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卫的降临节 
降临节反思



个彻底的降临节
在我们教会历法中，降临节是庆祝基

督的第一次来临，以及等待并为我们的主
的第二次来临做准备的时候，作出感恩､
反思､祈祷和学习的一个节期。

在传统上我们透过圣诞剧､降临节的
日历和蜡烛和家庭聚会，欢欣地庆祝道成
肉身｡而现今，越来越多世俗和商业化的
活动渗入了这节期｡但是基督徒仍然要反
思和庆贺基督诞生之奥秘。 圣诞节给我
们带来的不仅是纪念婴孩耶稣的欢乐。降
临节也是在属灵上准备和期待神圣审判
的时期。

这个节期，对圣公会海外援助组织
(AOA)来说，是时候来探究降临节的一
些 更 彻 底 的 含 义 了，来 为 这 机 构 的 工
作提供灵感和鼓励。它实际上试图表达
神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对基督
再来的期盼。 盼望､慈爱､喜乐与和平
的 降 临 节 主 题，是 圣 公 会 海 外 援 助 组
织在世界各地社区计划所真正面对的
困难和挑战必需部份。 让我们大家借
此 机 会 更 深 入 地 思 考 降 临 节 的 含 义。 
  

Philip Freier 大主教是墨尔本大主教和

圣公会海外援助组织(AOA)的会长。他
同时是澳洲圣公会的主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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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降临节？
降临节是教会至关重要的节期。在降

临节期间，基督徒将全心关注即将来临的
耶稣降生。人们并不是单纯地等待——不
只是在降临历上一天一天
划去日子。降临节的含义
是，我们要尽己所能地在
心灵和思想上做好准备，
以了解耶稣降临世界的重
要意义。这需要严肃认真
的反思。  

AOA想要在大众流
行的降临节装饰之上更进
一步。在我们看来，仅仅感

怀婴儿耶稣，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一节期的
意义。上帝降临人世的含意无比深远。对
我们来说，用“前卫”来形容降临节是最为

恰当的。这就是我们对降临
节的思考方向。

本册中，我们将探讨基
督诞生之前的一系列重要
细 节 ，首 先 是 马 利 亚 的 颂
歌——在她的歌中，马利亚
直白地提醒我们上帝为正义
所立之约，这约是前卫的、包
罗万象的。马利亚之子——
耶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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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然后，我们会努力领会耶稣道成肉身
的喜讯。接下来，我们将检视基督教作为
真正全球运动的起源，最后再考量神在耶
稣里如何为世人带来真实而持久的平安。 

我们诚挚希望降临节成为你深刻思
考的重要节期。请使用本册帮助自己思考
和祈祷。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具体情况
如何，我们衷心希望圣诞节为你带来美好
的祝福。当你在这个前卫的降临节期间反
思之时，祝愿神之子的降临照亮你的路，
永远温暖你的心！上帝降临人世的 

含意无比深远。对我
们来说，用“前卫”

来形容降临节是 
最恰当不过的。

AOA全体人员谨此祝你有一个蒙福、 
前卫的降临节和圣诞节。



马利亚的宣言——前卫的希望
弥赛亚即将诞生这一惊人消息不是

传达给国王、祭司、富人或名人，而是首先
揭示给了一名男性主导社会之中的未婚
少女。这可是够前卫的！后来，怀孕的马利
亚遇见伊利沙伯，不禁放声歌唱。她的颂
歌预言，整个世界将因她所怀的弥赛亚而
改变。馬利亚的颂词包含着震动人心的宣
言：“叫狂傲的降低，叫谦卑的升高；叫饥
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
加福音1:51–53]）”她的孩子耶稣将耸立
在这预言正义的强大传统之中。 

在华丽装饰之下，降临节期更向世人
揭示了神对穷人和边缘群体的深切关联。
田野中的牧人是属于贫困劳工的下层阶

级，被迫在犹太国的边远山区放牧。但他
们是上帝选出来最先看到婴儿耶稣的人。
不起眼的伯利恒小镇则将永远被尊为耶
稣的出生地。 

• 为什么这些细节很重要？我们是否忽略了圣诞

节故事中的这些方面？

• 在圣诞节庆祝活动中，应该怎样更好地反映

神对穷人和卑贱者的紧密关联？

• 今年圣诞节，应该怎样使自己更加包容、更

加热情？

照片：“无家可归的耶稣”雕塑（布鲁日） Tom Parnell  www.flickr.com/photos/itmpa/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路加福音：1:52]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约翰福音 1:14]

尽心尽力的作者——前卫的爱
伟大的作家、画家无不对自己的工作

尽心尽力。造了有史以来万物的耶稣，则
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耶稣道成了他自己的
肉身！这是很有道理的——耶稣从一开始
就对此行为的用意和设计了然于心。要通
过创造来完成救赎，有谁能比那开初创世
者更合适？ 

上帝成为人是一个非常前卫的想法。
据希腊人说，神是远离我们这个物质的、
凡人的世界的。我们的上帝则不是那样，
祂太爱我们与祂的造物，因而不会远离我
们的！ 

耶稣谦卑自己，成为人，进入尘世，并
被起名叫“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

们同在”。作为我们中的一员，耶稣可以与
整个人类真正团结一心。耶稣在成长过程
中会了解到我们经受的考验、磨难和诱
惑，并将向我们展示真正的人性应该有的
样子。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尽心尽力！ 

