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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會禮拜堂講壇回應 

講題: 聖誕，咩話？！ 

講員: 李天鈞博士 

經文：路加福音 2: 1－20 (周刊 14 節) 

 

1. 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 

2. 這是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 

3. 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 

4. 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 

5. 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 

6. 他們在那裡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 

7. 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 

8. 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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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13.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有古卷作：喜悅歸與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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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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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18. 凡聽見的，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19. 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裡，反復思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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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歸榮耀與神，讚美他。 

 

引言 

 日常生活中，四處也聽到有人說：咩話，我在此不是講 Mirror→而是廣東的俗語 

 

 根據廣東俗語的使用定義： 

1. 之前聽唔清楚或講唔明白，想聽多一次； 

2. 驚訝（正／負面） 

 

 聖誕不是耶穌的出生正日，是紀念耶穌基督出生為世人帶來盼望並拯救的日子（紀念日） 

 您同我，有否在聖誕中分享了些什麼？講了咩話？令朋友想清楚／明白？想聽多一些？或令人驚

訝，有好野怎不介紹？ 



2 
 

 

 讓我們再一次回顧聖誕的信息，思想今天已 boxing day 除拆禮物外，其實至周一的假期，其實仲

有很多東西可同人分享聖誕的信息 

 聖誕的信息：聖經怎講？路加福音 2: 1－20 

 這是耶穌出生後，第一篇可以說是官方聲明／聖誕文告，因內容是由天使所講，夠原汁原味來自

天上 

 

1. 聖誕是上帝對所喜悦的人說話（路 2:15） 

 8 節提到最先得到上帝啓示的人，不是聖殿的祭司，也不是達官貴人，竟是野地的牧羊人 

 

 這些牧羊人在夜間看守羊群，可見這日子在冬天的機會不大（夏天才會如此晚上放羊） 

 

 有些人說牧羊人在當時而言，職業→低下之低，污糟、宗教上不潔→被人鄙視／但這不是猶太人

的傳统，反而摩西及大衛→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 23:1 另彌 5:4，路加福音 15：1-6 失羊的比喻 

 為什麼找牧羊人？有說：伯利恆的羊是專供聖殿獻祭用→耶穌就如羊般為世人作贖罪祭→未必如

此 

 

 但牧羊人身分是低下的，而且身處野外（chora 鄉下，田地），但很有意思反映上帝的救恩是给所

有人→不只在聖殿，也不只在祭司（路 1）→女子（路 1 馬利亜） 

 

 所以找他們更是反映路加的神學：救恩是給所有人（也包括被棄的人 Outcasts→稅吏 Lk5:27-31; 

19:1-10、妓女 Lk7:36-50→路 5:32「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19:10 人子來，

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7:47 所以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的愛多；但那赦免

少的，他的愛就少。）→3 章 23-38 節的家譜一樣。 

 

 9 節 主的使者的出現，令牧羊人懼怕（phobeo／敬畏）→1:13 撒迦利亞／1:30 馬利亞→他們可

能回應：咩話！沒想過上帝會向其說話，給予使命。 

 

 10-14 節交代了聖誕的信息：10 節天使安慰不要懼怕，這是喜樂的信息，這信息是關乎萬民，原

文 laos 即每一人或大眾。（今天很重要→新的威脅→變種 Omicorn） 

 

 11 節交代這令萬民喜樂是由救主（soter／拯救者）也是主基督（kurios 上帝加 christos 基督）帶

來 

 

 12 節交代大海茫茫，怎找到這應許的救主？包著布（有母親的照顧）的嬰兒，並在馬槽（manger

／phatne; 馬吃草的地方），那就是記號（semeion 表記／神蹟）了： 

 這是神蹟：上帝成為人，上帝如此貼地氣（大排檔／食麥記），向平凡人說話並给予使命 

 

 13 節 忽然（exaiphnes），代表上帝奇妙的工作（徒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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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節 14 節指出耶穌的出生是帶來榮耀歸與神→猶太人的禱告傳統（Doxa：上帝的能力）並地上

有平安（eirene／和平）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榮耀歸與神; 耶穌基督是帶出上帝的能力並世上的平

安／和平 

 15 節 牧羊人就接收這信息而去找這記號／神蹟 

 聖誕是咩話→不只是開心（Party, Gifts, 燈飾…）→榮神益人的日子→拯救→神參與／介入→給所

有人帶來平安的日子 

 

Henri Nouwen: “Christmas is the renewed invitation not to be afraid and to let him-whose love is greater 

than our own hearts and minds can comprehend-be our companion.”  

 

聖誕是上帝對所喜悦的人說話：不要懼怕 

 

2. 聖誕是上帝對整個世代去說話（路 2:1-7） 

 

 若我們再看上文，我們更會說 咩話！→上帝掌管一切歷史的主 

 

 1 節  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奧古斯都 Augustus 63BCE-14CE; 原名

屋大維 Octavius→统一羅馬，改革議會為君主制→帶來羅馬和平 Pax Romana 的盛世，故他每 14

年舉行一次人口調查，「天下人民」代表羅馬已统一天下（中國→朕的天下） 

 徒 5:37 記述 6CE 有一次普查，故耶穌可能於前一次出生，即公元前八或九年。 

 

 2 節 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 

 

 路加交代這些人物及事件，不只是交代歷史的時代或背景是什麼？更重要是從他們的歷史去襯托

出耶穌才是普世的救主。 

 亞古士督在生時大家也稱其救主，而且死後被封神（八月分的命名），但耶穌在 11 節也是救主，

主基督（神），13 節為所有人帶來平安。 

 

