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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內心是否曾懷疑，我們看重聖誕節，主要

是源於傳統的慶祝活動，而非來自兩千年

前天使對牧人宣告的信息？我們從馬太福音

和路加福音中讀到聖誕的故事，然後人云亦云地複

述一些陳詞濫調：「耶穌是聖誕節的主角」，「我

們在聖誕期間要思想基督」。但是，我們這樣說過

了，也照著這樣做了，卻仍然無法明白我們為何如此

期待聖誕節。

	 如此，年復一年，每年我們都想努力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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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恰當地慶祝基督奇妙的降生。我們都知曉祂

的事蹟，即便是非基督徒，也對聖誕故事略知一二。

但是，我們有沒有認真地思想過聖誕的故事，以及

它對我們生命的意義呢？

	 問題在於，當我們對某些事物已經習以為常時，

就很難從新的角度來看待它。這本小冊子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幫助你跨越障礙，從耳熟能詳的事蹟中

看到聖誕的真諦，讓這真諦猶如裝點聖誕樹的燈飾，

照亮我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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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聖誕節，我們都會在客廳擺放一個簡陋

粗糙卻可愛的小馬廄。裡面少不了綿羊、牧

羊人、駱駝、博士等，馬槽裡還會有兩個嬰

孩。（第二個嬰孩是來自舊的那一套場景佈置，而家

裡最小的孩子把它放了進去。）

	 父親將燈飾接上電源，母親又用一些枝葉覆蓋在

馬廄的屋頂上，就給我們全家營造出一個溫馨而美妙

的聖誕氛圍。

	 然而問題就出在這裡，因為每年都看到這樣的馬

（一）

此景錯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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廄場景，使我對它逐漸地感到麻木、無動於衷；因為

不斷地聽到聖誕故事，也使我懶得思想其中的意義。

但是，當我用心認真地思想時，我就意識到，這樣的

場景，實在不是一件普通平常的事。上帝並不希望我

覺得它漂亮、古色古香，祂希望這個

場景讓我感到震憾，甚至覺得困惑。

唯有如此，才會讓我思想這一場景，

而不是視若無睹。馬廄裡所發生的事，

並不是為了讓我享受節日氣氛，而是

要給我一個當頭棒喝，讓我徹底醒悟。

	 聖誕節是慶祝上帝來到世上的日子，祂是永恆、

全知、全能、全在、全然公義、全然聖潔的榮耀之上

帝。當我在安靜中思想這一事實，然後再觀看馬槽

中的嬰孩耶穌時，我不禁搔首發問：「此景錯在何

處？」

	 在耶穌降生的故事裡，我應該要重新思考，不

能忽視的有五個字：「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

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路加福音2章12
節）。這位亙古常存的上帝，如此榮耀尊貴，如今卻

躺臥在馬匹的飼料槽裡。眾天使在祂面前掩面，摩

西、以賽亞在祂面前俯伏敬拜的這位上帝，竟會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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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骯髒的馬廄裡。如果這只是一個神話故事，我們大

可一笑置之。但是，這並不是神話，而是真實的事。

	 臥在馬槽裡，這幾個字所要表達的，遠不止是

描述嬰孩耶穌降生的地方。它傳遞著來自上帝的信

息，含有精妙的寓意。這個藉著木料與乾草所傳遞的

真理，遠勝過千言萬語。

給牧羊人的記號

	 當凱撒亞古士督下令進行人口普查時，由羅馬帝

國管轄的人，都必須回到自己的家鄉，進行登記。可

以想像，那時伯利恆必定是人潮洶湧，街道上行人擁

擠，家家戶戶親屬雲集，客店也都人滿為患。在這樣

的情境中，一群牧羊人如何能找到這位新生的嬰孩

呢？當時可能還會有許多其他的產婦和嬰孩，哪一個

才是應許的那一位呢？

馬廄裡所發生的事，並不是為了  

讓我享受節日氣氛，而是要給我

一個當頭棒喝，讓我徹底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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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嬰孩都包著類似的布，所

