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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什么來到世上?

的一員
我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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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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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為我們如此行！

耶穌來到世上不僅僅只是一個馬槽裡的嬰兒的故事，這是上

帝渴望與祂所創造的人類有更深的連結。藉着這本小冊子，

你可以明白上帝藉着耶穌穿上人的皮囊，來到世上，成為我

們當中的一員，是為了讓我們能認識上帝，也能明白自己生

命的意義。

重松謙（Ken Shigematsu）是加拿大溫哥華第十街教會的主任

牧師。他的兩本英文著作曾經獲獎，而且成為國際暢銷書，

其中一本就是現今的中文譯本《不忙碌的門徒》。重松謙擁

有美國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的神學碩士學位，以及舊金山神學

院博士學位。重松謙在日本東京出生，三歲時舉家遷往英國

倫敦，稍后又移民加拿大，如今他和妻子佐紀子(Sakiko)、

兒子及愛犬一起在溫哥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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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叢書。

探索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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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當中的一員
耶穌為什么來到世上？

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的研究發現，在

我們的銀河系中，約有88億顆大小

與地球相當的行星，全都沿着固定的軌道

繞着類似太陽的恆星運轉。這88億顆行星

位于科學家所謂的「適居地帶」，這個區

域冷熱適中，適于生命的繁衍。天文學家

認為，太空探索的下一步就是發明高倍率

的望遠鏡，可以仔細觀察這些行星上是否

有生命存在。我們若發現某些行星上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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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相信我們會像電影《外星人》中的艾

略特一樣，與生俱來的本能會驅策我們試

圖以某些方式與他們聯繫和溝通。我們希

望與這些外星生物交流，因為我們是人；

我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按照聖

經的說法，建立關係與溝通交流是上帝的

本質。 

 在這將臨期間，我們可以思想這位人

眼不可見的上帝如何來到世上，與人類接

觸和溝通。祂像普通的嬰孩降臨到我們的

星球，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員。上帝為何從

輝煌榮耀的天堂降到陰暗、濕冷的伯利

恆馬槽？浩瀚無窮的無形之靈，為何披戴

凡人的皮囊，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員？人要

彼此溝通交流，目的是讓人能明白某些事

情。但是，從披戴凡人皮囊的上帝身上，

我們能學到什么，知道些什么呢？讓我們

透過下面的內容一探究竟。

靈命日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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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小女孩在夜裡驚醒，覺得她房裡圍繞着

各式各樣陰森可怕的怪物。驚嚇之余，她跑

到媽媽的臥室。媽媽牽着女兒回到她的房間，把她

擁在懷裡許久，對她說：「妳在這裡非常安全。不

需要害怕。我回房之后，妳並不孤單，上帝會在這

裡陪伴妳。」小女孩小聲回答：「我知道上帝會在

這裡，但我需要一個我摸得到、有身體、有皮膚的

人在這裡！」

（一）

我們可以認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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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是有形體、可以觸摸的，可以讓人彼此連

結。藉着皮膚的觸摸，我們可以感受到溫暖、擁抱

和安慰。人人都希望有一個可以抓住、能夠倚靠的

人。有時，我們就像那個小女孩一樣，無形無體的

上帝對我們來說似乎還不足夠。我們想要一位可以

觸摸、可以感受得到的上帝。像多馬一樣，我們也

想要一位可以用我們的指頭探入祂肋旁的上帝。

 你若想和人溝通一個想法，會怎樣表達？若想

有趣一點，你也許會比手劃腳地打啞謎；或者你也

可以畫一幅畫來表達。但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表

達想法和觀念最自然的方式是透過語言或文字。然

而，如果要傳達的信息非常重要，你就不會只靠簡

訊或打電話，而是會盡量當面親自講述。

 約翰是耶穌最親密的學生之一，在以他的名字

為名的福音書 中寫道：「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

 一如馬太、馬可、路加的福音書，第四福音（人們

稱為約翰福音）並未明確斷言誰是作者。我們所確知

的是，當四本福音書作為「四重福音」（the fourfold 
Gospel）開始流傳時，第四福音的書名就附有「根據

約翰」的字樣（目前仍有某些英文版本如此使用，如

英王欽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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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就是上帝。⋯⋯萬物是藉着祂造的；⋯⋯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約翰福音1章1、3、
14節）。奧妙無比的「道」，也就是上帝（約翰福

