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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認識聖誕
的真實意義

我們或許覺得自己對聖誕故事已經瞭

如指掌，畢竟，這故事是我們歡度

聖誕的核心。然而，我們對基督降生的這

件事，是否已經喪失了應有的敬畏，不再

為此感到驚嘆呢？我們是否因為太熟悉這

個故事，以致覺得它平淡無奇呢？基督的

降生，根本不是為了讓人一年一度從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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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歡慶的感覺。聖誕的真實意義應該會令

我們感到震撼，並讓我們以虔誠敬畏的心

讚美上帝。

	 身為基督徒，我們很容易認為聖誕故

事只是一個用來傳福音的工具。其實，這

故事有更深的含意，足以給教會中的我們

帶來強有力的挑戰。讓我們仔細觀察聖誕

故事的一些細節，再次提醒我們，基督降

生所展現的真諦、慈愛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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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醜陋的事實

在世界各地，聖誕節被人們視為歡樂、團聚和

吃喝的時間。人們忙着購物，裝飾聖誕樹，

包裝禮物更是不可或缺。然而，聖誕的閃亮裝飾卻

無法掩飾我們這個世界的真實現狀。戰火四起，人

們流離失所，難民流散多國尋求庇護，貧窮加劇；

甚至身處聖誕氛圍中，我們許多人也正承受着痛

苦、憂傷、疾病、被棄和孤獨。

	 就我們所知，聖誕節並不能掩飾我們這個破碎

世界的醜陋事實。不僅現今的世界充滿了罪惡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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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耶穌降生時的世界也是如此。耶穌降生的傳統

描繪往往忽略了一些事實，那就是在耶穌降生及祂

的童年時代，人們的自私、可怕和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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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安；耶路撒冷

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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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知記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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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

民。』」—馬太福音2章1-6節

	 希律是當時猶太人地區的分封王，住在耶路撒

冷。在我們的聖誕故事或短劇中，他是個邪惡的統

治者，絕不容許王位落入「猶太人之王」手中。不

過，我們很少留意耶路撒冷合城猶太人的反應，他

們也與希律一樣「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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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希律想搜尋這位新生王時，耶路撒冷的宗教

領袖就從舊約先知書引述基督

降臨的預言。他們清楚明白這

預言，但我們卻沒有看到，他

們在得知新生王降生的消息而

感到喜悅。這讓我們可以如此

認為，他們與「耶路撒冷合城

的人」一樣，也是深感不安！

與此相似的是，「客店裡沒有

[馬利亞和約瑟的]地方」（路

加福音2章7節）。基督降生來

到祂的世界，居然沒有容身之處；甚至祂自己的百

姓，就是那些領受聖經教導的人，也不接待祂（約

翰福音1章11節）。

	 稍后，當希律得知那些博士無意幫助他找到這

位新生王時，他就採取殘忍的手段，除滅所有可能

威脅他王位的嬰孩：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

差人將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

着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裡

的，都殺盡了。—馬太福音2章16節

聖誕節並不能

掩飾我們這個

破碎世界的醜

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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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聖誕故事和短劇中，雖然包括了那些

博士，但我們卻很少提及這場屠殺慘劇。其實，這

絕不會讓人感到意外，因為對于這種恐怖的罪行，

我們通常都不想詳述或回憶。然而，它確確實實發

生了，而且記在聖經中，要讓我們反思而不是忘

記。雖然，我們沒有做過任何像希律那樣殘酷的行

徑，但是他緊抓權力和地位的強烈決心，卻能引發

我們的共鳴。誠然，這正是我們信主之前生命的寫

照：我們試圖掌控一切；我們堅持己見，不惜傷害

他人；我們不願意讓上帝作王；我們想方設法不聽

上帝的聲音，或拒祂于千里之外。

	 在真實的聖誕故事裡，罪惡的醜陋事實和破壞

力，一覽無余地顯露出來。然而，造物主並沒有帶

着憤怒前來施行審判，反而成為一個軟弱無助的嬰

孩。對于我們這些悖逆的世人，上帝的心意表現得

再清楚不過了。祂的降臨，不是要施行毀滅，而是

成為充滿盼望和慈愛的禮物，送給這個不認識祂、

也不尋求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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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帝的救贖之愛

儘管我們可能認為，聖誕節是一個讓人可以忘

記現實、盡情歡樂的時刻，但是，聖經記載

這聖誕情節的本意卻非如此。耶穌的降生並不是一

個夢幻故事，祂不是出生在一個豪華的宮殿裡，有

助產士隨侍在馬利亞旁邊。倘若如此，上帝的這份

禮物是否另有含意呢？這禮物是不是專為有錢有勢

的人預備的呢？或只是為特殊身分的人而預備的？

然而，聖經記載的真實事件和細節，都傳遞了一個

截然不同的信息。



上帝的救贖之愛  9    

	 為每個人而生：耶穌在嚴峻的現實世界中降

生。請想像一下，馬利亞和約瑟為找地方生孩子時

的焦慮；或是他們為躲避希律逃往埃及時，面對不

明未來的心情（馬太福音2章14節）。耶穌出生于

貧窮、不安和軟弱的嚴峻現實中，正如使徒保羅所

說：「[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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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並沒有成為富

