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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幫助靈命日糧事工將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帶給他人，即使是小額奉獻， 

也能聚沙成塔。我們並沒有任何機構或宗派提供基金或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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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新的視野看聖誕奇蹟

牧羊人和天使的獨特觀點提供我們一個嶄新的角度，重新審

視耳熟能詳的聖誕故事，從而讓我們領悟上帝如何精心策劃

救主的降生，以及安排牧羊人及天使在場的重要性。《靈命

日糧》的作者柯貝爾強調這一段歷史，引導我們重溫上帝對

人類的心意。藉由一窺聖誕視窗，讓你更親近慈愛的天父。

柯貝爾（Bill Crowder）在加入靈命日糧事工之前，曾在

教會牧會20多年。目前他與狄馬汀密切合作，擔任聖經教

導方面的副總裁。他定期在英語廣播節目《聖經研讀》中

分享上帝的話語，同時也花大部分的時間到世界各地教導

基督徒領袖。  

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simplified-odb.org/ds，閱讀不同主題的

探索叢書。

聖誕之窗
從聖經的角度看耶穌的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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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聖誕之窗
從聖經的角度

看耶穌的降生

在聖誕節期中，看見別人窗裡閃爍的燈飾，你

可能意識到自己已經失去了那份聖誕精神。

當你試圖不辜負別人的期望時，你或許發覺自己能

給予或付出的能力已經枯竭殆盡，甚至教堂的鐘聲

及聖誕頌歌，也會讓你覺得上帝對你的要求超過了

你所能給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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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的描述正是你的情況，或許，這是你

該重新思考聖誕奇蹟的時候了。在以下摘錄自《聖

誕之窗》的內容裡，作者柯貝爾點出了聖誕精神，

並向我們展現了這位竭盡心思要賜給我們最偉大禮

物的上帝。

靈命日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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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酷愛巨大的聖誕樹，每年必會為了裝

飾聖誕樹而花費不少工夫。首先，我們將聖

誕燈串環繞整個樹身，然后再以各樣的小飾品和金

箔絲線妝點。接着，我會看着父親將天使放在樹頂

上，這是裝飾聖誕樹的最后一個步驟，仿佛是一個

隆重的儀式。幾分鐘之前，聖誕樹看起來還不夠完

整，好像欠缺了某些重要的物件。然而，當天使安

置到位之后，整個家終于有了聖誕的氣氛。在我的

.（一）

尊崇頌揚之窗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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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那天使是金髮的女性，身穿閃亮的白袍，

伸展着翅膀。此后多年，每當我想到天使，腦海中

就浮現小時候聖誕樹頂端的那個天使形象。多年以

后，當我發現聖經中的天使都以男性命名，他們也

絕不可能是身穿閃亮白袍的金髮女郎時，真是吃驚

不已！

	 我們孩童時的記憶往往根深蒂固。然而，有一

件事我是對的：在耶穌降生的奇蹟中，天使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沒有他們的參與，整個事件就有一個

缺口，就像一株未完成裝飾的聖誕樹一樣不完整。

為了幫助我們瞭解天使在基督降生中的角色，讓我

們先仔細探究一下天使的身份。

天使是誰？

	 天使似乎需要一個新的媒體經紀人，因為從繪

畫到詩作，從電影到電視節目，天使並沒有得到合

宜的表述。但若我們記得，對天使最完備、最精準

的描繪是來自聖經，這會有助于我們認識天使。

	 天使在聖經中隨處可見，而且常有不同的名

稱，包括：基路伯、撒拉弗、活物。有時，聖經

將他們描繪成身穿閃亮外袍的男士。他們守護伊甸

園、作戰、拯救監獄中的彼得、在上帝面前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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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遺憾的是，也有一些天使違抗了上帝。天使的名

字有米迦勒（意思是“誰能像上帝”），加百列

（意思是“上帝的戰士”）和路西弗 （意思是“光

的傳遞者”，這是在他成為撒但──上帝的仇敵之

前的名字）。天使是上帝的僕人，往往是神秘的，

有時也是變幻莫測的。在聖經中，上帝處理人間事

務時，他們往往擔任重要的角色。

	 天使的英文angel，源自希臘文的angelos ，主要

的定義是“信差”，這是聖經中天使常做的工作：

•	有時他們傳達警誡的信息，例如對所多瑪和蛾

摩拉發出警告（創世記19章）。

•	有時他們傳達拯救的信息，例如從尼布甲尼撒

王的火窯中拯救沙得拉、米煞和亞伯尼歌（但

以理書3章）。

•	有時他們傳達上帝的指示，例如對撒萊的女僕

夏甲說話（創世記16章）。

	英文欽定版聖經在以賽亞書14章12節提到了“路西
弗”，中文聖經將之翻譯為“明亮之星”（和合本）

或“明亮的晨星”（當代中譯本）。

	希臘文Angelos的原意是“信差、使者、受差遣的、天
使、來自上帝的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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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天使的工作絕不僅止于傳遞信息，但