反思：
• 阅读[约翰福音]的前五节经文。在降临节阅

读这些经文有什么特殊意义？

• 阅读[腓立比书2:5-11]。这些经文在降临节

告诉了我们什么？

• 上帝降世为人，叫做“道成肉身”。你可以用

何种方式让上帝的爱降临至你的社区？  

照片：帕拉尔（墨西哥） Diana Vargas   @dvbarrantes   www.unsplash.com



全球运动——前卫的喜乐
古代先知预言了所应许的弥赛亚，而

将近2000年前，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马太福音向我们讲述了三位博士来
到伯利恒的奇妙故事。这一事件暗示了上
帝赐福所有人的愿望。这几位神秘访客来
自异域与不同宗教传统，他们通过星星寻
访到了襁褓中的神之子。找到他以后，他
们俯下身子，喜乐地拜那孩子。他们把宝
物铺设在他面前，仿佛装饰一种新的神
殿。这个美好的故事预示了上帝对外邦
人，即非犹太人的希望。从那时起，几个世
纪以来，来自许多不同文化和地方的人们
因认识内心渴望的对象——耶稣，而找到
了真正的喜乐。 

博士的故事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大
自然合作帮助宣布了耶稣降生，把人们带
到了耶稣之所在。基督徒相信，上帝在继
续呼唤人们追随祂。智慧之人仍然在寻找
祂，选择追随祂的光。我们也在这么做吗？
反思：
• 再读一遍[马修福音2]中博士的故事。对你

来说，故事中最明显的部分是什么？

• 你是如何发现认识基督的喜乐的？衷心感

谢吧！ 

• 在发展中国家，基督教的影响在迅速扩大，

但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却呈下降之势？

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他们进了屋子，看见那孩子与他的母亲玛利亚在
一起，就俯伏拜那孩子，然后把礼物献给他。” 

[马太福音 2:11]     

照片：肯尼亚耶稣降生场景（用玉米壳制成） Bennilover   www.flickr.com/photos/75885098@N05/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 
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  

[路加福音 2:14]

带来自由的精神支柱——前卫的平安

先知以赛亚赋予耶稣许多称号，其中
一个是“平安王子”。基督教对“平

安”的概念并不是“没有冲突”。它具有更
加深刻、更加持久的含义。平安的根本，在
于无论处于什么种情况下，我们都确知上
帝在那里，关爱着我们。神在基督里于圣
诞节降临到我们身边。其实，上帝一直都
在我们身边。施洗约翰提醒我们，耶稣是
要来为我们施洗的人，且不是用水，而是
用上帝自己的圣灵。 

圣经告诉我们，在未来，耶稣也将回
到这片土地。那时，上帝会与祂的子民同
住，大地上再无哀悼、哭泣、死亡、疼痛。在
上帝永恒至爱的存在下生活，那将是完美
的平安。 

看看马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婴儿？
还是上帝子民的救主？那个“叫万有与自
己和好”的人？耶稣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类，
在人类面前代表上帝，用不可分割的爱之
纽带把人类和上帝连结在一起。 

反思：
• 阅读[歌罗西书3:12-17]。如果耶稣降临是为

了带来平安，这个圣诞节我们应该怎样为他

人送去平安？

• 回想一个你感到上帝与你同在的困难时刻。

反思上帝的平安究竟意味着什么。

• 耶稣再度降临对你重要吗？为什么有？/为什

么没有？

照片：Banksy在伯利恒的艺术作品  Onceinawhile  www.commons.wikimedia.org



圣地的赐福
虽然马利亚临产时不得不苦苦寻

找休息之处，但是如今阿里阿拉伯医院
（Ahli Arab Hospital）却已成为圣地里的一 
片充满希望与迎接的绿洲。医院不加歧视
地接待所有妇女。由英国国教会所拥有的
阿里阿拉伯医院已经在加沙市经营了一
个多世纪。AOA正在资助一项计划，为困
苦妇女提供乳房筛查和乳腺癌治疗，并针
对这一困难紧张的环境中与此相关的耻
辱感，提供外延社会服务。 

AOA的计划现已成为整个加沙地带
（人口大约200万）最大的乳房X光摄影
服务供应商。加沙乳腺癌患者的预后很
差。早期诊断是提高存活率的关键。希望

你能提供支持，帮助我们继续这项至关重
要的工作。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拯救一
条生命！

  

祈祷：

照片：© 圣公会海外援助会版权所有。

亲爱的神： 

您是指引我们脚步的灯，照亮我们道路的光。

当我们踏上神圣旅程，在通往您的道路上艰难前

行时，请让您的爱充溢我们的心，使我们乐于与他

人同行，特别是那些在路上挣扎的人。

请赐给我们谦卑和宽容，让我们跟随您一起前往

应许给所有人的自由、正义与平安之地。

阿门



降临节之际，我们应该反思基督降临
人世的意义。在这个时候，许多人都会思
考“盼望”“爱”“喜乐”“平安”等传统主题。
今年本册利用这一机会，探索了一些更前
卫、更深远的降临节含义。当我们专注于
神在基督里对世人的深爱时，有太多事情
值得庆祝。 

圣公会海外援助会是一个基督教组
织，我们承认上帝衷心渴望和解，渴望更
新整个世界。这也体现在我们的工作目标

中——帮助所有人获得更多健康、更多财
富、更多机会、更多尊严。降临节是一个大
好时机，让我们思考神藉由耶稣降临世间
所体现的至高无上的爱。请和我们一起迎
接救主降临，一起对祂带给我们的希望和
灵感表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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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