音1章1、18節），取了凡人的皮膚、骨骼及連接各

器官的組織，住到了我們中間。

 中文翻譯為「道」的這個字，希臘文為logos。
它是英文「邏輯」（l og i c）或 「合乎邏輯的」

（logical）的字根。但邏輯或合乎邏輯，並非希臘

人對這個字的確切理解。雖然很接近，但並不全然

相符。希臘人聽到logos這個字時，心裡所想的是：

統管這個世界的邏輯及理性原則。希臘人相信，在

整個宇宙背后，存有一種無形、睿智、整合的力

量，將萬有維繫在一起。約翰所寫的福音書是針對

他那時代的希臘人，為了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其實

是說：「你們說得不錯！這世界確實有一種以邏輯

和理性原則統管萬有的至高力量 。」

 有一位研究約翰福音的學者曾如此說：「如果約翰

在今天寫這本福音書，他或許會用『至高的能力』來

取代logos，因為今天許多人都採用這種說法。約翰或

許會這么說：『太初有一種至高的能力，那能力就是

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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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種「至高的能力」並不只是超越我們，或

是疏遠和冷漠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至高的

能力」來到我們中間，與我們溝通。因此，將之翻

譯成「道」十分貼切；因為，耶穌來到世間，是要

將上帝表明出來。

 耶穌是「道」，因為上帝要傳達的信息至關重

要，所以祂必須親自來到我們中間，向我們表明。

 這「至高的能力」──「道」，在兩千多年前

進入時空，于第一個聖誕節來到我們中間，開始透

過耶穌基督的言行與我們交流。祂要傳遞什么信息

呢？耶穌向我們顯明了上帝的本質，祂就是上帝。

k
 我朋友潘妮的父親創辦了一所聖經學院。在他

晚年時，要從原來的住處搬到溫哥華的一棟公寓，

不得不清理藏書豐富的書房。他將大部分的藏書都

捐給了他創辦的神學院，但是，潘妮請父親選一小

部分書留給她，那些他格外希望潘妮擁有的書。

 他仔細地從豐富的藏書中挑選出幾本，全都是

以耶穌為核心的書。當他把這些書交給潘妮時，對

她說：「你要認識耶穌，因為認識耶穌就是認識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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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若認識耶穌，就會認識上帝。因為，在第

一個聖誕節，上帝穿上凡人的皮囊，在耶穌裡成為

人，我們因而得以認識上帝。我們若認識上帝，就

能明白自己存在的意義。

k
 我們當中有些人並不明白自己生命的意義。有

時，我們覺得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本缺了章節的書。

而約翰告訴我們，耶穌就是那缺失的章節，我們若

接納祂，祂就會使你我的生命之書變得完整無缺。

 若世上沒有「至高的能力」，沒有「道」與我

們溝通交流，那么，我們的存在不過是宇宙偶然碰

撞的結果。倘若我們只是數十億年宇宙中的倖存結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后，

你們認識祂，並且已經看見祂。」腓力對祂說： 

「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

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

么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

面，你不信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着自己說

的，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父做祂自己的事。」（約翰福

音14章7-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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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生命的意義不過就是「一個傻子說的故事，說

