瑟和馬利亞，知道

這個重大事件的人，就是看守羊群的貧窮牧人。

	 這些牧人的羊群中，必定有羔羊，其中有一些

會用作聖殿的祭物。但千百年來，這些祭物並沒有

除去深植在人心裡的罪疚。現在，上帝的羔羊已降

生，祂最終要除去人類所有的罪。

	 牧人匆忙地去尋找上帝的羔羊。正如文藝復興

時期的一些畫作，描繪牧人的肩上都扛著一隻小羔

羊。他們找到了上帝的羔羊，就讚美上帝。降生在

馬槽裡的小羔羊，成為人類歷史的轉捩點。為獻祭

宰殺羔羊的歷史，來到了意想不到的高潮。上帝羔

羊的故事，重新定義了人類的歷史，改變了人們既

定的悲慘結局。這個幽暗的世界終於有了盼望，此

時此刻，正是高唱歡歌、期待榮耀新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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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伯利恆的男嬰

每年在這個時候，數不清的聖誕劇、證道和雜

誌專文，都會一再講述聖誕節的故事。當

我們從教堂、汽車收音機、購物商場和城鎮中心，

聽到熟悉的詩歌時，耶穌降生的故事會給我們的心

靈帶來喜樂，讓我們的臉上綻放笑容。主日學的表

演，因為摒棄了主導一切的聖誕老人，讓我們有機

會一睹牧人和羊群、天使和博士，重溫聖經對耶穌

降生的記述。

	 然而，聖誕故事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卻常被忘

記或忽略。不可否認，這是因為那段內容摻雜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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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暴力和黑暗。有誰願意在慶祝聖誕時談論這種

事呢？但是，聖經卻記載了這讓人悲痛的情節，而

且，這情節是聖誕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東方博士花了好多時間尋訪聖嬰。他們認定這

生來作王的聖嬰，是降生在宮殿裡，這是無可厚非

的。他們依憑自己的邏輯推斷，逕自前往希律 王

宮。希律王聽了他們的講述，發現這位彌賽亞王會

生在伯利恆（馬太福音2章1-6節）。希律王獲悉東

方之星出現的詳細情況，嫉妒和不安很快就籠罩了

他的心。他覺得王權受到威脅，便以虛假的虔誠來

愚弄博士。他要求博士們，一旦尋訪到那孩子的確

切方位和身分，就回來報信，好讓他也可以前去朝

拜。他假裝要去朝拜這位新生王，但心裡思量的是

要除滅這位威脅他王位的新競爭者。

	 天使向博士透露了希律的邪惡計畫。於是，博

士就繞過耶路撒冷，回本地去了，讓希律得不到他

所想要的重要訊息。當希律發現被博士拆穿計謀

後，他心中的邪惡與怒氣，猶如山洪爆發出來。他

 《雷維爾聖經詞典》說：「希律與馬太福音裡的另一

位王—僕人之王耶穌—形成鮮明的對比。希律一生致力

於爭取權力，卻找不到平安。他得到的不是愛，而是仇

恨與恐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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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兵前往伯利恆，因為不知道聖嬰具體生在何處、

到底是何人，就下了一道殘忍的命令，殺掉城內所

有兩歲和兩歲以內的男孩。

	 那一天，伯利恆城不少男嬰被屠殺。冷酷的士

兵執行了這個邪惡者無情的命令，這些嬰孩的啼哭

聲在殘暴的刀劍下，頓然消失。他們的母親無助地

痛哭哀號，彷彿地獄的門霎時

全都打開。她們的心被刺透，

她們的夢想破滅了。他們的父

親無助地呆立一旁，無力攔阻

那闖進各家各戶的邪惡勢力。

	 然而，希律想要除滅的那

位嬰孩，在那災難的一天未來

到之前，已經離開了伯利恆。

有一位天使，向約瑟透露了希

律的卑劣行徑，並吩咐他帶著

孩子同母親前往埃及，遠離希

律的凶殘之劍。沒多久，這位企圖以凶暴手段鞏固

寶座的希律王死了，這彷彿是天上發出的審判。之

後，耶穌被帶回了以色列。

	 耶穌降生時的世界，因人的罪惡和暴行而敗

壞，至今仍是如此。邪惡殘暴的希律，不時出現在

歷史中。類似於伯利恆的大屠殺，不斷地血染悲愴

耶穌降生時的世

界，因人的罪惡和

暴行而敗壞，至今

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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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頁面。這些受害者大聲哀號，吶喊暴行到底