以根本無從分辨。牧羊人所得到的提

示是，那嬰孩躺臥在馬槽裡。即便是

在那個古老的時代，將馬廄當產房，

將馬槽當嬰兒床，也是一件不尋常的

事。這樣的情境的確十分奇特，而這

正是上帝的本意。

	 請設想一下，一群牧羊人進入伯利恆，渴望在黑

夜中聽到嬰孩的啼哭聲，讓他們可以找到馬槽中的嬰

孩。最終，他們的認真尋找得到了回報，他們找到了

應許的救主，主基督，就是「一個嬰孩，包著布，臥

在馬槽裡」。現在，這些牧羊人清楚知道，是上帝親

自帶領他們找到的，馬槽就是記號。如果沒有這記

號，就如同大海撈針，漫無目標。馬槽裡的嬰孩就是

那位大牧者，祂帶領這些罪人，找到木匠約瑟和妻子

馬利亞，最後來到祂自己面前。

	 這群牧羊人看到了這應許的記號：父親、母親、

嬰孩和馬槽，證實他們沒有徒勞奔波。而這群牧羊人

本身也成了一個記號，給基督耶穌在地上的父母一個

清楚的宣告。這件原本讓他們感到困惑的事，就是一

個奇妙的嬰孩，竟出生在如此卑微的環境，因著牧羊

人的出現心中有了平安，也得著了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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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約瑟和馬利亞的印證

	 我們每年所歡慶的日子，對當時的約瑟和馬利

亞而言，恐怕是一個可怕的經歷。當馬利亞的親戚

以利沙伯宣稱她有福時（路加福音1章42節），馬利

亞想像的是這樣的一幕嗎？她有極大的信心，但是，

當她懷著極重的身孕，從拿撒勒長途跋涉，來到伯

利恆，精疲力盡之餘，卻走進了馬廄，她的信心會受

到挑戰嗎？

	 我很懷疑這年輕的婦人會對當時的處境感到開

心。當她的產痛開始時，沒有助產士前來幫忙。當

她和約瑟單獨在馬廄裡，「慶祝」這位透過異夢和

神蹟所應許的屬天嬰孩降生時，他們是否會發出這

樣的疑問：「上帝啊！到底是哪裡出錯了？」

	 然後，一群牧羊人來到，帶來了天使所報的喜

信，講述他們所得到的啟示，這也是給世人的重要

馬槽裡的嬰孩就是那位大牧者，

祂帶領這些罪人，找到木匠約瑟

和妻子馬利亞，最後來到祂自己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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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號：一個嬰孩臥在馬槽裡。上帝的兒子，不是要降

生在與祂身分相稱的皇宮裡，躺臥在裝飾華麗的嬰兒

床上；也不是降生在溫暖的房間裡，讓產婦能舒適待

產，而是生在一個冰冷的馬廄裡。然而，這正是嬰孩

要誕生的地方，祂要臥在馬槽裡。當

約瑟和馬利亞看到這些飽經風霜的敬

拜者時，他們會鬆一口氣嗎？這印證

的喜樂，會充滿他們的心靈，除去他

們心中可能存有的疑惑嗎？

	 我相信是可以的。那些牧羊人所

帶來天上的宣告，是進一步的確認，

表明他們當時的處境在上帝眼中是神

聖的。上帝並沒有弄錯，這正是上帝

所選擇的地方，要向我們清楚表明，祂進入了我們的

世界，被緊緊包在襁褓裡，甚至無法動彈。

	 這樣的出生，並不符合祂的身分和祂的榮耀。但

在這其中，我們可以一窺祂的心意。

上帝在祂所創造的世界裡沒有落腳的地方

	 永恆的上帝，無助地躺臥在馬槽裡，這是令人難

以忽視的實物教材。這樣的情境，讓許多批評者深感

那些牧羊人所帶來天上的宣告，

是進一步的確認，表明他們當時的處境

在上帝眼中是神聖的。這位上帝

充滿憐憫與慈愛，馬槽的景象

將此表露無遺，正如祂一直以來

滿有憐憫的言辭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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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他們也理當困惑。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基督教的