是，在傳達天國旨意這件事上，絕不能小看他們身

為信差的關鍵角色。在環繞救主降生的各樣事件

中，首先將福音（好消息）傳到世上的，就是那些

宣告救主降生的天使。

天使如何成為聖誕故事的一部分？

	 讓我們再回去看看我兒時的那棵聖誕樹。為什

么要在聖誕樹的頂端安置一個天使？因為聖誕故事

裡處處都是天使，忙不停歇地傳遞訊息給每一位聖

誕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聖誕故事中，我們遇到的第一位天使是加百

列，他是一位天使長，這顯然是天使指揮結構中最

高的位階。加百列來到世上告知聖誕故事中的主要

人物，並最終曉諭全世界說，“時機成熟”了──

這是歷史上世人引頸期盼的時刻，應許中的彌賽亞

即將降臨（加拉太書4章4節，新譯本）。其中包含

一系列的宣告：

第一個宣告（路加福音1章5-22節）

	 加百列向撒迦利亞顯現。撒迦利亞是一位年

邁、無兒無女的祭司，在聖殿執行祭司的職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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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他對加百列的出現感到不安。但是，當他聽完

天使的信息后，驚恐變成了一齣喜劇。加百列向撒

迦利亞宣稱，他和妻子伊利沙伯將會生一個兒子，

這兒子要成就先知瑪拉基的預言 。但撒迦利亞 瞭

解自己和年邁妻子的身體狀況，所以，他質疑老年

得子的可能性。加百列接着告訴他，在他這取名為

約翰的兒子誕生之前，他都不能言語。

	 加百列的宣告成真，施洗約翰誕生“預備主的

道”，成為基督降世過程的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宣告（路加福音1章26-38節）

	 六個月之后，加百列來到拿撒勒，將上帝的信

息帶給一位名叫馬利亞的年輕女子。加百列告訴馬

利亞，上帝揀選她擔任猶太女子夢寐以求的角色，

她將享有誕下應許中之彌賽亞的殊榮。馬利亞順服

的回應夾雜着困惑：她已經準備遵行上帝的命令，

	瑪拉基曾應許，上帝要差一位像以利亞的人物，為彌

賽亞救贖主預備道路（瑪拉基書4章5-6節）。

	撒迦利亞應該熟知亞伯拉罕及撒拉的經歷，上帝使這

對年邁的夫婦老年得子（創世記17章15節-18章15節，21
章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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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卻很難理解這事將如何成就。她是一位童貞

女，而且已經許配給約瑟，她並不想違背謹守貞潔

的誓約。天使保證她絕不會違背誓約，並說這個聖

嬰的降生將是聖靈介入的神蹟。此外，孩子出生后

要命名為“耶穌”（耶和華拯救）──闡明祂的身

份是上帝的兒子，祂的使命是成為救贖主。這時馬

利亞以單純的順服回應：“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

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1章38節）

	 造訪馬利亞之后，加百列也向馬利亞的未婚夫

約瑟顯現，傳遞同樣的信息：馬利亞所懷的孕是從

聖靈來的，而不是從人來的。約瑟可以完全相信馬

利亞的貞潔，娶她為妻（馬太福音1章20-25節）。

	 九個月之后，加百列又帶來另一個信息。但這

次不是期盼、等待的信息，而是降臨的信息。

第三個宣告（路加福音2章9-14節）

	 伯利恆的牧羊人正忍受着又一個酷寒的冬夜，

在野地裡照料羊群。忽然間，他們看到一個耀眼奪

目的天際奇觀！這一次，上帝的榮光伴隨着天使的

信息，牧羊人被眼前的景象嚇壞了，而信息的本身

更是激動人心。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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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