會不會有終結的一天！被殺之人的血，也向上帝呼

求公義與救贖（創世記4章10節）。

	 耶穌的降生，是人類期待已久、從天而來的回

應。祂雖然是上帝，卻為我們的緣故，降卑虛己成

為人的樣式（腓立比書2章6-8節），進入這個因罪

惡而癲狂的世界。祂離開芬芳四溢的天堂，進入這

個被墮落的人類所污穢的世界。不錯，如果我們認

真思索就會發現，每一個人的內心，或多或少都有

希律的邪惡成分。我們雖然不會像希律那樣極端凶

殘，但跟他相同的墮落心態，確實存在於每個人的

心中。

	 為了要將人從罪惡中拯救出來，耶穌降生人

間。祂讓自己變得如此脆弱，以至於這位參與創造

的造物主，必須被帶到埃及的安全之地，以躲避希

律凶殘的刀劍。祂在嬰孩時避過殺戮，卻在長大成

人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這是必須的，因為祂若

不流血，就無法給這世界帶來救恩。

	 所以，聖誕節就是一則關於上帝的故事。祂那

麼愛世人，以至於願意以最奇妙的方式施行拯救。

這實在是個好消息，因為世界的拯救者，在這一天

降生了。這樣的好消息，猶如在一望無際的乾旱沙

漠中，發現了一塊綠洲。透過我們這個充滿苦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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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的真實世界來看聖誕節，這個好消息就會更加

熠熠生輝。

	 我們通常會美化馬槽的佈景，好讓聖誕節顯得

輕鬆美麗、乾淨潔白，沒有牲畜身上的臭味，也沒

有貧困所造成的饑餓痛苦。我們除掉了那令人不安

的哀慟聲，就是心碎的母親為她們被屠殺的兒子哀

哭的聲音。但這正是耶穌降生

時的真實世界。也正是在這樣

的世界中，耶穌，這位世界的

拯救者、世界之光的降生，才

成為真正的好消息。正如光是

黑暗中的好消息，水泉是沙漠

地的好消息，耶穌就是這個被

罪所困之世界的好消息。

	 在那可怕的一天，伯利

恆的許多男嬰，被無情地殺害

了。或許有人會說，正是因為

這些男嬰的受害，才使得伯利恆的聖嬰得以存活。

然而，多年之後，這位伯利恆的聖嬰表明，祂降世

就是為了受死，好叫伯利恆的那些男嬰，最終得蒙

救贖。因為在那時，天父上帝接納了這些被殺的男

嬰，把他們放在祂那安全可靠的膀臂裡，永遠不再

有痛苦；祂卻把自己的兒子留在世上，要完成祂那

我們雖然不會像希

律那樣極端凶殘，

但跟他相同的墮落

心態，確實存在於

每個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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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任務。這位伯利恆的聖嬰，後來要為那些男

嬰而死；不但是為他們，也是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

上。	

	 耶穌降生成為上帝的羔羊，為要除去世人的罪

孽（約翰福音1章29節）。這就是聖誕節的好消息。

馬利亞目睹這一切事情的發生，就「把這一切的事

存在心裡，反復思想」（路加福音2章19、51節）。

今年的聖誕節，我們也可以如此行。在所有瘋狂而

忙碌的慶祝活動中，通常缺少聖誕節的真實情境

（哀痛的世界）和重點（好消息），讓我們銘記耶

穌所降生的那個真實世界，並為耶穌帶給這個垂死

世界真正的好消息而感恩頌讚。

1 希律，《雷維爾聖經詞典》（The	 Revell	 Bible	 Dictionary），
483頁(Grand	 Rapids:	 Fleming	 H.	 Revell,	 A	 Division	 of	
Baker	Book	House	Co.,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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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中的寶藏