批評者說，舊約的上帝是一位憤怒、報復成性，且愛

施審判的上帝。但是，這樣的上帝，怎麼能讓自己成

為一個無助的嬰孩躺臥在馬槽裡呢？不，這位上帝充

滿憐憫與慈愛，馬槽的景象將此表露無遺，正如祂一

直以來滿有憐憫的言辭和作為。

	 「客店裡沒有地方」，這幾個熟悉的字眼，響徹

了兩千多年。事實的確如此，世界上根本沒有接待祂

的地方。這一幕情景，已經永遠定格在那一時刻。它

讓我們想到上帝的屬性，也想到我們的本性。造物主

回到這個定意要與祂為敵的世界，並不是帶著憤怒，

要毀滅所有藐視祂的人；而是帶著仁慈寬容，預備忍

那些牧羊人所帶來天上的宣告，

是進一步的確認，表明他們當時的處境

在上帝眼中是神聖的。這位上帝

充滿憐憫與慈愛，馬槽的景象

將此表露無遺，正如祂一直以來

滿有憐憫的言辭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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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我們會加諸於祂的一切羞辱。上帝以憐憫與慈愛來

回應我們這個敵對祂、叛逆祂的世界，有什麼能比祂

自己躺臥在馬槽裡表現得更徹底呢？

	 當我們難以領略真正的聖誕涵義時，只需要想像

一下這幅圖景：永恆的上帝置身於污穢骯髒且極為卑

賤的境地。祂讓自己臥在馬槽裡，完全是因為祂對我

們的愛。而且，當我們專注於祂躺臥

在馬槽的情景時，會讓我們理解一些

先前不曾明白的事。

讓我們能夠理解

	 在我們的世界裡，身分顯赫的人

物都喜歡與其他有地位的人結交，他們互相吹捧追

逐。而且在恰當的時間和場合，讓人看到與有身分地

位的人來往，可以得到極大的好處。因此，當我們看

到上帝如此降卑時，確實會讓我們大感困惑。為了我

們，上帝放下了祂的榮耀。我們永遠無法真正明白這

一點，也無法完全瞭解。雖然我們知道祂所做的事，

但我們窮其一生也無法明白為什麼。

	 當一個身分地位遠比我們尊貴崇高的人，在我

們面前謙卑自己時，將會帶來極大的震撼。我們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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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身分地位的人如此行而感到驚訝，被其打動。

當有人送給我們一份意外的禮物，或是一份我們不配

得到的禮物時，我們會深受感動。因此，當我想到馬

槽裡的上帝時，我不禁感到驚訝、感動，更是充滿	

感恩。

	 的確，上帝以這樣的方式謙卑自己，讓人人都能

理解。無論是牧羊人、小孩子、稅吏、漁夫，或是一

個不清白的女人，還是自以為義的法利賽人，甚至包

括我自己，都能夠明白。上帝躺臥在馬槽裡，是要發

出一個我們迫切需要知道的信息，就是每個人都可以

來就近祂。

每個人都可以來就近祂

	 上帝道成肉身成為嬰孩，以戲劇性的方式宣告，

我們可以隨時親近祂。祂降臨世界不是要孤立自己，

上帝躺臥在馬槽裡，是要發出一個

我們迫切需要知道的信息，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來就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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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高高在上，只接觸重要人物。祂來是要接近所

有的人，張開雙臂迎接世人，並將自己交給他們。祂

這樣的心意，展現於這一簡單的事實：臥在馬槽裡。

	 一個普普通通的牲畜飼料槽，接待了那成為嬰孩

的上帝。我們會不禁問說：「這是為什麼？」這到

底是為什麼呀！上帝在我們面前自甘卑微，這讓我們

知道，為了讓我們與祂建立正確的關係，祂什麼都願	

意做。

	 此景錯在何處？一點差錯都沒有！因為，上帝臥

在馬槽裡的簡單圖景，是要提醒我們一個寶貴的真

理：我們不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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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深內涵的、特別的東西

聖
誕節所傳達的信息是關於盼望。但有時

候，人們會「覺得一點都不像聖誕節」，

感受不到一點盼望。的確，生活中太多

的不幸，會讓人質疑聖誕節真的帶來了「大喜的信

息」。

	 每一種文化，都有各自關於聖誕節的傳統。雖然

許多傳統與上帝降生世界沒什麼關聯，但與聖誕節

（二）

感覺不像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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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歡慶密切相關。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將聖誕節的