得慷慨激昂，卻毫無意義」（引自莎士比亞的《馬

克白》）。這聽起來似乎讓人洩氣，但我們的生命

若只是宇宙中的偶然，這樣的結論也算貼切。

 不過，針對這個說法，約翰說：「不對，不

對！宇宙中有一種『至高的能力』，就是浩瀚無窮

的『道』，一位尋求與我們交流的上帝」（參閱約

翰福音1章1節）。在第一個聖誕節，「道」在耶穌

裡穿上人的皮囊，取了人的樣式，來到我們中間，

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員，好讓我們能認識上帝，也明

白自己生命的意義。

 在此之前，你如果聽過聖經記載的聖誕故事，

這個觀念或許不致令你吃驚。其實，這個想法或許

令你覺得乏味。但是，想想第一次讀到約翰福音的

讀者們。在第一世紀，對約翰的猶太同胞而言，上

帝成了凡人簡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另一方面，當

時的希臘人對「上帝成了凡人」這件事倒不以為

意，因為他們的神祇：宙斯、阿波羅及阿弗羅黛蒂

常常化為凡人，在他們中間出入。希臘神祇的雕像

往往都被雕塑成人的模樣。但是，約翰及他的猶太

同胞都被禁止，為永生的上帝鑄造雕像或繪製肖像

（出埃及記20章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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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公開服事期間，有些猶太人數次威脅要取

祂的性命，因為耶穌作為一個凡人，竟然宣稱自

己是上帝。祂自稱可以赦罪。耶穌說，早在兩千多

年亞伯拉罕出生之前，「就有了我」（在希伯來文

中的意思其實是「我是自有永有的」，參閱約翰福

音8章58節）。換言之，耶穌宣稱，祂在降世之前

已經存在了。祂清楚知道自己是上帝，所以說了這

句話。但耶穌的猶太同胞聽到祂這番話時，心生反

感，義憤填膺，認為祂褻瀆了上帝，于是他們撿起

石頭，要置祂于死地。

 你曾否受過這樣的冒犯？被人觸怒，恨不得咒

詛他們，吐他們口水或是對他們飽以老拳？你曾否

對某人反感到一個程度，巴不得掏槍當場擊斃他？

當耶穌自稱是上帝時，祂的猶太同胞就是這樣的感

受。為什么覺得如此被冒犯呢？為什么不把祂當成

瘋言瘋語，一走了之？因為他們受到的冒犯和憤怒

不僅僅是個人的原因，而是覺得耶穌冒犯了他們的

信仰，得罪了他們的上帝。耶穌的說法羞辱了他們

尊貴的身分。

 對猶太人而言，一個凡人堅稱自己是上帝是最

嚴重的褻瀆，是駭人聽聞的恥辱。但許多耶穌的崇

拜者和追隨者逐漸相信祂是上帝，因祂做了一些唯



 我們當中的一員121212

有上帝才能做的事：祂將水

變成酒、使瞎眼的能看見，并

讓死人復活。

 另一方面，后來有些相信

耶穌就是上帝的人，則懷疑祂

沒有真的成為凡人。這些耶

穌的追隨者開始說：「祂是上

帝，但祂並非真的是人。祂只

是看起來像一個凡人。」這

種觀念大約延續了三個世紀。

 結果，早期教會領袖決定

他們必須對此加以澄清。尼西

亞信經（Nicene Creed）確認耶穌基督是上帝，而

且出于無人能解的奧秘，祂也是一位凡人。耶穌是

上帝「透過聖靈，從童貞女馬利亞成為肉身，成為

人」。

 「成為肉身」到底是什么意思？這個英文字

的字根是「carne」，意思是「肉」。西班牙文的

「con carne」是「有肉」的意思。上帝「成為肉

身」（incarnate）或上帝「有肉」（con carne），

表示上帝有血肉之軀、有肌肉、有皮膚。這不是什

么晦暗不明、抽象，與我們的生命毫無關聯的神學

對猶太人而言，.

