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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現在世上多有「冒牌貨」，
即假裝的東西 ─ 把「假的」裝
成「真的」來欺騙人。看起來
好像是真的，實際上是假的， 
所謂似是而非。「吊詭」恰恰
相反，某事某貨，看起來或提
起時，好像無聊，不可能或不
真實，經時間考驗，卻是千真
萬確的事實，可謂似非而是。
    大家所熟悉的「聖誕」，就
有這種吊詭性。筆者注意到，
路加福音2:8-14節有七重吊詭性
描述，傳達聖誕事實。以下逐
一解說。
 
(一)「榮光」出現於「夜間」

(路2:8-9)
    或說光明出現在黑暗。聖經
喜歡把黑暗/黑色代表負面意義
，光明或白色象徵正面意義。
例如，有人查考創世記1:1-2節
，產生疑問：神美好的創造，
怎應會是“地是空虛混沌，淵
面黑暗…”。原來希伯來文“
地是”可以譯作“地變成…”
。有解經家認為，這時因罪入
侵(賽14:12-16;結28:12-16)，帶來
全球性大毀滅，因此，地就變
成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罪惡
造成不良之景況。
    耶穌的降生，就如榮光出現
在黑暗。馬太福音有用過這樣
的描述─耶穌是在加利利開始
傳道，位於加利利的西布倫和
拿弗他利地，是昔日亞述國逼

猶太人與外邦人通婚所在地。
在猶太人心目中，那是國中最
污穢黑暗之地。先知以賽亞早
已預言說: 西布倫和拿弗他利將
要看見大光(太4:13-16;賽9:1-2)
。耶穌的到來，等於使光明進
入黑暗，使罪人得見希望。

(二)「喜訊」發生在「懼怕」
(路2:10)

    經文說到牧羊人「懼怕」，
那懼怕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心
裡準備，他們能看見及聽到天
上的天使向他們報喜訊。馬太
福音2:3卻告訴我們那「喜訊」
正是帶來真正的懼怕─大希律
王下命殺害兩歲以下的嬰孩，
因此，全城人不安。馬太引用
耶利米31:15來形容懼怕悲哀的
境情：「這應驗了先知耶利米
的話，說：在拉瑪聽見號咷大
哭的聲音，是拉結哭她兒女，
不肯受安慰…」(太2:17-18)。耶
利米所講的話有一個背景，當
時神的選民被擄到巴比倫，象
徵猶大國的拉結，為百姓被擄
失落而難過。
    整件事的吊詭性在於，「喜
訊」本該帶來歡樂，沒有想到
耶穌的「喜訊」，卻引來「懼
怕」。

(三)「亙古」實現於「忽然」
(路2:13)

    60多年前我還很年幼，我還

記得主日學老師討論大家好奇
的課題：到底在月球上有沒有
人？若有，耶穌需要去那裡作
拯救工作？經過現代人日以繼
夜，多年努力的研究，人可以
登月球。假定月球上真的有人
的話，當美國人Neil Armstrong
於1969年7月20日第一次登月球
時，月球上的人一定會感到很
突然─「忽然」。這怎麼會呢
？他們根本不曉得，這是人類
多年努力的結果。
    照樣，耶穌降世救人不是臨
時發生的歷史事件，而是神亙
古計劃的實現。以弗所書1:4明
說，神在創世以前，根據祂的
預知，祂要造的人(亞當、夏娃)
結果違背神而犯罪。神預定沒
有拋棄人，而選擇拯救人。祂
甚至預告拯救的方法─藉著耶
穌來完成(弗1:6)。
    這點的吊詭性在於，長遠的

「亙古」好像瞬間的「臨到」
─忽然。

(四)「尊榮」俯就成「卑微」
(路2:11-12)

