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个圣诞节（四）



光明驱除⿊暗 slides 81-82

• 圣诞节的庆祝主题是光明在⿊暗中照耀。 
• 耶稣诞⽣于最⿊暗的境况中——冬⾄时分的⼀个深
夜。是神圣的、具象征意义的时刻。 

•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耶稣诞⽣的确切时⽇。12⽉25⽇
为圣诞节，只是在公元300年中叶才定的。在罗⻢帝
国时期，罗⻢⽇历中12⽉25⽇是 “birthday of the 
unconquered Sun”不可征服的太阳之⽣⽇。 

• Sun--Son⼀位罗⻢主教决定了这个。



光————⼀个象征

• ⿊暗中难以看⻅——盲者和极有限的视野 

• ⿊暗中容易迷失——蹒跚、看不清脚下的路 

• ⿊暗中感到恐惧——不知道周围有什么可能发⽣：
恶神、危险等 

但是光驱除⼀切，帮助我们看⻅，并找到我们的⽅
向，恶神和恐惧也随之消失



旧约中的“光”

创1:3-5 ：天主创造了光，这光，不同于天主第四天创造的太阳、
⽉亮和星星(创1:14-19)。 

创15:12、17 ：亚巴郎。“太阳快要⻄落时，亚巴郎昏沉地睡去，忽
觉阴森万分，遂害怕起来。” 

出13:21：“上主在他们前⾯⾏⾛，⽩天在云柱⾥给他们领路，夜间
在⽕柱⾥光照他们，为叫他们⽩天⿊夜都能⾛路。” 

咏119:105：“你的⾔语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



旧约中的“光”

咏130:5-6：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我灵等候我主，切
于更夫的待旦，---- 将临期有的⼼情 

依9:1 - 在⿊暗中⾏⾛的百姓看⻅了⼀道皓光，光辉已射在那寄居在
漆⿊之地的⼈们身上。 (指理想君王的诞⽣，参阅依9:6-7) 

依60:2-3- 看啊!⿊暗笼罩着⼤地，阴云遮蔽着万⺠；但上主却照耀
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万⺠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
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许诺———得前5:4-5



新约中的“光”Slides 87-88

扫路皈依的故事聚焦于从上⽽下的光 (宗9:3、18，22:6，26:12-18)； 

因为今世的神已蒙蔽了这些不信者的⼼意，免得他们看⻅基督──天主
的肖像──光荣福⾳的光明。（格后4:4）——耶稣就是这光的福
⾳。 

"因为那吩咐『光从⿊暗中照耀』的天主，曾经照耀在我们⼼中，为使
我们以那在【耶稣】基督的⾯貌上，所闪耀的天主的光荣的知识，
来光照别⼈。(格后 4:6). 

创世之初，天主创造光，消除了笼罩世界的⿊暗。现在，他在我们内
创注⼊（创造）光，消除笼罩我们⽣活的⿊暗。天主的光荣是光芒
四射，是天主本身的临在。



新约中的“光”Slides 89

若1:4-5 -在他（耶稣）内有⽣命，这⽣命是⼈的光。光在
⿊暗中照耀，⿊暗决不能胜过他（耶稣）。 

若1:9 - 那普照每⼈的真光，正在进⼊这世界。 

若 8:12 - 耶稣⼜向众⼈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
决不在⿊暗中⾏⾛，必有⽣命的光。」 

若9:5 - 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



新约中的“光”Slides 90-91

   《默示录》描述 “新耶路撒冷” (默21:1-22:5) ，从天上降到地
上。那城被描绘为： 

"那城也不需要太阳和⽉亮光照，因为有天主的光荣照耀她；羔
⽺就是她的明灯。万⺠都要在她的光⾏⾛，世上的君王也要
把⾃⼰的光荣带到她内。她的⻔⽩⽇总不关闭，因为那⾥已
没有⿊夜" (默21:23-25)。 

也不再有⿊夜了，他们不需要灯光，也不需要⽇光，因为上主
天主要光照他们；他们必要为王，⾄于⽆穷之世(默22:5)。 

那是⼀座拥有⽆限光明的城，这光就是天主、耶稣，是天⽗与
圣⼦的光辉临在。



新约中的“光”Slides 92

在玛2:1-12，那颗星将贤⼠们引向光明——耶稣。⿊落德象征⿊
暗 。在路加福⾳中，匝加利亚咏唱： 

"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 ，使旭⽇由⾼天向我们照耀，为光照
那坐在⿊暗和死影中的⼈，并引我们的脚步，⾛向和平的道
路。 (路1:78-79) 