有、權貴、有能之人的樣式，而是甘願出生在最為

卑微的牲畜當中，讓人將自己放在馬槽裡。聖經告

訴我們，耶穌「體恤我們的軟弱」，而且「凡事受

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希伯來

書4章15節）。這不僅是說，耶穌看起來像我們，祂

更是成為我們的樣式，一出生就承受艱難和試探的

痛苦。祂真正成了我們當中的一員。

	 耶穌確實是為每一個人而生。祂出生在擠滿牲

畜的馬廄（或是山洞）裡，這不是什么高檔的私人

產業，也沒有門可以鎖起來與外界隔離。實際上，

第一批拜訪馬槽中嬰孩的人，正是一群人微言輕的

牧羊人（路加福音2章15-16節）。他們不是碰巧看

到了這一場景，乃是被「主的使者」（9節）邀請而

來。耶穌降臨，是要讓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祂，並

親自認識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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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拯救每個人：耶穌出生時，被賦予兩個大有

能力的名字：

「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將自己的

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馬太福音1章21
節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為以

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上帝

與我們同在」。）—馬太福音1章23節
	 這些名字所包含的應許，應足以讓我們心生敬

畏。耶穌降生在這個沒有為祂預備好、也不尋求祂

的世界，然而，祂來是要「拯救自己的百姓」，並

且「與我們同在」。這些名字是上帝吩咐要給祂兒

子取的，表示基督的使命乃是拯救我們，並讓我們

恢復與天父的關係，這並不在于我們的情況有多

糟，或是行為有多好。耶穌的名字表明，祂的救贖

是為每一個人所預備的，因為唯有祂才能使我們得

拯救。

	 為每個人犧牲：耶穌在開始公開傳道時還有一

個稱呼，為聖誕故事增加一些重要的註解：「上帝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1章29節）。

耶穌不僅出生在牲畜之中，祂還生為「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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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色列人對上帝的敬拜中，羔羊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上帝的律法要求獻羔羊為贖罪祭（利未

記4章32節）、贖愆祭（利未記14章12節），以及

其他的祭。然而，最重要的羔羊之祭，發生在出埃

及之時。在上帝解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為奴之地時

（出埃及記12章），每一個以色列家庭，都必須宰

殺一隻羊羔，將血塗抹在門楣門框上。當夜，上帝

在埃及地施行審判，只要見到門楣門框上有血塗

抹，就越過那房屋。凡沒有塗抹贖罪之血的埃及人

住房，屋裡所有頭生的人和牲畜，都被擊殺死亡。

	 「上帝的羔羊」耶穌，正是出埃及記「逾越節

羔羊」的應驗；所有其他的羔羊祭，也都指向耶

穌。祂不僅是降生來教導和引領我們，祂也是為死

而生。逾越節的羔羊為以色列人的長子而死，照

樣，耶穌也為世人的罪孽付上代價，為我們而死。

祂將自己獻為祭，除去了世人的罪孽，我們從此不

再需要獻祭了。

	 耶穌來到世上，不是要為無辜的人而死，也不

是為祂的朋友而死，乃是要為祂的仇敵而死，就是

那些不認識上帝、生活混亂、心靈破碎，且無力自

救的人。現在，任何一個人，只要信靠基督，就能

得享「上帝與我們同在」的永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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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祂再來的盼望

當基督被殘酷地釘上十字架時，這羔羊就被殺

獻為祭了。祂完成了使命，「就說：『成

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上帝了」（約翰福音

19章30節）。這個在祂出生時就預定的使命，已經

完成。聖經告訴我們：「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

祭，就在上帝的右邊坐下了」（希伯來書10章12
節）。通往上帝的道路，已經為我們打通，救贖大

工已經完成，耶穌就「坐下了」。

	 當然，這不是故事的結局。耶穌按照聖經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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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降臨這世界，讓我們可以確

信祂必再來的應許。上帝曾降

臨住在我們中間，現在我們

正等候那將來的日子，可以永

遠與祂同住。上帝已經持守應

許，進入我們的世界，並且使

我們從罪中得釋放；祂將來也

必持守應許，在末日再度降

臨。

	 我們該如何等待耶穌的再

來呢？讓我們從耶穌的降生，

學習應有的態度。當耶穌降生

時，尋求祂、期盼祂的人不多，卻有許多人因祂而

不安。如今，在我們等候祂再來之際，我們是屬于

哪一類人呢？我們是像希律，不願意自己的世界被

攪亂？是像宗教領袖，雖然「知道」所應許的基督

卻不歡迎祂降臨？還是像那常被遺忘的西面和亞拿？

（路加福音2章28-38節）他們熱切等候耶穌，並且

因看見耶穌而歡喜快樂。

		 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

上帝曾降臨住

在我們中間，

現在我們正等

候那將來的日

子，可以永遠

與祂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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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

