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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德爾在他的「彌賽亞」聖樂曲

裏，用美妙、莊嚴的樂章向全世界宣告

了彌賽亞的來臨。他在高潮中用合唱的

歌聲再次宣告以賽亞當年的預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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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

的君……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

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

直到永遠。」（賽9: 6-7）是的，今天生活
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在慶祝聖誕節時，

一定不要忘記聖經對耶穌基督誕生的預

言，神早在西元前七百年左右，已藉先

知以賽亞宣告出來了！

聖誕節是為慶祝耶穌的誕生設立

的。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會慶祝

它，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彌賽亞來

臨的意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彌賽

亞就是基督，是救世主的意思。

彌賽亞為何降臨人間？這事實與神

賜給人類救世主有關。神用超自然的方

李定武／著

式使衪進入人間，耶穌基督從天而降，

親身參與人類的歷史。藉著衪的誕生，

西元才有前後之分。這是人類史上一件

宇宙性、與每個人都有關，最重要、最具深

刻意義的事件。簡言之，耶穌的誕生乃

是神的故事，說明：全權之神因祂的慈

愛、信實，賜彌賽亞作人類的救贖主。

彌賽亞的來臨對你我又有什麼意義

呢？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思想：

壹、彌賽亞的降世成就了神的計劃

─神是救贖的神

創造宇宙的神也是救贖的神，為了

愛祂所造的人類，祂不惜差遣聖子耶穌

道成肉身，成為人的救贖。以賽亞書9章
6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
賜給我們……」。聖經又說：「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3: 16）
以上這兩節經文都包含了一個動

詞：「賜給」。神為何要將祂的愛子「賜

給」我們呢？

一、使神救贖計劃得以實現

首先神藉著愛子的「賜給」來實現

對人類的救贖計劃。神將衪的兒子耶穌

賜給我們成為救贖，遮蓋因亞當的墮落

所帶給人類罪惡的本性。神這個計劃的

實現帶出幾方面的信息：

第一，神要賜給人類一份最大的禮

物。這禮物已藉著聖誕故事的中心表明

出來：「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這嬰

孩就是彌賽亞，救世主耶穌。耶穌是人

類的救星，人生的盼望，這是大喜的信

息！

記得40年前，我們夫婦在紐約市讀
書。每逢聖誕節，教會與團契就會聯合

組織一項頗有意義且有趣的活動—

「報佳音」，由團契成員分別組隊去不

同的醫院報佳音。記得當時我們的詩班

是個雜牌軍，有的唱得很棒，有的五音

不全！當年還在茱麗葉音樂學院就讀的

林望傑一來，看了直搖頭，就自動前來

但那受過痛苦的必不再見幽暗。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

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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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以賽亞書9章1-7節



第一，「奇妙策士」指神蹟的執行

者；第二，「全能的神」指神聖大能的

戰士，全能的保護者；第三，「永在的

父」指長久的供應者與保護者；古代的

近東，統治者常被描寫成其子民之父，

成為供應者與保護者（賽22: 21），但他
們卻不是「長久的父」；第四，「和平

的君」表示合一與福樂。

從以上以賽亞書9章論及有關形容
彌賽亞的詞句及名稱，我們可以看出這

位將要來者的資格與能力。另外，我們

也可以從全本聖經的中心經句來肯定衪

的特殊性及權威性。由排列的位置來計

算，全本聖經的中心經節是在詩篇118篇
8-9節，「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人。投
靠耶和華，強似倚賴王子。」人無力自

救，而彌賽亞的來臨是神救贖計劃的實

現：神賜給全人類彌賽亞耶穌作為救贖

主，帶給人永遠的平安。我們需要趁早

投靠神，接受耶穌為救主！

彌賽亞的來臨是出自神的計劃，衪

要救贖人類；不但如此，衪也是歷史的

神，彌賽亞的來臨證實衪的全權！

貳、彌賽亞的降世彰顯了神的全權

─祂是歷史的神

以賽亞書9章1-2節提到：「但那受過
痛苦的必不再見幽暗。從前神使西布倫

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視，末後卻使這沿

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得著榮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

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

耀他們。」神如何在歷史中彰顯祂的全

權呢？

一、本著神的全權，神使黑暗中的人得

見光明

以賽亞書9章1-2節中包含了幾個對比
較律（第一，二）及相對律（第三，四）：

* 幽暗（賽9: 1）/黑暗（賽9: 2）
* 大光（賽9: 2上）/光（賽9: 2下）
* 從前（賽9: 1上）/末後（賽9: 1下）
* 神使（賽9: 1上）/卻使（賽9: 1下）
彌賽亞故事的背景指出世人正生活

在黑暗中。我們可以用「三問讀經法」

（註1）找出以賽亞書9章1-7節的中心思
想：

第一問：人的景況是什麼？我們得

知人在黑暗中犯罪，背叛神。保羅在羅

馬書開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人的問

題：「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

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

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羅1: 21）
第二問：神和衪的作為是什麼？由

經文中我們得知主是大光—耶穌與衪

賜的救恩成為「外邦人的光」（賽42: 6； 
49: 6）。主耶穌自己也說：「我是世界的
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