在那個寒冷的猶太之夜，一位初為人母的產

婦，深情地凝視著她那新生的嬰孩，小嬰

孩純真的眼神軟化了她的心。雖然，長途艱難跋涉

和分娩的煎熬，已經耗盡了她的體力，但她的內心

卻充滿了喜樂與平安。當她的目光凝聚在這個包著

布的小嬰孩時，這真是一個充滿深邃奧秘的時刻。

她的丈夫看著這個新生的嬰孩，驚歎得無法言喻。

馬棚裡的牲口，都安靜地看著這一切。在一片安祥

中，所有的眼睛，都注視著這個帶著上帝臉龐的小

嬰孩。這一個夜晚，發生的事太多了。天堂也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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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派天使，向伯利恆城野外純樸的牧羊人，宣告這

個好消息。牧羊人趕緊前往，進入馬棚裡令人驚歎

的實景。他們看見了這奧秘，然後帶著滿懷喜悅，

一路歡呼地回去。經歷了神聖的靜謐之後，他們發

出充滿喜樂的讚美。上帝堅守自己的應許，來到世

上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馬利亞安靜地深思上帝成為人、道成肉身的這

個奧秘。在聖誕來臨之時，我們也要思考：為什麼

上帝要成為人呢？希伯來書的作者解釋說：「兒女

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

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

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希伯來書2章
14-15節）

	 上帝降世為人就是要為我們而死，好使我們永

遠得自由。耶穌來，不是要幫助天使，而是要幫助

人類。「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為要在

上帝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

上挽回祭」（希伯來書2章17節）。

	 正因為上帝要救我們脫離罪惡和死亡，所以祂

必須成為人。如果不這樣，祂就不可能拯救我們。

第四世紀的亞他那修 （Athanasius）就領悟到了這

個聖經真理，他寫道：「上帝的道親自降世為人，

因為只有祂——天父本體的真像，才能照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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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創造人類。」在我們裡面那已遭毀壞且已喪失

的上帝形象，如今，唯有藉著上帝成為人，才可以

恢復過來。

	

	

	

	

	

	 亞他那修舉例說，鑲板上的肖像圖畫，因被玷

污而損毀。但畫家沒有扔掉這鑲板，反而找出肖像

的原貌，就能使用相同的原料，重新畫出原樣。耶

穌就是我們重新被造的原貌，可以讓我們「變成主

的形狀」（哥林多後書3章18
節）。亞他那修簡明扼要地

說：「上帝成為人，好讓人可

以變成上帝的樣子。」正因如

此，上帝差派祂的獨生子耶穌

來到我們當中，道成了肉身。

	 上帝來到我們中間，這一

點絕不能輕忽。耶穌是完全的

人，也是完全的上帝。我們絕

不能忽略這個事實。我們承認

這個信仰的意義，也必須明白

 亞他那修在328年任亞歷山大的主教，直到373年離

世。他在批判當時的大異端亞流派（Arianism）中扮演

著主要角色。亞流派認為基督是受造者（次於上帝），

亞他那修和其他人根據聖經予以強力反駁。

上帝來到我們中

間，這一點絕不

能輕忽。耶穌是

完全的人，也是完

全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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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涵意。上帝成為人，住在我們當中。我們置身於