    經文描述稱為「基督」的嬰
孩，要降生在馬糟裡。這種描
述很有吊詭性。希臘文的「基
督」等於希伯來文的「彌賽亞
」，字義為「受膏者」。根據
舊約聖經，三種人物要執行職
務前接受膏立 ：祭司(民3:3)；
先知(王上9:16)；君王(王上1:34)
。這三種人物都是尊貴者。
    馬糟算是卑賤之物，是動物
之用品，根本配不上尊貴者。
    耶穌是三位一體之第二位，
是神，祂與其他兩位同榮同尊
。祂降世成為人，是拋棄尊榮
，倒空自己(kenosis)，成為卑微
(腓2:6-7)。神學的解釋，耶穌並
沒有放棄祂的神性，而是自己
甘願「俯就」接受限制。比如
世界第一飛人Usain Bolt於2009
年，要參加二人一組綁腳賽跑
，他必須與第二或第三或更慢
的飛人成為一組，這一組賽跑
的成績，一定差過他單人跑的
速度。他為了要參加這種比賽
，就要「俯就」。

(五)「萬代」開始於「今天」
(路2:11)

這牽涉到意義的「長遠」，顯
露在「時刻」，或者說「無限
」進入「有限」。
要明白這一點，我們要思想耶
穌降世的目的和途徑。路2:11明
說耶穌降世要作救主─即實行
拯救。這帶來兩個必須條件：(
一)耶穌是神，神不會死，祂必
須變成人，才能替罪人代死。(
二)祂必須是無罪，否則沒有資
格代贖(參彼前3:18 ─義代替不
義)。神學上把罪分成兩種：原
罪，即與生俱來的罪；本罪，
活在世上時自己所犯的罪。

    為了滿足上述的「兩個條件
」，耶穌降世必須採用特別的
途徑：童女懷孕，道成肉身(賽
7:14;約1:14)。由男由女生出的
亞當之後裔，難免「承受」原
罪(羅5:12)。
    耶穌的降世是通過由女不由
男的途徑，成了不是「受命」
而是「授命」的第二個亞當(羅
5:14-15;林前15:45)。
    再者，耶穌是神百分之百變
成人。祂有人的性情，也像人
有犯罪的可能。他卻從來沒有
犯過罪(來4:15)。耶穌也曾公開
問要陷害祂的人挑戰說：你們
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至今
沒有人能回答(參約8:46)。

(六)「大事」應驗在「小城」
(路2:10)

    聖誕是普天同慶，劃時代
(BC/AD)的歷史事件。伯利恆是
微不足道的小城。「大事」發
生在「小城」，大家不覺得奇
怪嗎？(路2:10;太2:5-6)但這是彌
迦先知早有預言的事(彌5:2)。
    前幾年，筆者到中國福建省
福清縣，有牧師傳道人帶我去
參觀宋尚節博士之故居。到達
目的地時，簡直不信親眼目睹
之景─故居變成垃圾堆廢址。
自己情不自禁，慨嘆不止。
    宋尚節不單是基督教的一位
屬靈偉人，他配成為中國人引
以為榮的佼佼者。1960年代，
自己在香港讀神學時，曾聽過
美國一位教授說：「我在美國
大學讀書時，幾乎每個人都知
道中國學者有兩位：一位是在
哈佛大學任教的林語堂博士；
另一位就是宋尚節。」
    一代偉人的下場，竟然是如
此的荒涼！我們也需要記得，
耶穌第一次降世為人，卑微到
“取了奴僕的形象”(腓2:7)。

(七)「上天」大恩澤「下地」
(路2:14)

    「至高之地」指天上，「平
安」是大禮物降下於「地上 」
，即賜給世人。筆者至今仍在
G.T.C. = Grace to Chinese恩霖中
華事奉。從聖誕的信息中，筆
者學習到“心胸”要擴大。
GTC中的C，應該理解為Cosmos 
(全世界)。

    說實在話，聖誕是全人類唯
一的希望。經上有云 「除祂以
外，別無拯救，因為天下人間
，無賜下別的名，可以靠著得
救」。(徒4:12)