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

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

槽裡，那就是記號了。”（路加福音2章10-12
節）

	 這些純樸的牧人手足無措，顯然不知該如何應

對！天使應該向祭司顯現，而不是向牧羊人顯現。

天使應該造訪的，是耶路撒冷聖殿中屬于管理層的

祭司，而不是猶太社會最底層的牧羊人與牧童。

	 我們對這個故事都太熟悉了，以致對它所展現

的大能和尊威感到麻木。我們談論天使的顯現，好

像那是生活中經常發生的事；殊不知這樣的事，在

那個時候並不尋常，在如今也同樣絕非尋常。

	 沒有人能預料到，竟是這些卑微的牧羊人首先

聽到天使所宣告的福音──救主降臨的大好消息！

為什么天使以尊崇頌揚來回應？

	 傳遞信息不是天使唯一的職分。事實上，信差

應當是他們次要的工作，因為他們在天上最主要的

職分是讚美和敬拜。讓我們從新約和舊約聖經看看

這是如何展現的：

•	先知以賽亞在異象中被帶到上帝的寶座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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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使在天上對上帝的敬拜，有六個翅膀的撒

拉弗宣告上帝的榮耀和偉大：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

祂的榮光充滿全地！”（以賽亞書6章3節）

	 撒拉弗的職分就是無止境地敬拜上帝，尊崇上

帝聖潔的美好。

•	使徒約翰得以一窺天堂的真貌（啟示錄4 - 5

章）。他看到“活物”（天使的另一個代名

詞）宣告上帝的聖潔，並且呼喚被贖的百姓敬

拜上帝，頌揚祂的奇妙創造；敬拜基督，頌讚

祂的救贖恩典（啟示錄4章11節，5章12節）。接

着，天國所有的子民加入，一同頌讚聖父及聖

子，稱頌祂們大有權能地介入墮落的世界。

	 在啟示錄4-5章，天使們頌讚上帝的創造和基督

的救恩；而在聖誕節的故事裡，他們組成榮耀的大

型詩班，頌讚上帝介入這個敗壞的地球，用祂永恆

不渝的愛來愛這個敗壞的世界（路加福音2章）。當

天使宣告上帝的兒子以人的樣式降臨世界時，天兵

無法再靜默不語。他們高聲頌揚上帝的榮耀，稱頌

祂的愛子，頌揚祂拯救世人的計劃，而世人就像聽

見天使報信的牧人所看管的羊群一樣，迷失、困頓



尊崇頌揚之窗  13    

又困惑，早已步入歧途。天使以尊崇、頌揚作為回

應，形成敬拜的主軸，從第一個聖誕節沿用至今。

他們傳達的信息大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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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2章13-14
節）

	 在伯利恆的山坡上，牧羊

人經歷了以賽亞和約翰在天上

聖所看見的榮耀。他們聽到天

使宣示上帝的榮耀，宣告基督

降世，使這個與上帝作對的悖

逆族類能與祂和好。上帝與人

類和好是人類罪性唯一的解決

之道，這可以用簡單的平安

一詞來概括。然而，重要的是

我們要明白，這個平安不僅僅

是沒有衝突，而是有先知以賽亞稱為“和平的君”

（以賽亞書9章6節）的基督與人同在。這平安就是

我們藉着基督，與“賜平安的上帝”（腓立比書4章
9節）建立關係。希伯來文的“平安”（shalom）涵

蓋的正是這樣的觀念，它的字義包含完整、健全、

上帝與人和好是人

類罪性唯一的解

決之道，這可以

用簡單的平安一

詞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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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的意思。這就是平安。天使可以為牧羊人（及

我們）帶來平安的應許，因為，使我們能擁有這份

平安的基督已經降生了！

	 今天，在我們的慶典中，仍然迴盪着天使歌

頌、尊崇永生上帝的昂揚讚歌。對平安的盼望、對

榮耀的嚮往、對耶穌救恩的渴盼，所有在那些牧羊

人心靈深處的渴求，兩千年后，仍然是縈繞在我們

心中最深的渴望。

天使如何服事基督？

	 當閃爍着榮光的天使在天際消失，星空再度轉

為清冷的暗夜時，牧羊人的失望可想而知。但是，

天使的工作並沒有結束。在接下來的三十多年裡，

他們持續參與基督的事工，尤其是在危急或重大宣

示的關鍵時刻。

•	天使警告約瑟，要他帶着嬰孩耶穌逃離希律的

魔掌：“他們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

現，說：‘起來！帶着小孩子同祂母親逃往埃

及，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

小孩子，要除滅祂。’”（馬太福音2章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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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在基督于曠野受試探之后，前來服事祂：

“于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祂。”

（馬太福音4章11節）

•	天使在耶穌于客西馬尼園痛苦掙扎時，加給祂

力量：“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祂的力

量。”（路加福音22章43節）

•	天使在復活日打開墓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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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章2節）