上帝的同在，應該心懷敬畏而顫慄。

	 德國著名牧師兼神學家潘霍華（D i e t r i c h	
Bonhoeffer）如此寫道：

	 我們對於上帝在聖誕節的降臨和祂神

聖的愛那麼習以為常，以至於感覺不到上

帝降臨應該引發的敬畏與顫慄。對上帝降

世的信息，我們只是樂在其中，卻忘了最

重要的部分，就是宇宙之主親臨這個小小

的地球，向世人宣告祂的主權。上帝的降

臨誠然不只是喜訊，對那些有良知的人來

說，它首先是令人畏懼的消息。

	 基督降生的消息，必須先讓我們感到畏懼，才

成為一個好消息。當天使向牧羊人宣告救主降生的

消息時，牧羊人就甚懼怕（路加福音2章9節）。他

們懼怕顫慄，不只是因為天寒地凍，而是因為牽涉

到上帝的造訪。但是，當他們真正意識到，上帝是

成為一個人來到世間時，懼怕就轉為驚奇，驚奇則

轉為喜樂。

	 我們不僅要承認耶穌的「特異性」，也要承認

祂成為我們當中一員的事實。我們看到耶穌有完全

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因為祂成為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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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確知，祂可以完全瞭解我

們的處境。祂知道我們生活在

這個敗壞和罪惡世界的情況，

經歷饑餓和乾渴、遭受各種指

控、被人棄絕、遭仇敵攻擊、

深感疲乏和軟弱、痛失親人、

品嚐孤獨、感受各種各樣的痛

苦，也多受試探。

	 對此，聖經有清楚的提

示：「祂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

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希伯來書 2章 1 8節）。再

者，「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

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

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4章15節）。

	 藉著耶穌，我們看到一位全然體恤我們的上

帝，因為祂曾走在這個敗壞世界的道路上，其中有

瞎眼、重病、悲傷和邪惡的人。祂自己也承受了人

類可怕、極端的惡行，並且與我們一樣受魔鬼的試

探。我們確知祂曾經歷了我們所遭遇的一切，祂與

我們說話，會帶著憐憫和同情。

	 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上，上帝已經降世，來

到我們當中。祂就是所應許的以馬內利──「上帝

藉著耶穌，我們看

到一位全然體恤我

們的上帝，因為祂

曾走在這個敗壞世

界的道路上，其中

有瞎眼、重病、悲

傷和邪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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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同在」。上帝的拯救、醫治和保護，藉著耶

穌已臨到了我們。沒有人再需要活在毫無盼望之

中，也沒有人再需要遭受孤獨和絕望，因為我們的

拯救者已經臨到，要將我們帶到真正、永恆的家

園。馬利亞或許思忖過這些念頭，並且存在心裡。

她把這些真理珍藏起來。她腹中所懷的這位拯救

者，降生在這世上，如今也降生在她心中。祂是她

心中最珍貴的寶藏。救主在她腹中孕育了九個月，

現在，她要把祂永遠珍藏在心裡。	

	 我們也應邀來尋找這個聖誕節的寶藏，並且永

遠珍藏在我們的心中。一旦我們心裡有了這寶藏，

我們將會因敬畏和喜悅而顫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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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亂世與彌賽亞

耶穌降生在一個艱苦的時代。人的平均壽命是

40歲。羅馬帝國統治著當時絕大部分的已知

世界，但已經處在衰敗之中。城市三分之一人口是

奴隸階層。有權有勢的人，以血腥的競技和他們所

鍾愛的各種方式作為娛樂。

	 武力至上的世代，勇者為王。城鎮和鄉村的普

通民眾，為著維持生計，常常飽受艱難。儘管古雅

典人已經構想了民主制度，但並未在羅馬帝國施

行。許多地方人們的生活都符合十七世紀英國哲學

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描述：「沒

有藝術、沒有文字、沒有社交，最糟糕的是，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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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恐懼和威脅無時不在，人生充滿孤寂、貧