.一個凡人堅稱自

己是上帝是最嚴

重的褻瀆，是駭

人聽聞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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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這是個事實，是能改變我們的生命，改變我

們永恆命運的真理。

 怎么說呢？

 在第一個聖誕節，如果上帝披戴人的皮囊來到

我們中間，這表示我們永遠不會孤單。出于無人能

解的奧秘，有一位既是靈、也是有形有體的人來到

了我們中間。 

 有一件事必須言明在先，在耶穌第一個聖誕節

降世之前，上帝從未缺席。整部舊約記錄的都是上

帝與祂百姓同在的事蹟。但是，當耶穌在第一個聖

誕節降生時，是以全新的姿態展現了「上帝與我們

同在」 。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 

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

馬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要生一

個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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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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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節；參閱以賽亞書7章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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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個聖誕節，這位上帝，無形的靈，披戴

了人的皮囊，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分子，好讓祂能時

時與我們同在（馬太福音28章18-20節）。

 聖經教導了這一奧秘，耶穌基督是百分之百的

人，也是百分之百的上帝。這一點為什么這么重

要？因為如果耶穌既是一個有限的人，又是無限的

上帝，那么，祂的死就不是只為一個人，而是為了

全人類。身為人，祂可以代替人的罪而受死（祂自

己沒有犯罪，所以祂能為別人替罪）；身為上帝，

祂的無罪捨命足以承擔世人所有的罪。沒錯，祂也

承擔了你我的罪。所以約翰說，凡接待祂的，他們

的罪都被洗清，而且可以成為上帝的兒女（參閱約

翰福音1章12節）。我們慶祝聖誕節，因為上帝那

「至高的能力」，「道」成了肉身，有血有肉、有

皮膚，好讓我們認識上帝的本質：一位摯愛我們的

上帝，為我們捨命，向我們顯明祂的憐憫，並且饒

恕我們的罪。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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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耶穌降世，成為猶太人引頸盼望的彌賽亞，但許多

人卻錯失祂的真正身分，約翰福音5章39節便明確

表明這一點。為什么最應該認出耶穌的人卻錯失祂

真正的身分呢？

反思：

回想你曾經渴望或需要知道耶穌正與你同在的那段

時間。當時，你能提醒自己祂與你同在嗎？這對你

有什么影響？



 我們當中的一員161616

操練：   

雖然耶穌曾一度降世成為凡人，如今祂在天堂。然

而，在馬太福音第28章，祂應許必時時與我們同

在。你要如何提醒自己祂與你同在，幫助你每天都

有這樣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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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帝可以認識我們

 

永生上帝披戴凡人的皮囊，是為了更瞭解我

們。兩千多年前，當無形的上帝第一次變

得有形有體時，祂就像世上所有的人一樣，最初只

是一個受精卵，一個肉眼難以看見的胚胎。約翰告

訴我們，世界的光自願進入幽暗的子宮，歷時九個

月，然后，祂誕生了。

 讓我們在這裡暫且打住，思想一下。作為新生



 我們當中的一員1818

的嬰兒，這位設計眼睛的上帝卻無法讓祂的眼睛聚

焦。像我們一樣，祂最初只能分辨黑白，漸漸才看

到色彩。創造宇宙的永生上帝無法餵飽自己，祂必

須從母乳吸取營養。維繫萬有的上帝也像所有的嬰

孩一樣，無法控制膀胱和排泄，所以祂必須穿着第

一世紀的尿布爬來爬去。到了快一歲時，這「道」

開始咿呀學語。這時，祂或許剛剛蹣跚學步。作為

一個小男孩，祂也會摔跤，擦傷膝蓋。

 我們對耶穌成長的歲月幾乎一無所知。但是，

讓我們發揮一些想像力。作為一個小孩，祂或許會

玩膩手邊的玩具，棄之一旁。青少年時期，由于荷

爾蒙的作祟，祂可能也曾經歷過情緒的起伏。作為

一個剛出道的木匠學徒，細碎的木片刺入手指對祂

而言是家常便飯；當祂學習使用鐵錘時，偶爾也會

失手砸到自己的大拇指。遇到這些情況時，祂如何

反應？我想，耶穌並非生來就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獨

生子，但是，藉着聖靈的幫助，隨着時間的推移，

祂逐漸發現這個事實。聖經告訴我們，耶穌經歷了

一段靈命成熟的過程，讓祂透過苦難學習順服上帝

（希伯來書5章8節）。

 我在神學院的時候，讀到探討人類問題的教科

書，也根據實例的個案做過研究。成為牧師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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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安靜聆聽會友訴說他們經歷的深切苦痛。既然