真理，從我們成長的傳統中抽離出來，那是極其困

難的，甚至根本不可能。例如，在西方世界，聖誕

節已經成為家庭以食物、禮物和宴會

來歡慶的時刻。所以，當生活中的痛

苦事件發生在聖誕節期時，或是我們

缺少了某些傳統時，我們就會覺得沒

有體會到聖誕節的精神。多少年來，

聖誕節的精神一直意味著裝飾與歡

慶的時期，到處充斥著色彩、燈光、掛飾、歌曲、

禮物、家庭團聚等，當然，還有一則少不了的故事

──馬槽中的嬰孩。

	 然而，聖誕節的故事，這個真實的事件，已經

成為我們歡慶活動的陪襯了。它很重要，卻不是絕

對必要的。我們不用認真地考慮上帝降生世界的意

義，也能盡情享受極大的歡慶和快樂，並留下難忘

的記憶。對於「為何要過聖誕節」，只要簡單提一

下就夠了。有太多的基督徒，每年都這樣過聖誕

節，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有人遭遇家庭破碎、喪失親人、健

康惡化，或人際關係破裂而失去了歡樂，那該怎麼



 感覺不像聖誕節 [ 17 ]

辦呢？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就會開始警覺到，我們偏

離聖誕節的真實信息已經那麼遙遠了。我們所需要

的，是有更深內涵、特別的東西。

	 作家兼演說家吉爾‧布里斯柯（Jill Briscoe），

有一次應邀到克羅埃西亞共和國一間教會演講，對象

是200位新難民。當中大部分是婦女，因為男人不是

已經死亡，就是還在軍中服役，或正在戰場作戰。那

一天，她向這些難民傳講耶穌。耶穌在嬰孩時就成

了難民，有兵丁來抓祂，祂父母不得不拋棄一切，

連夜帶著祂逃往埃及。聽眾專心致志地聽，她繼續

講述耶穌的生平。講到十字架時，她說：「耶穌被

釘在十字架上，是赤身露體的，並不像圖畫中的描

繪。」最後，她對聽眾說：「所有發生在你們身上的

事：你們無家可歸，你們不得不逃亡，你們遭受不公

平的對待。這一切，你們別無選擇。但是，祂是可以

如果我們想要將聖誕節的真理，

從我們成長的傳統中抽離出來，

那是極其困難的，甚至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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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祂知道這一切將會發生在祂

身上，但祂仍然來到世上。」然後，

她告訴他們，祂何以如此。許多難民

聽了過後跪下來，舉起雙手，號啕大

哭。最後，吉爾總結說：「祂是唯一

真正理解你的人。」1

	 這就是聖誕節故事中，最常被忽略的一部分：上

帝可以選擇，而祂卻選擇成為一個軟弱的嬰孩，來到

世上受苦、受死。我們可以將祂的降臨，佈置成有天

使相伴，有星月照明，但是這些佈置，都無法隱藏祂

降臨的目的，就是為我們受苦、受死。

「不平安」的聖誕節

	 頗為諷刺的是，當你最沒有聖誕節的感覺時，反

而最像聖誕節。這或許是因為，在陌生、不安而混

亂的情境中所產生的盼望，最接近聖誕節的真實本

義。通常，如果我們得不到迫切尋求的內在平安，就

會以為上帝對我們的愛已經消失了。上帝若真愛我

們，怎麼會允許這樣的痛苦和災難進入我們的生活

呢？然而，正是因為這些痛苦和災難，上帝才降臨到

我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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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我們的主降臨，正是進入這樣的不

安，正如作家艾美‧亞諾德（Emmy Arnold）所說：

上帝給了我們祂至愛的獨生子，祂怎麼可

能恨惡我們呢？我要向你們宣告一個必將

臨到全人類的大喜信息，平安要臨到全

地！真正的聖誕體驗是要感受到，聖誕的

平安擁有巨大的力量，能夠勝過一切的不

安。這樣的平安，要臨到每一個人，這是

聖誕節所帶來的期待與信心。聖誕之星高

掛夜空，聖誕燈飾閃爍黑夜，這些都表

明，光明要衝破黑暗。雖然我們會看到黑

暗籠罩，到處有動蕩不安、家庭紛爭、階

級鬥爭、民族仇恨、爭競嫉妒，然而，

光明必要照亮黑暗，驅散黑暗。無論在哪

裡，只要有人讓聖誕嬰孩降生在他心中，

上帝可以選擇，

而祂選擇成為一個軟弱的嬰孩，

來到世上受苦、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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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耶穌的生命在他身上開始，那裡就會再