    筆者於1988-1996年在美國紐
約「宣道會神學院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當舊約教
授。有一年教「舊約神學」時
，因為提到徒4:12，班上有兩位
基督徒的猶太人學生，立刻站
立提出質疑：Don’t tell us that 
we Jews also have to depend on 
Jesus to be saved。 Jesus was not 
even born in the Old Testament 
time! (譯成：別說我們猶太人也
要靠耶穌得救。在舊約時代，
耶穌根本還沒有出生。)筆者請
該兩位猶太學生看自己的聖經
， 自己慢慢讀徒4:12，故意加 
“Jews are exceptions”。他們說
，他們的聖經沒有 “猶太人除
外”那幾個字。筆者欣然回答
，自己的聖經也沒有那幾個字
。這說明古今中外，所有的世
人只有靠耶穌得救。舊約時代
，神教導百姓用獻祭方法除罪
，就像現代人暫時用信用卡付
賬，月底賬單來時，必須付錢
。等耶穌來世時，那真正替死
的羔羊，才替人贖罪，舊約獻
祭等敬拜儀式，只是預表(約
1:29;來10:5-12)。

    綜觀之，舊約時代的人，對
救恩是向前期待；現今的信徒
，藉著聖餐回首記念已成就的
救贖。

歷久常新的信息  吊詭性的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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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世上多有「冒牌貨」，
即假裝的東西 ─ 把「假的」裝
成「真的」來欺騙人。看起來
好像是真的，實際上是假的， 
所謂似是而非。「吊詭」恰恰
相反，某事某貨，看起來或提
起時，好像無聊，不可能或不
真實，經時間考驗，卻是千真
萬確的事實，可謂似非而是。
    大家所熟悉的「聖誕」，就
有這種吊詭性。筆者注意到，
路加福音2:8-14節有七重吊詭性
描述，傳達聖誕事實。以下逐
一解說。
 
(一)「榮光」出現於「夜間」

(路2:8-9)
    或說光明出現在黑暗。聖經
喜歡把黑暗/黑色代表負面意義
，光明或白色象徵正面意義。
例如，有人查考創世記1:1-2節
，產生疑問：神美好的創造，
怎應會是“地是空虛混沌，淵
面黑暗…”。原來希伯來文“
地是”可以譯作“地變成…”
。有解經家認為，這時因罪入
侵(賽14:12-16;結28:12-16)，帶來
全球性大毀滅，因此，地就變
成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罪惡
造成不良之景況。
    耶穌的降生，就如榮光出現
在黑暗。馬太福音有用過這樣
的描述─耶穌是在加利利開始
傳道，位於加利利的西布倫和
拿弗他利地，是昔日亞述國逼

猶太人與外邦人通婚所在地。
在猶太人心目中，那是國中最
污穢黑暗之地。先知以賽亞早
已預言說: 西布倫和拿弗他利將
要看見大光(太4:13-16;賽9:1-2)
。耶穌的到來，等於使光明進
入黑暗，使罪人得見希望。

(二)「喜訊」發生在「懼怕」
(路2:10)

    經文說到牧羊人「懼怕」，
那懼怕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心
裡準備，他們能看見及聽到天
上的天使向他們報喜訊。馬太
福音2:3卻告訴我們那「喜訊」
正是帶來真正的懼怕─大希律
王下命殺害兩歲以下的嬰孩，
因此，全城人不安。馬太引用
耶利米31:15來形容懼怕悲哀的
境情：「這應驗了先知耶利米
的話，說：在拉瑪聽見號咷大
哭的聲音，是拉結哭她兒女，
不肯受安慰…」(太2:17-18)。耶
利米所講的話有一個背景，當
時神的選民被擄到巴比倫，象
徵猶大國的拉結，為百姓被擄
失落而難過。
    整件事的吊詭性在於，「喜
訊」本該帶來歡樂，沒有想到
耶穌的「喜訊」，卻引來「懼
怕」。

(三)「亙古」實現於「忽然」
(路2:13)

    60多年前我還很年幼，我還

記得主日學老師討論大家好奇
的課題：到底在月球上有沒有
人？若有，耶穌需要去那裡作
拯救工作？經過現代人日以繼
夜，多年努力的研究，人可以
登月球。假定月球上真的有人
的話，當美國人Neil Armstrong
於1969年7月20日第一次登月球
時，月球上的人一定會感到很
突然─「忽然」。這怎麼會呢
？他們根本不曉得，這是人類
多年努力的結果。
    照樣，耶穌降世救人不是臨
時發生的歷史事件，而是神亙
古計劃的實現。以弗所書1:4明
說，神在創世以前，根據祂的
預知，祂要造的人(亞當、夏娃)
結果違背神而犯罪。神預定沒
有拋棄人，而選擇拯救人。祂
甚至預告拯救的方法─藉著耶
穌來完成(弗1:6)。
    這點的吊詭性在於，長遠的

