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同在
 降临节反思



降临节的力量

降临节是教堂圣事中至关重要的一
个节期。因此，我们应对它报以

虔诚和十二万分的关注。 

降临节的蕴意多种多样。在这一节
期中，我们满怀喜悦地盼望，并做好迎
接基督降临的准备。对降临节的理解不
应该太狭隘，仅仅回想第一个圣诞节之
前的那些情景，是不够的。降临节同样
也是等待复活了的主和期待他再次来临
的一个绝好时机。 

我知道，圣公会海外援助会(AOA)
很注重深入反思自己的工作。对于AOA
而言，降临节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期，

为该组织的工作提供了诸多灵感。在全
球范围内，AOA致力于提供最高标准的
发展计划，借以反思“盼望”、“爱”、 
“喜乐”与“平安”等传统的降临节主
题。神之国度再临的应许，亦是他们工
作的一大动力。

我在此非常荣幸地介绍今年的降临
节小册子，也非常高兴AOA会准备其他
语言的翻译版本。 

最尊敬的Philip Freier博士是墨尔本

圣公会大主教，并兼任澳大利亚圣

公会大主教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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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降临节？它和圣诞节又有什么关系？

降临节意味着随时准备迎接基督降
临。在这一节日期间，人们着意

做好准备。对许多人来说，在降临节花
环上点燃蜡烛，便开启了迎接
圣诞之旅。对于其他人来说，
日子一天天从降临节日历上被
划掉。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
认为，基督降临的含义是不受
时间限制的。 

基 督 降 临 是 一 个 贯 穿 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降临节是一个
使心灵获得重生的重要时刻，它源于我

们的一个坚定信念，即耶稣复活后将永
远与我们同在。在教堂圣事中为迎接基
督降临而专门设置一个节期固然必要，

但降临节的重要性却是持续而
长久的。 

降临节意味着充满惊喜的
期待之旅。在圣诞节，对于耶
稣诞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反
应。今年，我们按几个不同的
阶段来审视降临节。在降临节

期间，通常每周会专注于一个大众喜闻
乐见的主题，如“盼望”、“爱”、“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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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临节 
意味着充满惊喜的

期待之旅。 



平安”；但这次，我们将通过以下方式体
验降临之旅：

* 基督正在降临/启示
* 基督已降临/现实
* 基督复活了/复活
* 基督将再次降临/回归

基督降临时，世间所有受造物都会
沐浴在他的荣光之中。圣诞节的故事详
细描述了造物的范围：星辰、天使、牧
羊人、羊群、以色列人，和不可胜数的
其他事物。基督再次降临也意味着天地
万物全都获得新生。 

Philip H. Pfatteicher曾写过一本书，
名为《进入神的心灵：按教会年历安排
生活》，里面有一句十分精妙的话：

“至少从克莱尔沃的圣伯尔纳铎(逝
于1153年)时代起，基督徒口口相传

的基督降临就有了三种意义：肉身

降临于伯利恒，精神每日降临于我

们的心灵，荣光降临于末日。”

降临节是一个蕴意深远的节期！ 

我们在这一节期的祷告是，愿你看到
永生的神时，再一次惊叹其威严壮观。 



基督正在降临

降临节是一个充满期待和惊喜的节期。
孩子们会问，“离圣诞节还有几个晚

上？”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圣诞节的来临预
示着节庆和各种各样大众喜爱的传统活动。
人们的兴奋感与日俱增。

圣诞节一直是一个充满了期待与惊喜的
旅程。旧约中的先知宣布一位救世主即将诞
生，他的国度将万世永固(《以赛亚书 9:7》)。
虽然基督来到过我们中间，神之国度的建设
却是一个持续的进程。 

马利亚的旅程始于天使许给了她最不同
寻常、陡然改变人生的承诺(《路加福音 1:30-
33》)。一对年轻夫妇前途未卜的旅程，把他
们引到伯利恒一处卑微的马槽。与此同时，

东方三博士夜观星象，决定长途跋涉前来朝
拜这位基督圣婴(《马太福音 2:1-2》)。甚至
牧羊人也看见了神的荣光，于是一同去伯利
恒查看真正的神迹(《路加福音 2:8-15》)。 

反思问题：
1. 回想你自己见到基督的旅程。这个圣诞

节如果与基督再次见面，你会希望发生
什么？ 

2. 在你的圣诞节日程中，有没有留一段时
间，在缓步行走中，慢慢体会神的荣耀？

3. 你在圣诞节期间，主要是反思，还是大
把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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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
而生，有一子赐给
我们。政权必担在
他的肩头上。他名
为奇妙策士、全能
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

《以赛亚书 9:6》



基督已降临

阅读圣诞节前后的经文，可以看到对耶
稣降生的多种不同反应。 

在传福音者约翰看来，耶稣是已成为肉
身的道，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 1:4-5/14》)。
对先知来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将建立一
个万世永固的国度(《以赛亚书 9:7》)。对于天
使来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路加福音 
2:10》)！对于贫穷的牧羊人来说，耶稣降生是
天大的快乐和惊喜。而东方三博士则发现了
他们朝拜的目标(《马太福音 2:2/11》)。对于马
利亚来说，是谦恭地接受神的意愿(《路加福音 
1:38》)。对于约瑟来说，人生计划从此大为改
变(《马太福音 1:19-21》)。对于希律来说，这是
一个必须铲除的威胁(《马太福音 2:13》)。 