我已經研讀過人類的各樣問題，現在又聆聽這些我

日漸熟悉並關愛的人訴苦，我以為自己對苦難有了

相當多的認識。一直到我親自經歷了一些苦難，才

知道那根本是兩回事。我曾經訂了婚，卻遭遇痛不

欲生的分手；后來，我和妻子失去一個尚未出生的

孩子；接着，我又經歷了喪父之痛。研讀關于痛苦

的實例是一回事，聆聽別人的痛苦並表同情是另一

回事。但是，親身經歷苦難之

后，你才能感同身受，深刻地

體會痛苦的滋味，這和研讀或

聆聽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耶穌基督是百分之

百的人，所以祂知道飢餓、

疲憊、經濟拮据、失去摯愛是

什么滋味。祂知道禱告沒有得

到回應、全然孤寂、被上帝遺

棄，是什么感受。祂被釘在十

架上時所說的話當中，就有這

么一句：「我的上帝！我的上

帝！為什么離棄我？」（馬太

福音27章46節；馬可福音15章

親身經歷苦難之

后，你才能感同

身受，深刻地體

會痛苦的滋味，

這和研讀或聆

聽是截然不同

的。



 我們當中的一員2020

34節；詩篇22篇1節）。耶穌

遭受凌虐、折磨，接着當祂的

四肢被釘在十架時，又經歷了

身體的痛楚和癱瘓。祂曾被撒

但試探，要引誘祂犯罪。雖然

耶穌自己沒有犯過罪，但祂在

十架上擔當我們的罪時，卻可

以感受到罪咎羞愧。不論我們

今天處在什么景況下，或是痛

失摯愛、遭受迫害，或是抑鬱

消沉，這樣的苦難耶穌都曾親

身經歷，所以祂能與我們肩並

肩，分擔我們的痛苦。我無意

輕看你所經歷的痛苦，但是，

耶穌為我們承擔的痛楚與苦難

遠超過你我的經歷。因此，聖

經告訴我們，耶穌體恤我們的苦情，因為祂與我們

一樣，也曾凡事受過試探，只是祂沒有犯罪（希伯

來書4章15-16節）。

k

不論我們今天處

在什么景況下，

或是痛失摯愛、

遭受迫害，或是

抑鬱消沉，這樣

的苦難耶穌都曾

親身經歷，所以

祂能與我們肩並

肩，分擔我們的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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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上帝知道一切，我們稱祂無所不知。但聖經清楚指

明，耶穌也經過成長與學習。耶穌在世時，學習了

哪些人類會面對的事？

反思：

你曾否經歷過一些你認為上帝也不瞭解的掙扎？遇

到過你認為耶穌也未經歷過的誘惑？請坦誠地來到

上帝面前，將這些事向祂傾訴。



 我們當中的一員2222

操練：.. 

希伯來書4章鼓勵我們說，耶穌對我們經歷的試探

感同身受，不過祂沒有犯罪。你如何提醒自己，遇

到試探時，要來到祂的面前，求祂賜下抵擋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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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可以學習像上帝

聖誕佳節正好可以想想我們今生收到的最大

禮物：就是上帝穿戴凡人的皮囊，來到我們

中間，成為耶穌基督。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許

多人而言，聖誕節卻是一年中最忙碌、最緊張的時

候。在許多國家，人們都忙着籌劃和參加各式聖誕

宴會、音樂會，寄聖誕卡，準備聖誕大餐、聖誕禮

物等，單單在北美，這些花費就高達六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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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但是這些事全部擠在一

