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槽—聖誕再思
我們所傳的福音，不能只是基督道成肉身，為我們的罪受
死，耶穌還是我們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萬民都要敬拜祂；
這才是完整的福音。

腓立比書二章 5-11 節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講員◎陸可鐸牧師

一

個不同尋常的禮物可能
會 包 裝 很 平 常； 當 年 在
伯 利 恆 也 是， 神 子 那 時
被孕育在一個平凡少女的腹中，
後來還誕生在馬槽的稻草堆上。
祂是人類的希望，圍繞身邊的卻
是驢和羊。沒人料到神會用這種
方式出現，然而，祂降臨的方式
和祂的降臨同樣重要。
馬槽本身就是信息，通常我們
提到聖誕節，都是馬太或路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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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內容，或約翰福音的開場白；
很少提到這段經文。基督如何道
成肉身，又升為至高，詩意優美
之至，不像在寫聖誕講章，但這
封書信帶出福音的核心。有些歷
史學家認為，這原本是在基督徒
聚會中，最早吟唱的一首詩歌或
祈禱文；這段經文美妙地描寫出
福音的精髓。
耶穌降生伯利恆前，擁有神的
一切屬性和優勢，祂是永恆、無

翻譯◎智恩

整理◎莊恩慈

限的。「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

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
的。」( 約一 3) 從天國來看，所
有石頭、樹木、星球，都該標記
著「耶穌製造」；渦狀星系和其
中卅萬個星球都是耶穌創造的。
假設地球是高爾夫球，太陽則像
用高爾夫球塞滿的一輛校車，約
比地球大一百萬倍，而這一切都
是耶穌造的。聖經說祂一一稱星
宿的名，祂還能將星宿折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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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游牧民族折帳篷一樣。

這是尋找的季節。第一個
聖誕，就有許多人在尋找：
約瑟尋找留宿的地方，東方
博士尋找星星的走向，但都
比不上老聖徒西面那般認

道成肉身
祂原本就是完全的神，但
真正震撼世界的，是「道成
肉身」。基督謙卑虛己、倒
空自己，把自己變得微小，
和人出生時一樣，必須倚靠
母奶。當祂疲倦時，是真的
疲倦，當祂嘆道：「我忍耐
你們要到幾時呢？」，是真
的洩氣。當祂說「我的神，
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是真的想得到答案。祂讓自
己完全倚靠神的啟示，如果
神沒有向祂顯明，祂就和我
們一樣，也沒有解答。例如，問
到祂幾時再來，祂自己也不知道。
祂放下一切屬天的知識，倒空自
己。
在希臘文聖經裡，只有在這裡
出現這樣的語句，形容耶穌不願
意利用祂在天國的身分地位，比
較白話的翻譯是，祂並沒有作威
作福，沒有要求特殊待遇，也不
因自己與神同等，就盛氣凌人或
誇耀吹噓。人們嘲弄祂時，祂沒
有還以石頭；他們對祂吐口水時，
祂沒有以牙還牙；人們說祂瘋了，
祂沒有叫他們變成瞎子。剛好相
反，保羅說祂「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 腓二 8) 祂還死在十字
架上，十字架的刑罰，是懲治社
會最低階層的罪犯。在釘上十字
架之前，會遭到嚴刑鞭打、四肢
被刺穿、衣服被剝光、身體公開
懸掛。十架上的那一位是神，祂
竟被釘子刺穿、受凌辱，倒空自
己、甘心受死？
祂降卑虛己，如今被升為至高
( 腓二 9)，祂已不在馬槽內，也不
在十字架上或墳墓中，祂已復活
且被神升為至高，甚至得到超乎
萬名之上的名。名字帶有權能，

若有人說伊麗莎白女王在此，我
們都會轉過頭來；如果你有甘迺
迪總統的親筆簽名，一定會將它
妥善保管。但只有一個名字，會
讓萬膝都跪拜，就是耶穌基督的
聖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