「亙古」好像瞬間的「臨到」
─忽然。

(四)「尊榮」俯就成「卑微」
(路2:11-12)

    經文描述稱為「基督」的嬰
孩，要降生在馬糟裡。這種描
述很有吊詭性。希臘文的「基
督」等於希伯來文的「彌賽亞
」，字義為「受膏者」。根據
舊約聖經，三種人物要執行職
務前接受膏立 ：祭司(民3:3)；
先知(王上9:16)；君王(王上1:34)
。這三種人物都是尊貴者。
    馬糟算是卑賤之物，是動物
之用品，根本配不上尊貴者。
    耶穌是三位一體之第二位，
是神，祂與其他兩位同榮同尊
。祂降世成為人，是拋棄尊榮
，倒空自己(kenosis)，成為卑微
(腓2:6-7)。神學的解釋，耶穌並
沒有放棄祂的神性，而是自己
甘願「俯就」接受限制。比如
世界第一飛人Usain Bolt於2009
年，要參加二人一組綁腳賽跑
，他必須與第二或第三或更慢
的飛人成為一組，這一組賽跑
的成績，一定差過他單人跑的
速度。他為了要參加這種比賽
，就要「俯就」。

(五)「萬代」開始於「今天」
(路2:11)

這牽涉到意義的「長遠」，顯
露在「時刻」，或者說「無限
」進入「有限」。
要明白這一點，我們要思想耶
穌降世的目的和途徑。路2:11明
說耶穌降世要作救主─即實行
拯救。這帶來兩個必須條件：(
一)耶穌是神，神不會死，祂必
須變成人，才能替罪人代死。(
二)祂必須是無罪，否則沒有資
格代贖(參彼前3:18 ─義代替不
義)。神學上把罪分成兩種：原
罪，即與生俱來的罪；本罪，
活在世上時自己所犯的罪。

    為了滿足上述的「兩個條件
」，耶穌降世必須採用特別的
途徑：童女懷孕，道成肉身(賽
7:14;約1:14)。由男由女生出的
亞當之後裔，難免「承受」原
罪(羅5:12)。
    耶穌的降世是通過由女不由
男的途徑，成了不是「受命」
而是「授命」的第二個亞當(羅
5:14-15;林前15:45)。
    再者，耶穌是神百分之百變
成人。祂有人的性情，也像人
有犯罪的可能。他卻從來沒有
犯過罪(來4:15)。耶穌也曾公開
問要陷害祂的人挑戰說：你們
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至今
沒有人能回答(參約8:46)。

(六)「大事」應驗在「小城」
(路2:10)

    聖誕是普天同慶，劃時代
(BC/AD)的歷史事件。伯利恆是
微不足道的小城。「大事」發
生在「小城」，大家不覺得奇
怪嗎？(路2:10;太2:5-6)但這是彌
迦先知早有預言的事(彌5:2)。
    前幾年，筆者到中國福建省
福清縣，有牧師傳道人帶我去
參觀宋尚節博士之故居。到達
目的地時，簡直不信親眼目睹
之景─故居變成垃圾堆廢址。
自己情不自禁，慨嘆不止。
    宋尚節不單是基督教的一位
屬靈偉人，他配成為中國人引
以為榮的佼佼者。1960年代，
自己在香港讀神學時，曾聽過
美國一位教授說：「我在美國
大學讀書時，幾乎每個人都知
道中國學者有兩位：一位是在
哈佛大學任教的林語堂博士；
另一位就是宋尚節。」
    一代偉人的下場，竟然是如
此的荒涼！我們也需要記得，
耶穌第一次降世為人，卑微到
“取了奴僕的形象”(腓2:7)。

(七)「上天」大恩澤「下地」
(路2:14)

    「至高之地」指天上，「平
安」是大禮物降下於「地上 」
，即賜給世人。筆者至今仍在
G.T.C. = Grace to Chinese恩霖中
華事奉。從聖誕的信息中，筆
者學習到“心胸”要擴大。
GTC中的C，應該理解為Cosmos 
(全世界)。