这⾥的“旭⽇……照耀”指耶稣的诞⽣。有关耶稣的福⾳将带给所
有⽣活在⿊暗和死亡阴影中的⼈们亮光 ，并引领他们⾛上和
平的道路。



新约中的“光”Slides 93

  ⻄默盎也赞颂“光”："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平安去
了!因为我亲眼看⻅了你的救援，即你在万⺠之前早准备好
的：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列的荣耀。". (Lk 2:29-
32)  

万⺠之光——万⺠处于⿊暗中, 需要看到亮光，福⾳就是有关唯
⼀真天主，他的圣⼦，耶稣基督。 

以⾊列的荣耀：以⾊列知道这光，但是他们需要这光照耀他们
中间。“天主的光荣” 意即 “天主光照、照耀”。 



新约中的“光”Slides 94

路2:8-14 中，牧⽺⼈看到天使们：夜晚、上主的⼀个天使—— 
上主的光耀环绕着他们。苍穹闪耀着天主的荣耀。 

是什么带来这样的荣耀? 是有关救世主、上主、默⻄亚的好消
息，有关耶稣的福⾳。 

这福⾳传给牧⽺⼈——卑微的⼈ (Lk 1:52-53) ，表明路加意在指
出，福⾳⾸先要传给贫穷者(Lk 4:18). 



另⼀个圣诞故事（默12章）95-96

这⾥，⼀个临盆妇⼈和⼀条⼤⻰——企图毁灭婴⼉的野兽，好像玛
窦福⾳中的⿊落德。 

这位妇⼈是宣讲福⾳的教会和玛利亚，婴⼉就是耶稣，这条⼤⻰指
罗⻢, 建在七座⼭上的城，对地上的诸王握有王权的⼤城 (默
17:9, 18)。 

默13:18，那兽的象征数字- 666，指迫害基督徒的尼禄皇帝（在位
时间为54-69年）。 

故事中的象征意义很明确。皇帝想杀掉婴⼉。所以，杀死了很多信
者，并竭⼒阻⽌福⾳的传播。他与属于这个妇⼥，即教会的⼈
们作战。“那条⻰便对那⼥⼈⼤发忿怒，遂去与她其余的後裔，
即那些遵⾏天主的诫命，且为耶稣作证的⼈交战 ”(Rev 12:17).



圣经中的象征97-98

⿊暗——光 

出⾕——回归 

暴⼒——和平 

束缚——释放 

不正义——正义 

假象——真理 

死亡——⽣命 

我们可以将这些应⽤到我们的⽣活中，我们团体、社会和
⺠族的情况中。每个⼈该问⾃⼰：“我在哪⾥？我在什
么样的境况中？左边还是右边？”



耶稣——先知们预⾔的圆满实现99-100

圣经的主题是天主的许诺和其实现。 

托拉（法律），梅瑟五书谈论了两个许诺和它们的实现： 
1，赐予后裔(创15:3-5)； 

2，⼟地 (创15:7)——福地 

《申命纪》结尾处，看到⼈⺠进⼊预许的福地。 
  梅瑟由摩阿布旷野上了乃波⼭，上到耶⾥哥对⾯的丕斯加峰，上主就
将全地指给他看：即由基肋阿得直到丹，纳斐塔⾥和厄弗辣因及默
纳协全地，直达⻄海的犹⼤全境，乃⾰布和棕榈城的耶⾥哥⼭⾕盆
地，直到左哈尔。上主对他说：「这就是我对亚巴郎、依撒格和雅
各伯誓许说我要给你後裔的⼟地。我让你亲眼看⻅，但你不能过
去。」(申34:1-4)



耶稣——先知们预⾔的圆满实现101-102

先知书谈论有关正义与和平的理想国王的许诺 (依11:1-9)。这个许
诺在耶稣身上实现了。 

玛窦经常⽤这句话 “这就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 
玛1:22-23——依7:10-16 - 厄玛奴⽿ 
玛2:5-6——⽶5:2,4-5 - 耶稣为理想的统治者 (也看 撒下 5:2); 
玛2:15——欧11:1-4 - 耶稣——天主照料的象征 
玛2:17-18 ——耶31:15 - 为了在公元前586年巴⽐伦⼈毁灭了耶
路撒冷和圣殿，⺠族和⼈⺠的灾难⽽哭泣。 

玛2:23 - 在旧约中找不到这样的章节 
这些章节帮助玛窦坚固⾃⼰对耶稣的信德。



耶稣——先知们预⾔的圆满实现103

在撒上 2:4-8（撒幕尔的⺟亲）和 路 1:46-55中玛利亚的赞歌之
间有很清楚的联系 

壮⼠的⼸已被折断，衰弱者反⽽⼒量倍增。曾享饱饫的，今佣⼯
求⻝；曾受饥饿的，今⽆须劳役；不妊的⽣了七⼦，多产者反
⽽⽣育停顿。 (撒上 2:4-5).  