現上帝慈愛與平安的生命曙光。2

	 當安全和舒適不復存在時，我們就會敏銳地意識

到，我們是多麼需要上帝進入我們的世界。無論我們

如何努力，聖誕裝飾如何華麗，我們都無法在世上造

出天堂。罪惡已經影響並污染我們所接觸的一切，

我們需要被拯救，我們需要一位救	

贖主。

	 我們渴望平安，地上的平安和內

心的平安。這也是耶穌降生故事裡的

人們，所期待和盼望的。

	 要體會擁有救主的滋味，一個

有效的方式，就是設想一下沒有救主會怎麼樣。

設想一下，你的痛苦和災難沒有任何意義；你的

人生完全被命運所掌控，你總是倒楣透頂；錯誤永

遠得不到更正；真理是相對的，隨時會改變；希

望世界更美純粹是痴人說夢；你那默默忍受的苦

難和隱藏的痛苦，沒有上帝在聆聽，唯有你獨自

忍受承擔；存在只是為了今生，沒有任何來生的	

盼望。

	 然而，我們確實有理由歡喜快樂。有位救主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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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而生，我們的災難痛苦觸動祂那憐憫、恩慈的心

腸。祂不僅體恤我們的痛苦，祂更是來與我們一起承

擔。祂自甘卑微，經歷我們所經歷的，感受我們所

感受的，與我們一起哀哭，與我們一起飢餓，一起

乾渴，一起生活。這位全能的上帝，讓自己變為軟

弱，來承受人生所有的痛苦。

	 我生命中最大的喜樂，就是認識到有一位上

帝，並知道祂公義且慈愛。這樣的一位上帝竟然愛

我，總是讓我感到驚訝不已。所以，我在生活中遭遇

任何痛苦、困惑和災難之時，都會有盼望之光，因為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關心我。我的盼望永不熄滅，因

為我知道，我的上帝愛我，即便在災難中，祂也一樣

愛我。

	 聖誕節提醒我們，我們可以將盼望建立在一件千

真萬確的事上，那就是上帝的愛，在祂成為嬰孩降臨

我們渴望平安，地上的平安和內心的平安。

這也是耶穌降生故事裡的人們，

所期待和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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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那一天，這份愛展現得淋漓盡致。祂因為顧念

我們的沮喪、失望和無助，離開了天上的寶座。這就

是那「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路加福音2章
10節）。不管有沒有親友或習俗，這就是我們所有人

都要歡慶的聖誕節。聖誕節超越那些掛滿裝飾的聖誕

樹、歌曲和禮物，道出我們真實的景況。

1 吉爾‧布里斯柯（J i l l Br iscoe），"Keeping the Adventure in 
Ministry"，Leadership Journal（1996夏）。	
2 艾美‧亞諾德（Emmy Arnold），"Christmas Joy"，When the Time 
Was Fulfilled（法明頓，賓夕法尼亞州：犁市，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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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聖誕節期間，人們最常引用的經文之一是以

賽亞書的一段話：「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

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

上，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

平的君。」（以賽亞書9章6節）

	 這段經文在講述上帝應許的實現，就是祂要賜

給我們一份禮物，恢復我們和祂的關係（參創世記3
章15節）。耶穌降生的那一天，這個充滿盼望卻長期

被遺忘的應許，終於實現了。我們需要一座溝通的橋

（三）

還要賜一份禮物



[ 24 ] 真正的聖誕禮物

梁，將我們的心帶回到上帝身邊，這

橋梁就是與我們同在的聖子耶穌。

	 以賽亞書這段經文，印在無數的

聖誕卡上，每年都有許多傳道人引述

它，講論它。然而，就如耶穌降生的

故事一樣，因為司空見慣，反而讓人

忽視其中關於上帝美妙應許的描繪。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當時，以賽亞正預言以色列人將因不忠而被擄。

緊接著，他告訴以色列人，亞述人將成為上帝管教他

們的工具，前來攻擊踐踏他們。然而，在這段悲劇

性的預言中，上帝對以色列人的未來說了安慰的話，

祂允諾絕不棄絕他們，即便他們這樣的不忠。上帝還

給了他們一個確據，就是將會有一嬰孩為他們而生。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

孕生子，給祂起名叫以馬內利。」（以賽亞書7章14節）

	 這不是一個比喻，也不是許願，而是一個真實的

應許。有一天，上帝要拯救祂那頑梗悖逆的百姓。祂

拯救的方式，包括一個嬰孩奇妙的降生，祂要生在歷

史長河中一個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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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承諾時，我們一定會設法兌現，會定下