    說實在話，聖誕是全人類唯
一的希望。經上有云 「除祂以
外，別無拯救，因為天下人間
，無賜下別的名，可以靠著得
救」。(徒4:12)

    筆者於1988-1996年在美國紐
約「宣道會神學院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當舊約教
授。有一年教「舊約神學」時
，因為提到徒4:12，班上有兩位
基督徒的猶太人學生，立刻站
立提出質疑：Don’t tell us that 
we Jews also have to depend on 
Jesus to be saved。 Jesus was not 
even born in the Old Testament 
time! (譯成：別說我們猶太人也
要靠耶穌得救。在舊約時代，
耶穌根本還沒有出生。)筆者請
該兩位猶太學生看自己的聖經
， 自己慢慢讀徒4:12，故意加 
“Jews are exceptions”。他們說
，他們的聖經沒有 “猶太人除
外”那幾個字。筆者欣然回答
，自己的聖經也沒有那幾個字
。這說明古今中外，所有的世
人只有靠耶穌得救。舊約時代
，神教導百姓用獻祭方法除罪
，就像現代人暫時用信用卡付
賬，月底賬單來時，必須付錢
。等耶穌來世時，那真正替死
的羔羊，才替人贖罪，舊約獻
祭等敬拜儀式，只是預表(約
1:29;來10:5-12)。

    綜觀之，舊約時代的人，對
救恩是向前期待；現今的信徒
，藉著聖餐回首記念已成就的
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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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動 態

    近兩年多的Covid-19疫情不僅
給人們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有
負面衝擊，也對教會各項正常
的活動造成影響，給傳福音，
關懷探訪，分享聚會都帶來不
便，顯然敵基督勢力樂見，這
疫情會變成對人類的咒詛。但
敬畏神的人，卻能在聖靈的引
領下，憑著禱告，抓住神的應
許，明白神愛世人的心意，因
為他們相信”我們的神使那咒

詛變為祝福 (尼13:2 )。”從不
利中尋找有利，在危機中看到
契機，教會信徒生活中的讀經
運動，參與度普遍比疫情前有
所提高。
    因此，如下兩點應引起同工
們的努力：
    第一，結合每個人不同的讀
經計劃，可能是通讀，閱讀，
選讀或研讀上的不同，引導大
家從宏觀整全的視角對舊約和
新約的關係，對各卷書的主題
，對中心章的上下文串解，對
重點金句的上下段意，有準確

理解和連貫
的解經。
    第二，推
動漸進式，
復加式的讀
經，堅持不
懈，有恆心
有耐力的彼
此幫助，分
享，積少成
多，收穫從經文而來的教導，
應用於實際生活和靈命成長。
使弟兄姊妹向提高讀經的質量
和力度的方向努力。

    

    自從2020年疫情爆發至今已
兩年，疫苗推出和變種病毒減

弱下，大家從驚恐變為接受了
，與病毒共存。當各國封城，
教會不能開門，大家想出很多
方法來，才發現網絡世界已發
展得很方便，信徒一下就能轉
到網上聚會。 
    網上有很多機構、神學院都
提供不少免費講座、神學課程
、心靈關顧、傳福音訓練。禁
足禁不了肢體們愛主的心，他
們更熱心學習，之前要做生意
不能抽空來的肢體，都能輕而
易舉地打開手機一起敬拜，頓
時間人齊了。

    肢體們聽到親友在病困中也
加緊了關心，教會的代禱事項
，比前多了很多病患的，我們
都一起經歷到神醫治，使我們
信心更堅固。 學習了個人佈道
後，肢體活學活用，帶領家人
信主。 教會的WhatsApp和
WeChat群就成為我們互相支持
關懷的地方，疫情中一句問候
來得很自然。 
    哥羅西書 1:28  我們傳揚他，
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
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疫情與讀經
洪濱 傳道