 路加寫時亞古士督已死亡，而且羅馬一直也未得天下（波斯、德國及東歐），而徒 5：36-37 也記

述動亂， 

 徒 5 

36. 從前丟大起來，自誇為大；附從他的人約有四百，他被殺後，附從他的全都散了，歸於無有。 

37. 
此後，報名上冊的時候，又有加利利的猶大起來，引誘些百姓跟從他；他也滅亡，附從他的人

也都四散了。 

 

 並只有耶穌從死裏復活，而且為所有人降生，所以才是真正的救主及主基督 

 

 人口普查主要為徵兵及交税，猶太人不需服兵役，故是交税問題（路 20:22 的張力） 

 

 4-5 節約瑟也因此而從居住地拿撒勒回去伯利恆，可能因他有產業（應沒房子；7 節沒有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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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順便為馬利亜避開閑言閑語 

 

 上帝透過君王的政策，约瑟的身分（大衛家族的人）並需要，也因此成就了舊約的預言：彌迦書

5:4，一切也在上帝的安排中 

2.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

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3. 
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敵人，直等那生產的婦人生下子來。那時掌權者（原文是他）其餘的

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裡。 

4. 
他必起來，倚靠耶和華的大能，並耶和華─他神之名的威嚴，牧養他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

因為他必日見尊大，直到地極。 

 

 6-7 節提及上帝的安排下，馬利亜生了耶穌並且放在馬槽中，令牧羊的人可找到耶稣並見證這神

蹟。其實一個新生兒包著布是很正常，但放在馬槽就更容易找（BB 差不多樣，胎記要找及不方

便。） 

 

 這安排是因客店沒地方，亦有人說其實是在山洞 Cave（早期教會傳统 Justin, Origen→今天的以

色列） 

 

 原文 Katalyma 而非路 10:34 的旅店 pandocheion，指非正式的旅店，主要是放下行李及馬而供休

息的小店（伯利恆是小城市），以當時猶太人接待客旅的文化，不是房間也至少提供有屋頂的地

方，可能太多人，故也用屋外的地方，並借用了馬槽（住及養動物的地方是同一層但不同位置）。 

 

 無論大時代的鋪排以至小細節的安排也見上帝的痕跡並掌握 

 

C.S. Lewis: "Once in our world, a stable had something in it that was bigger than our whole world." 

 

聖誕是上帝對整個世代去說話：上帝掌管 

 

3. 聖誕是大家對上帝回應而說話（路 2:16-20） 

 面對上帝匠心獨運的安排：並公佈一件關乎萬民的好信息，大家如何回應？  

 

 15-16 節牧羊人有行動作回應：這是主的使者吩咐，他們有了使命; 15 節牧羊人有行動作回應：

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17-18 節他們成為見證人後更成為宣講者，令其他人也叫咩話：詫異（thaumazo 讚嘆、敬佩）→

沒想過牧羊人可如此，更重要是上帝竟可如此工作 

 

 19-20 節，除了宣講，19 節提到馬利亜存在心裡，反復思想（對比牧羊人的周圍講？） 

 

 存在心裡 （Suntereo 保護／捍衛）；思想（Sunballo／商討／深思熟慮）代表融入生命之中,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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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to heart 

 

 20 節 牧羊人除分享外，也帶著敬拜的生命，不只是做，也是對生命的影響 

 

Dietrich Bonhoeffer : “Who among us will celebrate Christmas correctly? Whoever finally lays down all 

power, all honor, all reputation, all vanity, all arrogance, all individualism beside the manger; whoever 

remains lowly and lets God alone be high…”  

聖誕是大家對上帝回應而說話：令人改變 

 

總结 

 聖誕是講咩話？什麽信息？ 

 聖誔的信息是：不要懼怕，上帝掌管，令人改變 

 Elizabeth Galley Wilson, a single female missionary, arrived in China in 1939 jus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She wrote that she learned two things during her first Christmas in Peking. The first lesson 

was how lonely it could be in a foreign country without family, friends, or the traditional Christmas turkey 

or gifts. She got together with several other single female missionaries from other denominations, they ate, 

and Elizabeth distributed Christmas stockings to each of them. The second thing she learned, as she put it, 

was “that the Christ of Christmas can bring peace and dispel darkness as we seek Him in times like these.” 

Several years later, she became a prisoner of war in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in the Philippines. That 

Christmas, while in the internment camp, those little Christmas stockings that she made in Peking became 

the Christmas gift for the son of another missionary who was a fellow prisoner of war. Elizabeth’s testimony 

teaches us that seeking God during a struggle can “bring peace and dispel darkness.” Furthermore, just as 

the Christmas stockings were re-used to bring joy to the child who was a prisoner of war, we cannot begin to 

imagine how the good — or bad — things we do today might end up impacting others. 

1941 in internment camp- The guards forbade the prisoners from holding prayer meetings. 

Nevertheless four of the women came together for prayer. Two prayed while two watched for the 

guards. 

Galley was released On January 31, 1942, but was re-interned later that year. For over two years she suffered the conditions of 

the camp and saw friends brutalized by their captors. Finally on February 3, 1945, the Americans arrived to free them. The ordeal 

was over, but recovery would take time. 

 妳／你今天預備好去分享？ 

 聖誕 你／妳講 咩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