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
屈膝」( 腓二 10) 當今世上有些
人，拒絕向耶穌基督之名屈膝，
他們嘲笑祂，認為神降世為人這
種思想荒謬至極，認為自己不需
要救主，甚至毀謗任何相信基督
的人。但是日子將到，他們必然
屈膝。我們要敬拜這位配得的，
而不是敬拜我們的事業、存款、
名聲，敬拜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向那位全宇宙唯一真正的王跪拜，
因為生命歸結於祂。

期盼主再來
不要忘記所信靠的耶穌基督，
曾應許祂會再來。從這世代的不
同事件，可感受到我們就活在離
基督再來的時期。我們應該以一
個「基督明天可能就回來」的心
態生活，如此不僅心中充滿盼望，
即使面對各種困難挑戰，生活方
式也會有所不同。

真。「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
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
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
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
上。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
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
所立的基督。他受了聖靈的
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
的父母抱著孩子進來，要照
律法的規矩辦理。西面就用
手接過他來，稱頌神說：主
啊！如今可以照祢的話，釋放僕
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
看見祢的救恩，就是祢在萬民面
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祢民以色列的榮耀。」( 路
二 25-32)
西面不像約瑟和馬利亞，親眼
見到耶穌的出生，也不像東方博
士，親自跑去伯利恆。他見到耶
穌時，馬槽裡只剩下乾草；約瑟
和馬利亞已補足睡眠；牧羊人回
去繼續牧羊，距耶穌出生已過了
40 天。按照摩西五經的規範，產
婦生子後是不潔的，第八天嬰兒
要受割禮，再過 33 天 ( 女嬰則是
66 天 )，父母要將嬰孩帶到聖殿，
獻祭也行嬰孩禮奉獻。當時的西
面應是個老翁，滿頭白髮、灰鬍
子、駝著背、滿是皺紋的皮膚，
踩著緩慢的腳步，但他的心卻澎
湃不已。他畢生都在等這一天，
等待神與以色列重新和好，關係
不再隔絕 ( 路二 25)。西面滿懷期
待活著，知道見天父前，會先在
地上見到彌賽亞。這一天，他受
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一路上遇
見街坊舊識，仍未停下腳步，走
上台階，進入聖殿院內，裡面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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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很多人。有年輕夫妻如約瑟和
馬利亞，會帶嬰孩來獻祭，當然
不會有人特別注意約瑟和馬利亞，
他們並沒有與眾不同，馬利亞懷
中的嬰孩也是。
沒有天使為他們開道或一路灑
花瓣，耶穌也沒臥在抱枕上，祂
並非乘著馬車出現，沒什麼獨特
氛圍，頭上也沒光環。沒人注意
到耶穌，不覺得這場景很諷刺嗎？
在那個古以色列最神聖的場所，
人們來這裡朝見神，卻沒料到神
睡在馬利亞懷裡。只有西面想到
了，彷彿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
這對夫妻；約瑟和馬利亞在過去
這段日子中，也經歷了很多不尋
常，因此他們很快認出西面來。
當西面伸手，他們也順勢將嬰孩
耶穌抱給西面。這個場景可稱為
「西面的喜樂」，他因為看到這
位應許中的彌賽亞，而開口稱頌
神，釋放且安然地等候面見上帝
的時刻 ( 路二 29-32)。西面看見彌
賽亞的這個時刻，歷史不再一樣，
關鍵就在伯利恆城門，因為在馬
利亞生出小孩那一刻，新的時代
開啟，西面的人生進入新季節，
全人類歷史也進入新頁。
新約的每個作者，將史上這新
的一刻，也是最後的時代稱為末
世。希伯來書作者提到，神「就