疫情與關懷
 何建華牧師及師母

    1. 雖然疫情變種Delta，之後是Omicron相繼產
生。蒙   神施恩，讓鄭貽富院長及師母於2021年
聖誕節前，成功開車到美國之紐約。一來可以應
邀到威郡華人宣道會於12月19日聖誕主日負責講
道。(按：聚會後有會友要求，把該篇講道刊登發
表。本期第一、二頁就是當日講道的內容)。二來
可以探望住在紐約正在懷孕的女兒。照預計今年
四月底，孫兒將要出生，屆時倆位將首次提升為
外祖父母。願    神保守祝福這喜事。

    2. 由於學院事務、教會事工，以及自己家庭的

需要，副院長吳必能牧師把教牧博士課程的學習
耽擱下來。一轉眼就五六年了。最近吳牧師決心
繼續他的學業。願  神恩待，使吳牧師能如願，
於今年年底完成。

    3. 感謝主，帶領學院的儲備同工，完成訓練回
院幫忙。呂偉青牧師一家已於2021年下半年回到
巴拿馬。王琨璞傳道在今年內可讀完道學碩士學
位，且開始部分時間「上征」，投入院務。

    4. 面對工場需要，學院校外課程負責人呂偉青
牧師，已作好計劃，在巴拿馬要大力推行「信徒
實用神學課程」。時機成熟，又蒙  神開路， 校
外課程準備推廣到加勒比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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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傳福音很難！？ 正因
有難處，就更加要靠神，此時

人們更需要福音。提後4:2上: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將神的話語和心意
傳給人，任何光景下都要傳，
將人帶到耶穌前，在基督裡有

出路！
    在疫情中人會掛慮健康
和經濟，我們以為人在此
境況會心煩不願聽福音。 
事實卻相反，疫情中心靈
需要很大，很多擔心，因
缺乏人際交往，感到更孤
單，這正是人需要福音的
時候，危機成契機，人無
助時是需要福音和信仰的
機會。
    疫情中適切的個人佈道

先從關心對方、問候和陪伴開
始，建立愛與關懷，瞭解對方
心靈需要就為福音開了門，尋
求聖靈在其中引導。
    關懷病困者時可告知他神愛
他，我們也愛他，不用懼怕，
家人也相伴在則，有不適就呼
求主耶穌，祂是我們唯一的倚
靠，祂必保守帶領我們。
    人都很軟弱，別人或社會也
幫不了，只有依靠那賜厚恩大
能力的神，祂是坐著為王掌管
萬有的上帝，祂拯救我們，是
我們出路。契機是每一個信徒
把握傳福音的機會，為主作見
證。

 

    感謝神，再有機會與各牧者
及學長們分享神的恩典，不知
不覺世界的疫情已經進入第三
年，但從疫情數據分析，今年
病毒問題有可能被解決，無論
真或假，日後的日子，神都會
與各人同在。
    過往二年，我們皆因教會所
有聚會都是在網絡上進行，我
們早上七點就開始小組早禱會
、禮拜日的中文與法語的少年
崇拜、成人主日學、少年主日
學、兒童主日學、團契、訓練
、網上探訪與關懷事工等等，
特別上年的兒童假期聖經班、
聖誕節慶祝會與夫婦營等大型

聚會都是在網絡上進行。
    網絡聚會對教會的好處有多
方面，例如我們主日崇拜是與
多明尼加宣道會聯合， 參加者
有法國、中國、加拿大等地信
徒， 人數是多了， 這是量多，
但質方面很難評估，因崇拜中
沒有開鏡頭的，肢體是否專心
敬拜我們真不知道。其次好處
是多了聚會，但對牧者來說，
事奉比實體時多了很多，是神
的恩典，但也令牧者們吃力一
些，以前在我們暫時離開工場
時， 可以交下事工給同工們， 
現在世界網絡通， 他們會覺得
傳道人也可以繼續負責，雖然
辛苦但也很開心的。
    整體來說， 從早禱會編排各
弟兄姊妹輪流分享中，得知大

家在主裏有成長，非常感恩，
他們對建堂的事工仍很有信心
和忠心， 看見我們一邊建堂， 
一邊有訓練， 希望當教堂建好
時，就有一班成熟的工人被神
使用。

疫情與佈道                                 
 呂偉青牧師

疫情與網課  
李惠祥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