•	天使宣告基督的復活：“天使對婦女說：‘不

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

穌’”（馬太福音28章5節）。“就見兩個天

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着，

一個在頭，一個在腳。”（約翰福音20章12

節）

•	天使于耶穌升天時宣告祂將再來：“當祂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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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

耶穌，你們見祂怎樣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

來。’”（使徒行傳1章10-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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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寫信給他一位年輕的同工兼門生時，腦海

裡可能浮現了基督在世上時，天使一連串類似的服

事。在提摩太前書3章16節，他為基督的道成肉身作

了一個概要說明：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

是上帝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

見，被傳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

裡。

	 天使們對榮耀的主在世上的事工極為關切。道

成肉身不僅僅“被天使看見”，天使們還屏息凝視

地關注這些神聖的作為。換句話說，從過去到現

在，基督救贖的作為一直深深地吸引着天使們。讓

我們來看看使徒彼得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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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靠着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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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節）。

	 “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是什么意思？

聖經教師及解經家亞當‧克拉克（Adam Clarke）在

他所著的彼得前書註釋中，這么形容：

		 他們彎下腰，這傾身的姿勢像是很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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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弄清楚一件事，特別是一篇難以閱讀的文

字。他們把它拿到光亮處，使光線盡可能落在

上面，然后彎下腰檢視每一個部分，以便使他

們能一窺全貌。這裡的描述顯然是引喻基路伯

的態度。他們在會幕至聖所裡，站在約櫃兩

端；他們彎着腰，雙眼注視着施恩座，像是在

認真地看，或者我們也可稱之為仔細打量。即

使是聖潔的天使，聽聞上帝對人類的救贖計

劃，也覺得不可思議，他們所尊崇的對象竟然

道成肉身，更令他們百思不解。如果上帝的天

使尚且對這些事情費心思量，我們豈不更當如

此？畢竟，與這些事情切身相關的，是我們而

不是天使！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其中牽涉了上帝的兒

子耶穌基督──“他們所尊崇的對象竟然道成肉

身”。天使因基督的身份和祂的作為而讚美祂。他

們在基督降生時頌讚祂，在基督的生活中服事祂，

在基督痛苦時扶持祂，並在基督復活時向人宣告。

他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因為祂是基督；都是因為

祂選擇為我們這些沾滿罪愆的不配族類成就如此的

大事；都是因為祂選擇以如此奧妙的方式表達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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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喻的慈愛，又將祂的愛傾注在悖逆任性的受造

者身上。

	 我們輕易忘懷的事，天使們卻謹記在心：主耶

穌基督永遠配得至高的尊崇。正如亞當‧克拉克所

言，如果僅能旁觀卻從未經歷救贖之愛的天使們，

尚且因着基督的恩典尊崇祂，那么，蒙受祂浩瀚恩

典的我們，豈不更應當熱切地敬拜尊崇這位救主？

	 旁觀的天使和被贖的人類，由衷發出結合了敬

畏和尊崇的禮讚。有一首廣受傳唱的聖誕詩歌，美

妙地傳達了這樣的頌讚：

聽啊！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天人從此長融洽，

恩寵平安被萬方。”

起啊！萬國眾生靈，

響應諸天歌頌聲；

加入天軍傳喜信，

“基督生于伯利恆！”

聽啊！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願我們滿懷感恩的心，加入天軍的行列，向基

督獻上禮讚，祂是上帝給我們的榮耀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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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謙卑敬拜之窗

牧羊人

當馬利亞看見一群衣衫襤褸的牧羊人來到馬

廄，述說天使和“奇妙明星”如何宣告她兒

子的誕生時，心中是何等的詫異！雖然她還沒有從

產后的虛弱中恢復，但看到這些單純樸實的野地牧

人在她兒子面前屈膝敬拜，接着又忙不迭地逢人述

說他們見到的聖嬰，馬利亞的心情必定澎湃洶湧，

訝異不已（路加福音2章16-18節）。

	 牧羊人是第一批跪在馬槽前的人，以當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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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和地位，這樣的出現似乎令人很驚訝。然

而，他們就在那裡，敬拜新生的救主！所以讓我們

透過敬拜的視窗，對他們的回應作進一步的認識。

藉此，我們更能領悟和體會到，在猶大地伯利恆城

外的清冷夜空下，他們對親身經歷的事所做出的回

應。對他們有更深的認識，也能幫助我們跳脫歷史

和古老詩歌的框架，體驗他們的經歷，加入他們頌

讚的行列。

生活單純的樸實之人

	 除了“生活單純的樸實之人”，我想不出更恰

當的詞彙來形容這些牧羊人。路加福音簡扼的敘述

更凸顯了這樣的純樸：“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

羊的人，夜間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路加福音2章8

節）。這短短的一節經文卻道盡了他們的身份和工

作。

“伯利恆之野地⋯⋯牧羊的人⋯⋯”