在這末世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
( 來一 2)；約翰說得再清楚不過：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 約
壹二 18)。耶穌的降生啟動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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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全新且最終的時期，聖經告
訴我們，時間不多了。歷史像一
條直線，有起點，緊接著重要的
章節，然後來到高潮，最後是終
點。因著伯利恆，我們知道自己
在這時間表的位置，我們確信「末
世已到」，現在就是，下一個偉
大事件就是基督再來。
我們在等候基督回來，耶穌自
己說過祂必再來，希伯來書的作
者提到，基督將來要向那等候祂
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
乃是為了拯救他們 ( 來九 28)。基
督再來時不會照先前的方式，祂
之前安靜地來到伯利恆，但將來
祂會在榮耀聲中再臨。「凡在墳
墓裡的都要聽見祂的聲音，就出
來」( 約五 28-29)「主必親自從天
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
音，又有神的號吹響。」( 帖前四
16) 祂第一次來時，或許沒有多少
人知道，但是「當人子在祂榮耀
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
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 太廿
五 31) 因此，我們就像西面一樣，
要找到自己在歷史旅程中的位置。
我們可能是目睹耶穌基督再來
的世代，內心充滿期待，那是神所
給予蒙福的渴望，賦予我們力量。
我們不知道那是何時，但聖經提
到六個現象，會是主再來的時刻：
1. 福音會傳遍萬國。2. 聖徒會經
歷大災難、受逼迫。3. 會出現敵
基督，是神的敵人，會欺騙很多
人。4. 會有很多猶太人得救。5. 天
上會出現記號。6. 會出現假先知。
在某種程度上，有幾個徵兆已經
發生，如藉著傳播媒體和網路，
福音已經遍及整個世界；許多基
督徒經歷殘酷的災難，有人說過
去 100 年的殉道者，已超過之前
的殉道總人數；全球嚴重的暴力
犯罪，簡直就像敵基督者以各種
形象來到；很多猶太人已經得救，

也看到零星的猶太文化，出現前
所未有的復興；天空已出現一些
連天文學家都難解的現象，地球
因產痛而顫抖，教會則因假先知
而軟弱等等。這種種現象告訴我
們，基督隨時會回來。
美式足球賽程進入第四節時，
外場一些球員都會比出四根指頭，
並大聲喊叫，教練知道球員這時
都累了，需要有人提醒他們，這
是最重要的一節。西面就提醒我
們，雖然我們感到疲憊困倦，可能
很多人不相信基督會再來，我們
仍要堅定信念，不要困乏地放棄
或離開，乃要持續定睛注視留意，
並持續熱切的渴望。十八世紀時，
大西洋岸有很多水手會在房頂上，
裝一個寡婦之巢，是屋頂上一個
有柵欄的平台，水手之妻可以上
到那平台，尋找丈夫的身影，有
時一天好幾次在家事空檔中，從
螺旋式樓梯爬到屋頂上，眺望遠
方丈夫歸鄉的蹤跡。甚願我們也
如此，基督的新婦也能如此持續
等候耶穌。