起，就會讓我們忙得喘不過氣，如何有時間專注細

想其真正意義呢？

 那么，在這個聖誕節，我們可以如何簡化慶祝

方式？如何放慢腳步，花些時間細細品味在耶穌基

督裡領受的禮物？就是上帝披戴凡人的皮囊，來到

我們中間，好讓祂可以更認識我們，我們也可以認

識祂，以至我們可以越來越像上帝。

 「凡接待[耶穌]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

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約翰福音1章12
節）。「接待耶穌」這句話似乎表示，我們只要一

次接受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就

足夠了。但是，在人類所有的

親密關係中，不論是朋友、家

人或戀人，我們不會只接待一

次；我們會再三接待他們，共

度時光、共享佳餚，一起冒險

犯難、同甘共苦。我們與基督

的關係也是如此。我們第一次

接受耶穌時，祂就開始改變我

們的生命。隨着我們一次又一

次邀請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

我們第一次接受

耶穌時，祂就開

始改變我們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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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會發現自己的生命有越來越多的改變。

 我們從約翰福音中讀到，凡接待耶穌的，上帝

就賜給他們作兒女的權柄，是從聖靈所生的兒女。

在這個標榜個人主義的世界裡，兒女就是指父母親

生或領養的子女，是獨立的個體。但是，在當時約

翰所處較看重群體和社區化的社會，兒女的身分與

他們的父母有着更加緊密的關聯。他們常被稱為

「某某人的兒子」或「某某人的女兒」，表示這個

孩子在某些方面像他/她的父親或母親。例如，約翰

有個兄弟名叫雅各，他們兩人

被稱為「西庇太的兒子」，因

為西庇太是他們父親的名字。

 在約翰的時代，人們形容

某人的特質時，也會稱他們是

這些特質「之子」。例如，約

翰和雅各被稱為「雷子」。為

什么？因為他們的性格急躁魯

莽，火爆的脾氣像疾雷一樣。

后來，他們跟隨耶穌，成了上

帝的孩子，領受了天父的性

情，漸漸變得有耐心、寬容體

恤，也有愛心。他們生命的轉

約翰和雅各被稱

為「雷子」。為

什么？因為他們

的性格急躁魯

莽，火爆的脾氣

像疾雷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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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是一個奇蹟，也是一件美事。這種改變生命的影

響力，是基督教在第一世紀迅速傳播開來的原因之

一。

 在聖誕節的記述中有一個偉大的應許，就是因

着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世間，使我們可以成為上帝

的兒女。我們可以變成像天父性情的人。

 前些時候，我到母親家探望她，談到我們的家

譜。母親談到一些關于外公的事，這些事她以前從

未提過，她說：「當你的外婆初遇外公時，認為他

是品行端正的人，值得敬重，做事也很有原則。后

來，外公的事業越來越成功，他就變得驕傲，也對

外婆不忠，甚至有一次還對外婆動粗。」然而，外

公在八十六歲高齡時，接受了耶穌基督，成為上帝

的兒子。他並未馬上成聖，但是，根據我表兄弟的

描述，他變得比較溫柔體貼，甚至還開始幫忙洗

碗，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這么做！畢竟，結婚

六十多年，早該如此了，不是嗎？不過，他住在日

本，而且是家族的族長，又曾經是公司的執行長。

在日本，像他這樣的年紀和身分，幫忙做家事實在

極不尋常。但是，外公成為上帝的兒子后，他改變

了。

 我不知道自己以后會不會有孫子或孫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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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當他們對我的一生感到好