	 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伯利恆的周邊就是放牧之

地。大衛曾在這裡為他的父親耶西看守羊群。伯利

恆是一片草地，所以適合放牧。

	 這片草地所放牧的羊群，並不是一般的羊群。

由于緊鄰耶路撒冷聖殿，伯利恆野地所放牧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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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殿的羊群，這些羊群是供聖殿的獻祭之用。在

第一世紀，每年單單供應逾越節獻祭的羊隻就超過

250,000隻！因此，這些伯利恆的牧羊人需負責供應

健康無瑕的羊隻，作贖罪獻祭之用。

“夜間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聖經註釋家約翰‧吉爾（John Gill）說：“在

那個年代，夜晚分為四個更次：傍晚、午夜、雞啼

（破曉）、清晨 。牧羊人輪流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有人輪值時，其他的人就在帳篷裡或高臺上睡覺，

野地裡建高臺就是這個目的。”聖經教師亞當．克

拉克加註：“至于在野地看守羊群的原因，可能是

為了保護羊群不受野獸的掠食，像野狼、狐狸等，

或是防守盜賊。在當時的猶大地，盜賊擄掠時有所

聞。”

	 孤寂、勞苦、危險和貧困就是牧羊人生活的寫

照。然而，這些困苦還不是他們最大的難處。由于

他們的職業，牧羊人被認定是不潔淨的 。他們的

	這些“更次”源自軍隊輪班守衛的更次。最初，希伯

來文化中只有三個更次：初更(日落到夜間10點)，中更
(夜間10點到清晨2點)，晨更(清晨2點到日出)。后來，
羅馬人增加第四個更次，每個更次約為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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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包括親手為羊隻接生（因此他們會接觸到

血），也要處理死亡的羊隻（因此他們會接觸屍

體）。這兩項工作使他們在律法上成為不潔淨，致

使他們成為宗教上被排斥的人（屬靈的賤民）。負

責為耶路撒冷聖殿預備獻祭羔羊的人，卻因着這份

工作被認定不潔淨，被排除在聖殿之外，這是何其

可悲啊！此外，這些牧羊人還面臨雙重的困境，他

們不僅因為放牧工作而被視為不潔淨，還必須時刻

守着羊群。這意味着他們無法離開工作崗位數個星

期之久，導致他們無法遵照律法的規定，到聖殿去

得到潔淨。這是一種宗教上進退維谷的困境，通常

在高度講究律法的宗教制度下浮現，而這些遭到隔

離、排斥的牧羊人，正是悲慘的例證。

屬天光輝的燦爛時刻

	 人生記憶中，充滿了刻骨銘心的“時刻”。有

些時刻黯淡晦澀，就像我接到父親心臟病過世的電

	上帝為以色列人訂定嚴格的律法，說明什么會使一個

人不潔淨（參照利未記5章2-3節，7章20-21節，17章15
節，21章1-15節，22章2-8節）。被視為“不潔淨”的人
應避開一切“聖潔”的事物，且須通過一個特定的潔淨

程序。因此，這些牧羊人若要照儀文的規定敬拜上帝，

就必須永無休止地進行這些潔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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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想到將近三十年前的那一刻，失落和痛苦的情

緒再度浮現，我再次感受到當時襲上心頭的空虛無

助。

	 當然，人生中還有一些彌足珍貴的時刻。對我

而言，其中之一是我結婚的日子。那天，牧師、

我，還有我的伴郎──我的父親，站在教堂前方的

講壇前。音樂響起，伴娘們魚貫進入。接着，教堂

后方的門暫時關閉了一會兒，對我卻像是一輩子，

然后，新的樂曲響起，門開了，瑪琳攙着她父親的

手走進來。即使現在想起來，仍然會令我激動哽

咽。看着我摯愛的女子穿着結婚禮服，容光煥發地

踏着紅毯向我走來，她要嫁給我──竟然是我！我

屏息、凝神以待，莊嚴的場面動人心弦，令我自覺

不配卻又受寵若驚。這真是光輝燦爛的一刻。

	 和牧羊人在猶大山丘的經歷相比，我知道自己

的結婚場面實在微不足道。但是，在我的想像中，

牧羊人的感受和我當時的感受應當相去無幾──屏

氣凝神、動人心魄、輝煌莊嚴得令人自覺不配、光

輝燦爛得令人折服。

	 路加的描述挑戰了我們的想像力，也撥動了我

們的心弦。



 聖誕之窗2424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

面照着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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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