神為你降生
「天使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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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
20-21)
回想曾發生過的一件事，如果
可以，我想把自己的不當行為，
歸咎於感恩假期的混亂交通，或
者歸咎於那天為病危的岳母安排
後事，所以心情低落。我從墓園
開車回家，自然而然讓糟糕的反
應，呈現在開車莽撞、違法迴轉
的青少年上。我們差點擦撞，於
是我對他按喇叭，在他的車子加
速離開的同時，從乘客座伸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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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手臂，用中指跟我打招呼。後
來我追上他，要他別比那個手勢，
他還挑釁的說，有本事就來。那
是個青少年，而我是六十歲的牧
師，我寫了很多基督教書籍，這
時我理當搖起車窗，把車開走，
但是我沒有；那個大膽的小混混，
挑起我裡面的小混混。原本他們提
議到購物中心解決，但我認為人
太多，要他們跟我走。踩上油門，
我從後照鏡看到，那兩個人在交
頭接耳。突然間，他們閃起方向
燈，開進一個停車場。我真是鬆
了一口氣，開往岳父家的一路上，
我一直問自己，到底在想什麼？
我可能會因此被抓去關。
這一切只能怪一個人，就是我
自己裡面的小混混，在購物中心
旁等紅燈的時間，我完全忘了自
己是誰，也忘了那個青少年是誰，
他不是某人的兒子，不是神創造
奇妙可畏的神蹟，那一刻他只是
無禮的小混混，當我任他挑起裡
面那個無禮的小混混時，聖經對
這種行為有個你不會喜歡的名稱：
罪。根據聖經，我們每個人裡面，
都有潛在的小混混，每個人都有
罪性，而罪性使然，讓人只關心
自己。常有人說，罪的定義就像
英文 SIN，中間字母是「我」，罪
就是只顧自己開心，高舉自己、
維護自我、自私自利，我們天生
都有罪性。情勢所逼時，我們會
做錯事，也許並不想也會試著不
要，但就是會犯錯。不勞父母教，
我們就會發脾氣；沒人教我們，
怎麼從兄弟姊妹手中搶餅乾，不
需要誰教我們跺腳說，那是我的，
我們天生就知道該怎麼爭。
我們出生帶著罪性，所有人類
的問題出在人心，耶穌來到世上，
就是要對付這罪性。耶穌這個名字
在希伯來文，就是約書亞。約書
亞 Yeshua 的意思，就是雅威、拯

救者，耶穌的意思是「神拯救」。
祂不只是敬虔、像神、渴慕神，
或是尋求神。根據聖經，祂就是
神本身。所謂神拯救，不只是神
幫助、神鼓勵、神聆聽、神愛人
或神關心，祂乃是有個拯救任務。
祂不只是救我們脫離財務問題或
困境，乃是熱切救贖我們，脫離
充滿罪的罪性。神對你有美好的
計畫，祂看到的是你我死後要去
的地方。在歷史的終了，祂的工
作不是讓我們的生命更好而已，
是要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在新
天新地中恢復這個地球原來的樣
貌，恢復祂的宇宙和百姓，回到
伊甸園的狀態，這是基督徒美好
盼望的核心。
耶穌道成肉身，成為完全的人，
祂面對各種試探，也遇過小混混，
唯一不同的是，祂沒有隨之起舞
並反擊，祂活出世上唯一無罪的
生命，因此能代替我們為罪獻上
自己為祭。神蹟從馬槽開始，在
十字架上成就；從搖籃裡開始，
在耶路撒冷加略山上完成。哥林
多後書五章 21 節說「那無罪的替
我們成為罪」，祂為了人的罪性，
從伯利恆開始，在十字架上告終
( 彼前二 24)。祂不僅為我們的罪
付代價，還賜給我們能力面對罪、

勝過罪。祂不僅為我們付代價，
還在我們裡面工作 ( 西一 27)。
我們不僅屬耶穌基督，基督的
靈也住在我們裡面，我們成為祂
居住的聖殿，祂開始在我們裡面
長大。祂要按照祂兒子的生命，
塑造你的生命，當你切慕耶穌，
神就將你塑造得愈來愈像祂，靠
著神的恩典和良善，我們裡面的
小混混會衰微，而裡面的基督會
興旺。我們有個確據，耶穌拯救
的恩典會保守我們，我們可能會
發脾氣，失去判斷力，也會失控，
但絕不會失去救恩。因為救恩一
開始就是白白得來，是一個賞賜，
而非我們賺來的。猶大書提到：

「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
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祂榮耀之
前。」( 猶一 24) 當你接受耶穌，
祂也接納了你，並替代了我們原
來的不完全。當那新的日子開始
時，祂就能讓我們無瑕無疵，站
在神榮耀的面前。
祂來對付我們的罪性，以至於
我們有個盼望，新天新地正等著
我們，那裡沒有罪性，所有咒詛
會消除。「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
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耶
廿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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