奇時，或許會這么形容我：

「我們的爺爺/外公在高中時

是個待人苛刻，行為卑劣的

人。他絕不和他認為不夠酷的

人混在一起。他曾吸毒、鬥

毆，甚至在商店行竊。后來，

他相信了耶穌，變得越來越能

接納人，也愈來愈有愛心。他

更在上帝的幫助下，建立了一

間接納所有人的教會。」

 我在回想自己的家譜時，也想到妻子的家

譜。她的名字Sakiko在日文裡：「Sa」是「早」，

「ki」是「基督」，「ko」是「孩子」的意思。照

字面的翻譯就是「基督最初的孩子」，而她是家族

中的第一個基督徒。在她出生時，她的父母還不是

基督徒，卻在無意間預言式地為她取了這個名字。

我妻子在青年時期將生命獻給耶穌，當時，她的父

母又驚又怒；她追隨基督的決定違背了家族的傳統

信仰。她的母親后來告訴我，妻子在求學時成績非

常好，運動、藝術樣樣拿手，而且又得人緣。后

來，她進入了著名的大學，過后事業也很成功。她

我們可以成為上

帝的兒女。我們

可以變成像天父

性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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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對她的觀察是這樣的：「她也很驕傲，也愛

批評人，自認高人一等。」妻子認識基督之后，她

的父母非常生氣，但也不得不承認，她變得很謙

虛、少批評，比較體貼、有愛心。因為妻子的改

變，她的母親，然后她的妹妹，最后是她的祖母，

都相信並接受耶穌為救主。妻子成為上帝的女兒

后，她也越來越像耶穌，越來越像她的天父。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非常景仰南非第一位黑

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他

去世后不久，我們教會接待了一位南非人士，他

是曼德拉的朋友，名叫麥可•卡西迪（M i c h a e l 
Cassidy）。因為他以前經常與曼德拉會面，所以我

忍不住問他說，曼德拉是不是耶穌的追隨者。麥可

回答說：「絕對是。他是一位基督徒，是耶穌的追

隨者。」

 不論曼德拉是不是基督徒，他都是一位了不起

的人物；但是，他之所以這么有智慧、心懷寬恕、

富影響力、充滿愛心，部分原因歸功于他是上帝的

兒子。我並不是說，成為上帝的兒女之后，你就會

成為下一位曼德拉，而是說，你會越來越有智慧、

越來越能饒恕他人，也越來越有愛心。你會越來越

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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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們慶祝聖誕節，是因為上帝成為血肉之軀，

披戴凡人的皮囊，好讓我們可以認識祂，祂可以更

認識我們，而我們也可以成為上帝的兒女，做一個

活出上帝形象的人。誠如聖奧古斯丁所言：「上帝

的兒子成為人子，好讓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誠

如約翰所言，在基督裡，我們「見過祂的榮光，正

是父獨生子的榮光」，我們能活出祂的形象，能變

成「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的人（約翰福音

1章14節）。

 你願意來認識這「至高的能力」、這「道」，

這位宇宙的永生上帝嗎？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可以仔細閱讀馬太、馬可、路加及約翰這四卷福音

書。你可以在這些福音書中，從耶穌的身上看到這

位降世為人的上帝。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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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彼得后書1章5-9節和加拉太書5章22-23節談到日漸

長進、成熟的基督徒應有的特征，就是一個人的生

命得到改變，言行越來越像耶穌。在這些特征中，

哪些在你生命中最明顯，哪些最不明顯？

反思：

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方面改變最多、愈來愈像耶

穌？有哪些你仍在祈求上帝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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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   

從彼得后書及加拉太書所列的特性中，挑選一個，

祈求上帝在本週給你機會在這方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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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為我們如此行！

耶穌來到世上不僅僅只是一個馬槽裡的嬰兒的故事，這是上

帝渴望與祂所創造的人類有更深的連結。藉着這本小冊子，

你可以明白上帝藉着耶穌穿上人的皮囊，來到世上，成為我

們當中的一員，是為了讓我們能認識上帝，也能明白自己生

命的意義。

重松謙（Ken Shigematsu）是加拿大溫哥華第十街教會的主任

牧師。他的兩本英文著作曾經獲獎，而且成為國際暢銷書，

其中一本就是現今的中文譯本《不忙碌的門徒》。重松謙擁

有美國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的神學碩士學位，以及舊金山神學

院博士學位。重松謙在日本東京出生，三歲時舉家遷往英國

倫敦，稍后又移民加拿大，如今他和妻子佐紀子(Sakiko)、

兒子及愛犬一起在溫哥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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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叢書。

探索叢書


	Blank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