窮、污穢、野蠻，並且極其短暫。」

	 對許多人而言，人生確實貧窮、污穢、野蠻，

並且極其短暫。這也是貧窮牧羊人的真實寫照。他

們在寒冷的夜晚，仍在伯利恆野外照看羊群（路加

福音2章8-20節）。天使向他們

宣告彌賽亞降生的好消息，天

上的詩班也大聲應和，讚美上

帝，願人類得平安。於是牧羊

人進入伯利恆，找到在馬槽裡

的嬰孩。儘管耶穌降生的馬棚

是最卑微的地方，牧羊人卻清

楚知道，這是個特殊的嬰孩。

因為他們所看到的證實了他們

從天使所聽到的消息。

	 牧羊人來到卑微的馬棚，

必定感覺親切自在，因為生活貧困，這正是他們所

習慣的環境。還好，耶穌不是降生在披金掛銀的皇

宮裡，否則，牧羊人恐怕不得其門而入；即便獲准

進入，也必會感到格格不入。其中貪婪之人，會將

眼目聚焦於奢華的裝飾擺設上，而忽略嬰孩。然

而，馬棚是貧窮和純樸的人可以接近的地方。

	 牧羊人帶著新的盼望回到他們的羊群，回到他

牧羊人來到卑微

的馬棚，必定感

覺親切自在⋯⋯

馬棚是貧窮和純

樸的人可以接近

的地方。



亂世與彌賽亞  31  

們貧窮的生活。他們歸榮耀給上帝，讚美祂。他們

的處境或許沒有什麼改變，但是，他們已經成了被

改變的人。

	 雖然這個世界千百年來一直在改變，但人類的

景況依然如故。奴隸制度仍然以多種形式存在；喪

心病狂的暴行，依然在全球可怕地肆虐；爆炸、綁

架、槍擊，以及許多悲慘事件，使我們深刻地體會

到這個世界的動盪不安。

	 儘管科技日新月異，大眾出版物對生活有精彩

的描述，讓我們有掌控生活的感覺，但我們依然生

活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使徒保羅這樣描述人類的生

活景況：「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上帝」（以弗

所書2章12節）。想像一下，若是心中沒有指望，

沒有上帝，閱讀著報紙和收看晚間新聞的種種壞消

息，這是多麼悲慘的事啊！

	 耶穌這位彌賽亞來到這個污穢雜亂的世界，但

卻無畏於這樣的世界。祂大可留在舒適的天堂，設

法搭救我們。但祂並沒有與我們保持安全的距離。

相反地，祂降臨這世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

中間」（約翰福音1章14節）。祂反倒虛己，取了奴

僕的樣式，成為一個脆弱易受傷害的人。祂觸摸痲

瘋病人，卻不帶手套；祂過著貧窮的生活；祂沒有

安身立命之處；祂甚至身無分文；祂嚐過無家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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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貧窮的滋味；祂遭受無情的鞭打、被人吐唾沫和

羞辱；最後被剝光衣服，釘在粗糙的十字架上，在

眾人面前羞辱地死去。祂深知人類所有的景況。

	 今年我們慶祝聖誕節，我們的慶祝活動很可能

受到周遭的悲觀主義和憂慮情勢所影響。到處瀰漫

著恐怖主義、經濟不穩定、對未來的憂慮，我們似

乎生活在一個壞事連連的時代。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更需要重新

聆聽好消息。在基督裡，我們擁有了救主彌賽亞。

若我們沒有彌賽亞，這個世界會讓我們的生活和未

來黯淡無光。但我們若注目於彌賽亞，我們就能看

到黑暗中的光。使徒約翰宣告說：「光照在黑暗

裡，黑暗卻不接受光」（約翰福音1章5節）。但願

今年的聖誕節，我們可以看見這光照在黑暗裡。更

願上帝賜恩給我們，讓我們能認識這光。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裡，

反復思想」（路加福音2章19節），今年的聖誕節，

讓我們也學習她的榜樣，默想這個神蹟，並感謝上

帝，祂因為愛而沒有離棄我們，或任由我們在混亂

中滅亡，反而賜下彌賽亞，帶給我們新的盼望。無

論我們在這世界的光景如何，在基督裡，我們看見

了上帝本身的榮光；在祂裡面，我們有真正的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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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