具體的日期、時間和細節。這也是上帝對以色列人

所做的，祂為這位要來的彌賽亞，設定了一個具體

的徵兆。祂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嬰孩，而是童女所

生的嬰孩。這非常地明確！

	 但請留意，這嬰孩不僅是由童女所生，也是為

我們而生。祂是為以色列人而生。而且，所有憑信

心成為亞伯拉罕後裔的人，都同得上帝永恆計畫的

好處。這位嬰孩，不僅是給以色列人的禮物，也是

給全人類的禮物。

	 然後，以賽亞又講到更多具體的細節：這嬰孩

要由童女所生，為我們而生，而且是一個兒子。

「有一子賜給我們」

	 在永恆中的某一天，聖父和聖子談到了有關創

               

有一天，上帝要拯救祂那頑梗悖逆的百姓。

祂拯救的方式，包括一個嬰孩奇妙的降生，

祂要生在歷史長河中一個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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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計畫。於是，聖子放下祂那神聖的榮耀，來到人

間，以人的樣式和性情，成為應許之子。有一嬰孩降

生，有一子賜下。

	 聖父把祂的愛子賜給我們，藉由馬利亞生下耶

穌。耶穌永遠是聖子，但在所定的日子，祂成為一

個嬰孩。這是要指明，這個特殊的嬰

孩具有永恆的、神聖的本質。

	 在聖誕節期間，我們所熱衷的禮

物交換這一傳統，最終可以追溯到聖

父，是祂首先送禮物給我們，而且是

最大的禮物。祂給了我們一個可以居

住的世界，又給我們生命氣息可以享受。後來，當我

們因作惡犯罪而喪失了豐盛的生命時，祂又恩待我

們，將聖子賜給我們。透過聖子耶穌，我們可以得到

新生命，且是永遠的生命。我們不僅是上帝所造的，

更是祂所愛的兒女。

	 然而，這樣的生命，卻有著我們付不起的代價。

就像一部超級昂貴的汽車，超過我們財力所及，或是

一棟超級豪宅，我們連想都不敢想。我們根本付不起

這代價，也不配得到這樣的生命，所以祂把這樣的生

命作為禮物送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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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必擔在祂的肩上」

	 一般人都會期待，他們的政府能為國家帶來富

庶、和諧、公平、仁愛，以及有效的政策。但是，綜

觀歷史，世界所有的政權，往往都擔在一些人脆弱狹

小的肩頭上，實在找不到哪個政府，能達到這個崇高

的目標。事實上，幾乎沒有一個政府在追求這種犧牲

自我的目標。絕大多數的政權，只是在追求權力和自

我誇耀。

	 當我們的領袖失敗時，我們很容易嚴厲地批判他

們。但是我們必須知道，他們與我們一樣，生來就有

局限，都不完美。如果我們想要一個不完美的人完美

地執政，除非是天下紅雨、馬發角，或是鐵樹開花、

水倒流。因為不完美的人只能制訂出不完美的法令，

執行得也不完美，更無力改變不完美的人心。

在聖誕節期間，我們所熱衷的禮物交換

這一傳統，最終可以追溯到聖父，

是祂首先送禮物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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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一個完美的政府，公平、公正、有效率，又

有仁愛，豈不是很棒嗎？但試問，誰有資格可以領導

這樣的政府呢？又有誰能承擔這份責任呢？唯有那位

為我們而生的「嬰孩」、賜給我們的「子」。因為將

來有一天，各國各族的政權都要永遠歸到祂的手中，

祂將以公義正直掌權，直到永遠。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

	 在這裡的「策士」有獻計、忠告、指導的意思，

所以，策士可說是參謀、軍師、顧

問或導師。人生充滿諸多選擇，需要

作出許多決定。很多時候，我們會尋

求導師的意見，幫助我們作正確的決

定。但每一個導師，都需要另一位導

師的幫助，因為任何一位不完美的

人，無論怎麼嘗試，都不可能有完美的洞察力。沒有

人可以始終握有問題的答案，如果可以，那不是很奇

妙嗎？

	 以賽亞在這裡使用的希伯來字pele，意思是「奇

妙」。這表示，所有關乎耶穌的事，都很奇妙。祂

全然超乎我們的想像。耶穌是那麼奇妙，擁有全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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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所以祂不需要參謀或導師的協助。祂從不需