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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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2章
9-14節）

	 這樣的景象令人無從想像！實在無法概括地處

理其中蘊含的豐富信息，所以我將它們分成若干片

段逐一思想。

使者降臨的榮美時刻

	 經文中形容天上來的信差是“主的使者”，有

“主的榮光”伴隨着他們，“主的榮光”“照”得

牧羊人“甚懼怕”（路加福音2章9節）。正如聖誕

故事中許多其他的人物一樣，這些可憐的牧羊人面

對這樣的景象時，毫無心理準備。

	 “主的榮光”在希伯來文中稱為Shekinah，形容

全能的上帝完美無缺的光輝。在神學上，它被描述

為上帝所有屬性的結合而發出的燦爛、無瑕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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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牧羊人在伯利恆周圍的山坡看到了這“主的

榮光”。

	 在舊約聖經裡，“主的榮光”被譯為“耶和華

的榮耀”或“耶和華的榮光”，是上帝與祂子民

同在的證據。這個現象最早出現在出埃及記24章16

節：“耶和華的榮耀停于西奈山，雲彩遮蓋山六

天，第七天祂從雲中召摩西。”上帝的子民聚集在

西奈山腳下，等着接受或拒絕上帝君臨他們、治理

他們。耶和華的榮耀顯示了祂的權柄與大能。

	 在會幕的奉獻禮上，我們再度看到耶和華的榮

光。這會幕是飄流曠野的以色列子民的敬拜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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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羅門獻殿的時候，我們又看到耶和華

的榮光顯現。所羅門所建的聖殿是以色列國民生活

和敬拜的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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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章10-11節）。

	 以色列的百姓享受上帝的同在，直到他們偏行

己路，陷入拜偶像及淫亂的罪中。他們用外邦的偶

像污損上帝的聖殿，玷辱上帝的名。于是，上帝透

過先知以西結，以寒徹心扉的話語回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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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以一連串的事件揭露祂的百姓在信仰上的

不忠，之后，以西結看見耶和華的榮耀一步一步離

開聖殿，離開耶路撒冷，最終，離開祂的百姓。在

以西結書11章23節令人心痛的經文中，我們看到致

命的一擊：“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

的那座山上。”（以西結書11章23節）

	 自以西結書晦暗嚴厲的經文之后，直到這個伯

利恆之夜，期間相隔六百多年，舊約聖經鮮少提到

“耶和華的榮耀”或“耶和華的榮光”，而提到的

時候都是遙指未來，已經不是表達上帝與祂的百姓

同在。但是，就在這個伯利恆之夜，主的榮光又再

度降臨！主的榮光回來宣告，上帝的同在要藉着基

督，再次臨到祂的百姓。約翰生動地描述這位基

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

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

子的榮光。”（約翰福音1章14節）

	 “主的榮光”引起了驚嘆，喚醒了敬拜，而對

于這些牧羊人來說，卻是帶來害怕和敬畏。因為數

百年以來，在以色列的疆域裡，已不復得見上帝的

榮光。但是如今，在牧羊人的面前，主的榮光再度

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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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信息的莊嚴時刻

	 牧羊人被自己參與推動的宗教體系所排斥，所

以需要另闢蹊徑，尋求盼望。在那個神奇的夜晚，

他們從天使的信息中找到了這個盼望。聖經註釋家

約翰‧吉爾說：

		 最先得到基督降生消息的是一群牧羊人，

不是君王皇族，不是大祭司，不是耶路撒冷的

飽學之士，而是弱勢、平凡、無學無識之人。

上帝樂于揀選和呼召他們，向他們顯明祂的奧

秘，因上帝向智慧和通達之人隱藏祂的奧秘，

使他們困惑，並使祂的恩典得榮耀。這就是未

來基督國度景象的先兆，也預告了福音傳揚的

管道和對象。

	 美國宗教教育學者兼作家賴樂仁博士（Dr. Larry 
Richards）提醒我們，其實牧羊人具備得天獨厚的裝

備，可以領受這份偉大的殊榮：

		 躺在靜謐馬槽裡剛剛降生的救主，將要

成為上帝的羔羊。既是羔羊，祂註定要為世人

的罪受死，為這群牧羊人受死，成為他們的救

贖主。也許，這群在寒夜野地護守羊群、照顧

羊羔的牧人，可以體會天父上帝的牧者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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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略微領會上帝為世人犧牲祂獨一羔羊的意