得著生命的光。」（約8: 12）
早在創世之前，全權的神已定意用

衪的大光使願信靠衪的人得在光中行

走，得著生命，而彌賽亞的來臨使神在

永恆中所定的救贖計劃得以實現。

二、本著神的全權，神藉光明之子作祂

的見證

第三問：神對人的旨意是什麼？以

賽亞書指出，神的旨意不但是要人相信

並接受耶穌基督是彌賽亞，且要操練過

一個榮神益人的生活。

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榮神益

人的生活呢？

以賽亞書9章2節的「大光」指的是
彌賽亞耶穌和衪賜的救恩。主耶穌也

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太5: 14），身
為世上的光，我們有兩個責任：

第一、自己在光明中行，如主對祂

兒女的要求：「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

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約一1: 7）第
二、我們應成為神的見證。藉著在光明

中行，活出主的見證，好影響更多的人

歸向祂。

換言之：首先，藉著過與世人不同

的生活方式，使光照耀住在死蔭之地的

人。聖經對神兒女生活所定的基本原

則，就是「當與神同工來拯救這個因罪

將要滅亡的世界。」（註2）我們是「鹽」、 
是「光」（太5: 13-14）。神要我們在自己
生活的環境中有影響力，實踐主耶穌給

我們的大使命（太28: 18-20），參與普世
宣教的事工。因為主是世界的光（約8: 
12），跟從祂的也是「世界的光」（太5: 
14），願為主作「光」者，才能成為耶
穌基督的見證（徒1: 8）。
其次，學會操練過一個順服祂的生

活，成為主的見證。

我們的責任就是跟隨基督，靠祂的

恩典實踐大使命。

彌賽亞降世的目的是要使黑暗中的

人得見光，這是全權之神給我們的使

命。耶穌基督的到來出自神的計劃，衪

是救贖的神；不僅如此，衪的來臨證實

幫忙，而我們這些雜牌詩班也在他的指

揮下，變得有模有樣起來！到了病房，

詩班先唱一些聖誕節的詩歌，然後讀經

文，並由不知天高地厚的幾位弟兄輪流

短講！我們所讀的經文就是：「不要懼

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

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

救主，就是主基督。」（路2: 10-11）五分
鐘短講後，大家就分別訪問各個病床，

並贈送小禮物，同時為病人禱告。這個

報佳音的活動，給我們心中帶來極大的

喜樂。回想起來，這些活動也成為我日

後牧會的幫助，實在是人生服事過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項訓練。

很可惜，隨著時代的快速改變，如

今教會「報佳音」的活動已慢慢消失。

更遺撼的是反被每年十月底的「萬聖鬼

節」所取代。每到鬼節父母親領著兒女

逐家向鄰舍要糖果的習俗，愈發興旺。

今年的「萬聖節」，據美國商業報導，

雖然經濟蕭條，但糖果業的銷售總量卻

打破歷年的紀錄，高達十億美金，真是

難以想像！此「鬼風」也漸漸吹往第三

世界，願神赦免美國在這方面的影響

力，也願我們基督徒不要在這件事上推

波助瀾。

第二、人人都需要耶穌。世人都落

在黑暗、重軛、痛苦及罪惡中，惟有接

受神賜的這份最大的禮物，也就是接受

彌賽亞耶穌為救主，生命才有可能更

新。有一首聖詩：「人們需要主」將人

的這種景況描寫的很真實：副歌5次提到
「人們需要主」；2次給出呼召，「夢想
幻滅到盡頭，衪就是出路」及「我們何

時醒覺。」

二、為世人帶來所需要的平安

以賽亞書9章6-7節，從其詞句及所用
的名稱兩方面來看，都顯出這位將要來

的彌賽亞之特殊性及權威性，惟有祂能

賜信衪的人永遠的平安。

這裏提到5個詞句：「永在」（賽9: 6）； 
「無窮」（賽9: 7上）；「永遠」（賽9: 7
下）；「和平」（賽9: 6）；「平安」（賽9: 
7上），由這些用詞可看出，神藉彌賽亞
所帶來的平安或和平是永遠的，賜我們

永遠的平安正是神救贖計劃的一部分！

其次，這段經文中用來指彌賽亞的

名字共有四個（賽9: 6），這四個名字都
顯出彌賽亞的實質，每個名字都包含兩

個部分：



〈尋刊啟事完結篇〉

謝謝幾位慷慨的讀者，讓我們再度擁有以下兩期的更新月刊：

�第一卷第四期 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個復活節”

�第五卷第二期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約書亞的榜樣”