上主使⼈穷，也使⼈富；贬抑⼈，也举扬⼈；上主由尘埃中提拔
卑贱者，从粪⼟中⾼举贫穷者，使他与王侯同席，承受光荣座
位；⼤地的⽀柱原属上主，⽀柱上奠定了世界。 (撒上 2:7-8).



耶稣——先知们预⾔的圆满实现104

⼀个不同的世界将来临，⼀种改变将借着耶稣基督和祂的福⾳要发
⽣。⻄默盎和很多以⺠都宣告了 (路 2:28-32) 这⼀切要在耶稣
内实现。 

耶稣启示并降来⼈间，具体化了天主的仁慈和天主对这个不同世界
的激情。 

摆脱⿊落德和凯撒的掌控；  

摆脱任何⼀个王权的统治； 

即有关来统治整个世界的天主，是天主的国。



圣诞节和喜乐105-106
当⼀个⼈相信耶稣就是⿊暗中的光明，是天主许诺的实现，是给世界
带来救恩、正义与和平的达味式理想君王时，我们只有欢欣踊跃，
满 喜乐！ 

   路2:10, 13-14 和他的三⾸赞歌彰显了这种喜乐。天使告诉他们： “不
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个为全⺠族的⼤喜讯” (Lk 2:10)。 

⻄默盎祝福了他们，并告诉玛利亚, “看，这孩⼦已被⽴定，为使以⾊
列中许多⼈跌倒和复起，并成为反对的记号──⾄于你，要有⼀把利
剑刺透你的⼼灵──为叫许多⼈⼼中的思念显露出来。” (路 2:34-35) 

然⽽，总是有⼈想破坏这份喜乐，⽐如⿊落德（玛 2）。



圣诞节和将临期107

• 虽然耶稣很久以前已经诞⽣了，但圣诞节是有关主耶稣在
今天的来临。四个星期的将临期重新感受以⾊列⺠的希望
和渴求。  

• 将临期的⽬的是将过去的带到现在。



圣诞节和将临期108-109
将临期四个主⽇的圣经都有先知依撒意亚的话，是有关渴求或希望，以及天主将赐下新
世界的许诺。 

• 依 11:1-10 ——理想的国王和理想的世界 
• 依 2:1-5——和平的世界 
• 依7:10-16—— 厄玛奴⽿-天主与我们同在 
• 依40:1-11 、依35:1-10 ——由充军之地返回 
• 依61:1-4、8-11——默⻄亚的使命、任务 
• 依64:1-9 ——哦，来⾃天上 
福⾳中： 
• 玛3:1-12; ⾕1:1-8; 路3:1-6 - 主题相同，焦点在于若翰 “预备” 上主的道
路。 

• 玛11:2-11——答复若翰和我们的 疑，（来⾃依35:5-6）。耶稣满全了
依撒意亚，若翰和我们的期望。



圣诞节和将临期110

• 最后⼀个主⽇聚焦于玛利亚:  

• 玛1:18-25 - Emmanuel; 路 1:26-38 - 拉丁⽂Fiat
（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 Lk 1:39-55 -两位⼥性为天主在她们⽣命中的恩宠
作证，玛利亚以喜乐的歌声赞美上主。 

• 为玛利亚, 她的希望—— 孕——新⽣命——新世
界等待降临.



将临期和悔改的准备 111-112

• 悔改意味着改变、更新，始终归根于“回到天主那⾥”，是从充
军之地回到天主临在的地⽅。 

• “上主的路” 是回归之路。 
• 我们被召，去舍去此世的“主”，回归天主；离开我们每⼈的充
军之地、分离之地、外乡地域，等等。创11:31 

希腊⽂的 “悔改” 意思是 “超越你的思维、思想”，进⼊信德思维
模式、思想体系, 观看实物的新途径。 

举例: 
• 玛2:1-12 的贤⼠——从另⼀条路返回⾃⼰的地⽅ (玛 2:12); 
• 路2:8-20 的牧⽺⼈—— 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 (路 2:20)



圣诞节和我们

•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是谁?贤⼠、牧⼈、⿊落德、司祭? 

• 我们是⼥⼈的⼦⼥，还是⼤⻰的追随者 (默 12)? 

• 我们愿意和玛利亚⼀起 说 “Fiat” （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接受天主
恩赐新世界计划内的我们的⻆⾊？



圣诞故事和未来——结语

• 战争、暴⼒、不正义、压迫还在继续 

• 我们被召，参与将世界转变成为天主的国的⾏动中 

• 耶稣就是通向不同⽣命和光明未来的道路。



圣诞故事和未来——结语

• 我们被召，在这个充满⿊暗和死亡阴影的世界上成为圣
诞基督徒。 

• 我们知道，⿊暗和死亡不会是终结，终结属于光明和⽣
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