義。

	 從人的觀點來看，上帝的兒子竟然甘心將自己

視為牧人（約翰福音10章），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在當時，牧羊人是社會的底層、文化的賤民。然

而，基督形容自己是牧人，是祂羊群的守護者和尋

覓者。想想這些牧羊人，這些遭到自己族人孤立，

被排除在聖殿和全族盼望之外的一群人，竟從天使

的口中發現，上帝沒有離棄他們，上帝沒有遺忘他

們。證據就在于上帝讓他們成為第一批聽到盼望信

息的人：“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

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章11節）

	 賜給牧羊人的盼望信息，也賜給了世上所有的

人。在伯利恆降生的嬰孩將要成為⋯⋯

•	好牧人，為羊群捨命（約翰福音10章11節）。

•	大牧者，用永恆之約的血買贖羊群（希伯來書

13章20節）。

•	我們靈魂的牧者和監護者（彼得前書2章2 5

節）。

•	牧長，祂將要再來，以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獎

賞祂的羊群（彼得前書5章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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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想不到之處謙卑敬拜

	 你喜歡在哪裡敬拜？有些人喜歡在莊嚴宏偉的

大教堂，有些人喜歡在素淨的小教堂。但是，會有

人把馬廄作為首選嗎？然而，牧羊人在聽完天使的

信息之后，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要找到救主降

生的馬廄。

	 對我而言，這證明我們的上帝是一位難以測度

的上帝。除了天上的大君王在馬廄降生之外，我想

再沒有更難以預料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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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槽裡（路加福音2章15-16節）。

	 我常聽到人們用不同的表達方式說：“人們對

你的評價不是根據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是根據

你對這些事情的回應。”我想，面對生命中或順或

逆、或喜或悲、或興奮或驚恐的處境時，這個說法

的確有道理。我們的回應所帶來的評價往往是言語

無法表達的。

	 牧羊人的回應，首先是敬拜，接着向人述說他

們的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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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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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17-18節）。

	 牧羊人不但是第一批聽到，也是第一批傳揚聖

誕信息的人。他們對自己所經歷的感到驚訝萬分，

迫不及待地藉着講述天使、榮光和聖嬰的整個奇妙

故事，與眾人分享這個奇妙經歷。

	 這才是真正的敬拜！你必須先屈膝在基督面

前，才能站立在眾人當中宣揚祂的榮耀和救恩；你

必須謙卑靜默在這位萬王之王面前，才能放膽向需

要福音的人傳講信息。

	 你想，這一切竟然從最不可能的地方，最不可

能的夜晚，最不可能的一群人的敬拜經歷中迸發出

來。

由衷的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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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祂（路加福音2章20節）。

	 解經家亞當‧克拉克寫道：“這群純樸的牧人

充分地相信了福音的確據，感受了上帝在他們心中

所動的工，就重新回去看顧羊群，為着上帝向他們

顯明的，為着所領受的恩惠，歸榮耀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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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多么值得思考的課題！多么值得頌讚的事

情！”

	 過去，這些牧羊人是遭到排斥的，如今卻被欣

然接受；過去，他們是不配進入聖殿的，如今，他

們竟然與先知、祭司並列，頌揚永世盼望的降臨。

	 牧羊人歡慶羔羊的降生，還有誰能比他們更合

適呢？

	 幾年前，我帶領一個研經旅行團到以色列，伯

利恆當然是其中一站。我們在一個可以俯瞰“伯利

恆之野地”的地方查經，然后，大家有些時間在伯

利恆著稱世界的橄欖木製品店購物。我和幾位團員

都買了基督降生的雕刻品。按着雕工精細的程度，

價錢也有差別。有些雕工很粗糙，幾乎像是抽象的

作品；有些雕工則非常細緻，人物雕得栩栩如生。

	 稍后，我們乘遊覽車回耶路撒冷，途中又經過

“伯利恆之野地”。我手中握着基督降生的雕刻，

回想這一天的經歷，也回溯第一個聖誕節發生的

事。當遊覽車駛過天使造訪牧羊人、宣告君王降臨

的地方時，我最喜歡的一首聖誕歌詞浮現腦海：

在那小小寂靜的伯利恆，安臥聖嬰耶穌，

主榮光輝煌在高天之處，照耀耶穌安寧處。

雖是卑微貧賤的小馬棚，卻有恩典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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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光引導照在小馬槽，聖潔完美又安祥。