要徵詢意見，也不需稍後才回覆我們，祂始終擁有一

切問題的答案。這不是很奇妙嗎？

	 上帝所賜給我們的禮物，就是那位奇妙策士，

具有完美的心思和意念。

「全能的上帝」

	 希伯來文El Gibbor被翻譯成「全能的上帝」。

然而Gibbor的本意是「英雄、英勇」，所以也可以

翻譯成「英勇的上帝」，或「英雄上帝」，就是說這位

英雄就是我們的上帝。祂不僅是我們的上帝，也是

我們的英雄，因為祂不僅有能力拯救我們，而且祂

渴望拯救我們。

	 請留意全能的上帝、嬰孩和子這幾個稱呼之間

的對比。我們以為聖子就是溫柔、謙和的嬰孩耶

               

將來有一天，各國各族的政權都要永遠

歸到祂的手中，祂將以公義正直掌權，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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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但這只是祂所取的樣式。祂是降

生為人的上帝，祂是捨棄寶座、紆尊

降貴的上帝。這位降生的嬰孩、賜給

我們的子，從亙古到永遠，始終都是	

El Gibbor，全能的上帝。

	 我們知道，有些人會許下諾言卻不打算兌現。但

是，對於那些因為沒有能力而不能兌現諾言的人，會

怎麼樣呢？還有什麼會比這更令人失望呢？然而，基

督的這些稱呼所包含的一切承諾，必定會兌現，因為

祂是El Gibbor，全能的上帝。

「永在的父」

	 以賽亞用這個稱呼，無意混淆聖子耶穌和聖父

上帝，他的目的是要表明彌賽亞的本質，表明祂與百

姓、與時間的關係。這位降臨的嬰孩是永遠存在的，

祂對待我們如同父親。

	 父親！這個詞能喚起我們強烈的情感。我們愛我

們的父親，也會苛責我們的父親。我們會因著自身的

情況，或感謝他們，或責難他們。然而，無論我們

是感恩，還是責難，我們都在尋求並渴望完美的親子

關係。但是，即便我們的父親很好，仍然不完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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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渴望一位完全的父，祂會尋找我們、保護我

們、供應我們，將我們抱在祂大能的膀臂裡，並回答

我們所有愚笨的問題。

	 耶穌正是這樣的父親，是我們的心所渴望或想像

的完美父親，直到永遠！

「和平的君」

	 我們幾乎一出生就開始面臨各種衝突，我們與父

母、兄弟姊妹、朋友、配偶、孩子、親戚，以及上司

等人，爭執不斷。我們希望國家和平、鄰舍和睦、夫

妻家人和諧，以及我們內心平安。和平是我們一生的

追求，但卻遙不可及。許多人曾經取得偉大的成就，

但從沒有人可以聲稱，自己為世界帶來了真正的和

平。

	 我們想要和平，卻我行我素。我們渴望和平，卻

無法清除我們生活中所有阻礙和平的事物。我覺得

與你和睦相處，但如果你覺得與我不和，那會怎樣

               

我們以為聖子就是溫柔、謙和的嬰孩耶穌，

但這只是祂所取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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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在我們這個世界，真實且持久的和平簡直是痴人

說夢。彌賽亞這一連串的稱號，都與我們的心遙相呼

應，最後一個是「和平之君」，是多麼恰當啊！

	 真實且持久的和平，無論是國與國或人與人之

間的和平，絕不能靠我們的努力達成，唯有藉著聖子

耶穌才可以得到！這是上帝所賜的禮物的一部分。

	 佈道家凡斯‧海夫納（Vance Havner）曾寫道：

「聖誕節就是禮物交換，上帝賜給我們的禮物是祂的

聖子，我們給上帝的禮物則是我們自己。」3

	 聖誕的真諦，讓我們想到那至好的禮物，就是上

帝所預備的救恩，就是祂的同在。這是好消息！是給

全人類的好消息！

3 引自Draper's Book of Quotations for the Christian World中所錄凡

斯‧海夫納（Vance Havner）的一段話，由艾迪澤•德雷珀（Edythe 
Draper）編撰（伊利諾伊州惠頓：丁道爾出版社，1992年），#1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