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他将被称为
神之子。令人唏嘘的是，出生时博士送的没药
早已注定了他在世上的生命轨迹，这是一种
香料，后来用于涂抹他千疮百孔的身体(《马太
福音 2:11》；《约翰福音 19:39-40》)。

从 我 们 的 角 度 来 看 ，耶 稣 有 各 种 身
份——“王”、“士师”、“救世主”、“和平的君”、 

“朋友”、“主”以及许多其他的描述词和头衔。

反思问题：
1. 我们是否将婴儿耶稣的意义过于感伤化

或琐碎化？

2. 往马槽里看时，你看到了什么？ 

3. 今年圣诞，耶稣与我们再次相遇之际，
他会看到什么？



“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路加福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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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复活了

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圣诞节是2,000年
以前发生的事情。然而，复活后的耶

稣基督在灵里始终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 
14:16-18》)。经文亦告诉我们基督将再次降临
人世间(《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7》；《启示录 
1:7-8》)。因此，基督降临是一个贯穿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事件。所以，做好准备随时迎接基
督，才是万全之策。 

至于如何做好迎接基督的准备，则因人
而异。为做准备，可以忏悔反思，可以祷告、学
习、敬拜，也可以和解。耶稣的门徒在他们的
社区内会寻求各种各样表达“盼望”、“爱”、 

“喜乐”与“平安”这些传统主题的形式。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当主降临、
入驻于我们心间之时，一切都会改变。降临节
不应被视为一个仅供信徒庆祝的宗教节日。
事实上，它关系到我们所有人都应做好迎接
耶稣基督的准备，聆听他的召唤，履行使命、
尊崇并侍奉耶稣基督，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反思问题：
1. 你在圣诞节如何做好迎接基督降临的准

备？

2. 在当前迎接基督时，圣灵扮演什么角色？

3. 回首过去，基督的降临是否极大地影响
了你的生活？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
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使徒行传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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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将再次降临

圣经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将再次降临。 

他的复活常常与万物复兴、天地恢复生
机联系在一起 (《使徒行传 3:21》)。经文用饱
含深情的文字告诉我们，到那时主将进驻于
世人心中。在未来，世间将“不再有死亡、 也不
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启示录 21:3-5》)。简
而言之，天主的国终于来了。盼望、爱、喜乐与
平安在世间万物中找到了它们圆满的终极表
达形式。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罗马书 8:22》)。穷人和边缘人群渴
望圆满的生命。正义和疗愈即将到来。耶稣的
信徒高喊，“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
示录 22:20》)。你愿意加入他们的祷告吗？

反思问题：
1. 有的基督徒听到耶稣将再次降临的教诲时，

会感到有一点尴尬。基督的重新降临对你来
说重要吗？ 

2. 在主祷文中，我们祈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
的旨意行在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 
6:10》)。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

3. 你的日常生活如何表达出让主的国度降临人
世的愿望？



“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
能者。’” 

《启示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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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之烛：表达感激

许多人每个星期都会点燃一支蜡烛，以标
记他们的降临节之旅。这些蜡烛代表传

统的降临节主题——盼望、爱、喜乐与平安。
每点燃一支蜡烛，烛光便更加明亮。 

最后一支白色的基督之烛在圣诞节清晨
点燃，代表基督已降生。烛火代表基督的荣光
照亮了这个世界，亦表示基督不仅在我们做
礼拜的时候与我们同在，而且永远存在于我
们的生活之中。愿基督的荣光照亮我们的生
活！

反思问题：
1. 降临之旅如何帮助你做好准备，迎接圣诞节

的到来？

2. 你如何使基督降临的荣光长明不灭，助你度
过圣诞节的纷扰喧嚣和商业化氛围？

3. 展望圣诞节之后的日子，你觉得降临节对你
筹划复活节之旅有什么帮助？



平安夜祈祷辞

亲爱的神：

我们每个人因着不同的原因在
此时聚在一起。无论这一年有
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始终牢
记您永远与我们同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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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临节之际，应该着意反思基督降临
人世的意义。在这个时候，许多人

都会思考“盼望”、“爱”、“喜乐”和“平安”
这些传统主题。我们圣公会海外援助会
(AOA)的会员都知道耶稣再次降临是为
了在人世间建立神的国度。这正是降临节
对我们无比重要的原因。在神再临的国度
中，正义和平安终将施于世间万物。这是
AOA坚信的一个重要异象。 

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帮助所有人获得
更多健康、更多财富、更多机会、更多尊
严。可以说，我们正竭尽全力促使未来早
日到来。虽然我们深知，只有神才能建立
祂的国度，但祂对于未来的期许却深深激
励了我们。我们向主祈祷，希望在这个降
临节，当永生的基督入驻于你内心时，同
样带给你深深的激励。

欲知详情，请浏览：www.anglicanoverseasaid.org.au或致电1800 249 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