哈利路亞！聽天使高聲唱，

哈利路亞！高聲唱！

主榮光輝煌在高天之處，

救主君王今降生。

	 遊覽車駛過佈滿石頭的山丘地，崎嶇的地勢仍

有羊群散落其間，映入眼簾的景象替熟悉的歌詞增

添了豐富的意境。正當我注視着山丘，想像着遠古

那個聖善的夜晚時，忽然，導遊請司機停車。只見

路邊站着兩個男孩，年紀頂多只有十二、三歲，手

裡抱着一隻小羔羊。他們是伯利恆的牧羊人。

	 兩千年前，天使向貧困、遭遺忘、被排斥的牧

羊人宣告上帝兒子降生的信息；兩千年后，牧羊人

依舊在這片野地工作，“看守羊群”。導遊邀請兩

個男孩上車。他們走過遊覽車中間的走道時，幾乎

每一個人都把手放在小羔羊的頭上。那真是很奇妙

的一刻，來自“伯利恆之野地”的牧羊人獻上了一

隻羔羊。

	 兩千年后，我們也加入最先獻上敬拜的牧羊人

行列，繼續頌讚上帝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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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PO Box 293, Grand Rapids, MI 49501-0293, USA 
Tel: (+1-616) 974-2753 • Fax: (+1-616) 957-5741 • E-mail: nal@odb.org

加拿大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Canada
PO Box 1622, Windsor, ON, N9A 6Z7, Canada 
Tel: (+1-519) 956-2440 • Fax: (+1-519) 956-2449 • E-mail: chinese@odb.ca

澳大利亚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PO Box 15, Kilsyth, VIC 3137, Australia
Tel: (+61-3) 9761-7086 • E-mail: australia@odb.org

新西蘭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PO Box 303095, North Harbour, Auckland 0751, New Zealand
Tel: (+64-9) 444-4146 • E-mail: newzealand@odb.org

香港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Ltd
PO Box 74025,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626-1102 • Fax: (+852) 2626-0216 • E-mail: hongkong@odb.org
日糧事工有限公司，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 74025號

台灣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Foundation
PO Box 260 Taipei Datong, Taipei City 10399, Taiwan ROC
Tel: (+886-2) 2585-5340 • Fax: (+886-2) 2585-5349 • E-mail: taiwan@odb.org
財團法人基督教真理文化傳播基金會，10399台北大同郵局第260號信箱

印度尼西亚 ODB Indonesia
PO Box 2500, Jakarta 11025, Indonesia
Tel: (+62-21) 2902-8950 • Fax: (+62-21) 5435-1975 • E-mail: indonesia@odb.org

馬來西亞 Our Daily Bread Berhad
PO Box 86, Taman Sri Tebrau, 80057 Johor Bahru, Malaysia
Tel: (+60-7) 353-1718 • Fax: (+60-7) 353-4439 • E-mail: malaysia@odb.org

新加坡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Asia Ltd
5 Pereira Road, #07-01 Asiawide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68025 
Tel: (+65) 6858-0900 • Fax: (+65) 6858-0400 • E-mail: singapore@odb.org

你也可以上網站ourdailybread.org/locations，查詢有關靈命日糧事工辦公室的聯

繫資料。



探索叢書

柯貝爾 Bill Crowder
B2233

許多人幫助靈命日糧事工將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帶給他人，即使是小額奉獻， 

也能聚沙成塔。我們並沒有任何機構或宗派提供基金或資助。

odb.org  |  simplified-odb.org

透過新的視野看聖誕奇蹟

牧羊人和天使的獨特觀點提供我們一個嶄新的角度，重新審

視耳熟能詳的聖誕故事，從而讓我們領悟上帝如何精心策劃

救主的降生，以及安排牧羊人及天使在場的重要性。《靈命

日糧》的作者柯貝爾強調這一段歷史，引導我們重溫上帝對

人類的心意。藉由一窺聖誕視窗，讓你更親近慈愛的天父。

柯貝爾（Bill Crowder）在加入靈命日糧事工之前，曾在

教會牧會20多年。目前他與狄馬汀密切合作，擔任聖經教

導方面的副總裁。他定期在英語廣播節目《聖經研讀》中

分享上帝的話語，同時也花大部分的時間到世界各地教導

基督徒領袖。  

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simplified-odb.org/ds，閱讀不同主題的

探索叢書。

聖誕之窗
從聖經的角度看耶穌的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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