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你們都是光明

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

的，也不是屬幽暗的。所以，我們不要睡

覺，像別人一樣，總要儆醒謹守。—帖撒羅

尼迦前書5章2-6節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的再來意味着許多人會遭

遇「災禍」而毀滅，這應該能激勵我們，迫切與所

認識的人分享耶穌的好消息。對于我們這些已經信

靠耶穌的人，基督再來意味着「上帝與我們同在」

的應許就要實現。我們最終將與基督同在天家，享

受平安與自由。正如所應許的基督理當成為以色列

人盼望的核心，祂再來的應許，也應該成為我們所

關注並期待的目標。聖誕節是一個強有力的提醒：

故事的終局還沒有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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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聖誕節的回應

聖誕節的故事眾所周知，但許多關鍵的細節和

含意卻很快被遺忘。最明顯的事實是，上帝

做了一個選擇，祂選擇成為一個軟弱的嬰孩；祂選

擇來到世上成為我們的代罪羔羊。我們可以用閃亮

的飾物、星星和禮物來裝點這則故事，但絕不應該

讓它們掩蓋基督進入這世界的目的：為我們受苦受

死。

	 在聖誕節期享受歡樂和慶祝，當然毫不為過，

但我們該怎樣回應這本小冊子的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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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榮耶穌為我們的君王和代罪羔羊：耶穌「本

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反

倒虛己，……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2章6-8節）。這是聖

誕節激動人心的真理，我們的創造主以大能的手掌

管這世界，卻甘願為我們的罪而受死犧牲。儘管我

們對這一真理早已習以為常，但其實每當我們思想

這一真理時，都應該感到震驚！

	 耶穌的犧牲應該讓我們感到心潮澎湃，一個有

力的事例便是發生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前，與門徒共

進最后晚餐之時。耶穌拿一條毛巾束腰，並且跪下

來，洗門徒的腳（約翰福音13
章2-17節）。彼得看見他的主

跪在他前面，比僕人還卑微地

要洗他的腳，就驚訝地說：

「禰永不可洗我的腳！」（8
節）他的主是怎么想的，竟如

此降卑自己做奴役的工作？然

而，耶穌的回答非常明確：

「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

了」（8節）。耶穌在十字架

上「自己卑微」，為了拯救我

我們的創造主

以大能的手掌

管這世界，卻

甘願為我們的

罪 而 受 死 犧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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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成為一無所有。彼得在最后晚餐上所感受到的

震驚，也是我們對聖誕節應有的感受！這位宇宙的

君王，怎么會為我們成為一個一無所有的嬰孩呢？

又怎么能來為我們受死呢？

	 如果我們要降服于耶穌並尊榮祂，就不要只尊

祂為君王，也要尊祂為替我們的罪而獻的羔羊。我

們在震驚之余，絕不能忽略祂救贖大工中的這一核

心部分。耶穌的降生和受死展現了上帝謙卑的形

象，祂腰束毛巾，為要洗我們的腳，使我們潔淨，

得以進入祂的居所，我們一旦意識到這一點，必定

會謙卑俯伏！我們只有心存敬畏，以謙卑的感謝和

讚美來就近祂，倚靠祂為我們成就的救贖大工。

	 與所有人分享這屬于每個人的信息：耶穌來到

世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約翰福音1章29節），

為此付上贖價。祂的救贖是為每一個人而預備，包

括那些我們以為「絕不會相信」的人，以及那些冥

頑不靈、無藥可救的人。

	 真實的聖誕故事讓我們想到耶穌的再來，提醒

我們與上帝為敵會帶來何等大的災難。我們需要嚴

肅看待罪的問題。那些繼續抵擋上帝的人，將步入

毀滅。因此，我們再也不能輕忽這奇妙的救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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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周遭的人，迫切需要聽的不僅僅是耶穌成為嬰孩

來到世界，他們還需要聽到祂為什么這樣做。祂降

世是為要拯救他們每一個人，並親自為他們犧牲受

死。

	 邀請親朋好友來教會參加聖誕聚會和活動，當

然很好，但還要為我們所認識卻尚未信主的人禱

告，並找機會與他們分享我們的信仰和盼望。如果

我們深深地被聖誕故事的真實意義所感動，我們必

定會熱切與人分享，告訴他們為什么聖誕節對我們

如此重要。

	 聖誕故事並不只是一個傳統，也不只是為傳福

音提供一個契機，而是上帝離開祂在天上的寶座，

來到世上拯救我們。這向我們清楚表明，我們的上

帝是誰，以及基督出于愛甘願為我們做了什么。

反思這故事，將有助于我們在祂的愛中「有根有

基」，並叫我們「能和眾聖徒一同領悟基督的愛是

多么的長闊高深，並且知道祂的愛是超過人所能理

解的，使[我們]被充滿，得着上帝的一切豐盛」

（以弗所書3章17-19節，新譯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