那種失而復得的快樂，令我們進一步體會到浪子老父的心情！另一方面，更令我們感動

的是，天下竟然還有讀者收集34年前初出茅廬的我所編的更新月刊！（現在看起來實在

有點粗製濫造！）謝謝大家的支持。
更新月刊老編

了神的全權，衪是歷史的神；最後，讓

我們來看衪也是慈愛的神，滿有憐憫。

參、彌賽亞的降世彰顯了神的憐憫

─祂是慈愛的神

以賽亞書9章3-4節：「你使這國民繁
多，加增他們的喜樂；他們在你面前歡

喜，好像收割的歡喜，像人分擄物那樣

的快樂。因為他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

的杖，並欺壓他們人的棍，你都已經折

斷，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樣。」彌賽亞

的降世將神的慈愛與信實表明了出來：

一、彌賽亞的來臨表明神的憐憫──祂

折斷人背的重軛

1、彌賽亞的來臨是出於神的憐憫。

神要「折斷」人的重擔，就像祂過

去在以色列歷史中的作為，使人除下擔

子，進入喜樂的光景。又如使徒所說：

「他曾照自已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

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 
的盼望。」（彼前1: 3）恩主因祂的慈愛
（hesed，音譯：哈塞德，註3），有了憐
憫的恩惠行動，使我們人類得到脫離困

境的盼望。

2、彌賽亞的來臨為人類帶來盼望。

以賽亞書9章4節中的「因為」一
詞，指出我們盼望的原因。那時以色列

肩擔亞述軍隊的「重軛、杖及棍」，而

以賽亞在此預言神要擊潰亞述，並除去

他們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軛。這預言果

真在主前七○一年應驗。因此神要信耶

穌的人也有活潑的盼望。

但今日活在黑暗中的人仍然可以對

神有盼望嗎？是的！「因為」神永不改

變，所以我們可以有盼望。

神過去曾拯救祂的子民，祂以後仍

會繼續拯救（賽9: 4-5）。這不僅因為衪
是「永在的父」，祂也是「奇妙策士」，

祂的「謀略奇妙」，祂是君王（彌4: 9），
衪定奪裁決、執行計劃。

其次，神會藉彌賽亞帶來永遠的平

安（賽9: 6-7）。因為衪是「全能的神」， 
是有神聖大能的戰士；又是「和平的

君」，衪的治理將為個人、給社會，帶

來合一與福樂。

二、彌賽亞的救贖全靠神的方法

以賽亞書9章4節下：「你都已經折
斷，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樣。」神的救

贖與世人想像的不同：

1、神成就救贖未必照人的方法。

以賽亞引用歷史上神奇妙的作為：

神用基甸的三百人挫敗米甸的大軍， 
解除了他們對以色列人的轄制（士7: 22- 
25）。神的方法常是世人所無法理解的。
2、神成就救贖只藉彌賽亞一人。

以賽亞書9章6-7節：「因有一嬰孩
為我們而生……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

上……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這裏讓我們看到這「嬰孩」的統治。

箴士．布易士，前美國費城第十長

老教會的牧師曾寫過一篇文章，「衪為

何選擇用嬰孩的方式降臨人間？」（註

4）他給了一個極好的回答，他說：第
一、神常把自己放在易受傷的位置上；

第二、神是謙和溫柔的；第三、神是容

易親近的。

這一位願意把自已放在人手中，忍

受人責難的神，竟選擇用嬰孩的方式降

臨人間，願意把自己放在世人手中，忍

受人的憎恨，甚至最後任憑人送祂上十

字架，置衪於死地。這就是以賽亞所介

紹的那一位耶穌基督：「在日期滿足的

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

同歸於一」（弗1: 10）。
神賜給人類彌賽亞耶穌，祂要攻破

黑暗的權勢；衪的政權建立在神的奇

妙、大能、大愛和平安上；使相信衪的

人經歷救贖的平安。「因為惟有這樣，

馬丁路德的理想—這位出身卑微的嬰

孩將是全世界人的喜樂—才能真正的

在人世間實現！」（註4）
彌賽亞的來臨是出自神的計劃，證

實了神的全權，同時也表明了神的憐

憫。衪是一位救贖人類、掌握歷史、也

是慈愛的神。

主前七百年時先知以賽亞不但預言

救世主的來臨，而且宣告了彌賽亞來臨

的意義：彌賽亞來是出自神的計劃，為

要彰顯神的全權，是出於神的憐憫。神

的這個故事是「關乎萬民的」，但它也

是要求每個人私自作個別的回應—接

受這彌賽亞作救主。我們若不作決定就

等於拒絕了救世主，也等於拒絕神的救

贖計劃，不接受衪的慈愛，不理會這位

全權的神。

彌賽亞的來臨是人類惟一的盼望。

祂已經來了，並在十字架上為蒙神揀選

的人成就了救贖。不僅如此，祂還要再

來。祂曾說過：「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

地方去……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

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約

14: 2下- 3）祂再來是為了接我們去享受
天堂的喜樂，同時祂又是以審判者的身

分前來，將那些拒絕祂的人，送去永遠

與祂隔離的地方，也就是地獄。

願這個聖誕節彌賽亞的來臨成為你

我生命的轉捩點，讓彌賽亞耶穌替我們

攻破阻擋我們信祂的黑暗權勢。不讓你

我的婚姻、家庭的破碎、罪惡的捆綁、

工作的壓力等阻攔我們接受回應神的救

贖、全權與慈愛。也願意讓彌賽亞的來

臨成為我們人生的盼望與喜樂！ 

（本文收於〈更新講台〉錄音A111-2-A，
論天堂，第2卷，歡迎選購收聽，www.
crm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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