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诞菜单
降临节反思



2020是令人恐惧的一年。目前已有数
百位澳大利亚人死于新冠状病毒，病毒
更在全球范围内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损失使得数百万人遭
受沉重打击，而我们在去年及更早时候
的其他全球性挑战依然存在。圣公会海
外救援机构（Anglican Overseas Aid, 简称
AOA）致力于缓解其中的一些挑战。现在，
也许比以往更需要的是，基督徒们必须以
信心的双眼仰望為我们的信心創始成終
的——耶稣基督。这样能提醒我们，神不
会对病毒——或任何的力量或情形——
感到惊讶或被它们击败。自从创世以来，
神就掌管着时间和机会。  

圣诞节的美好故事告诉我们，神派祂
的独生子降生为一个无助的婴儿肉身，藉
此祂赐永生给所有转向祂的人。每念及
此，我们不禁感到喜乐和鼓舞。正如希伯

来书的作者规劝我们，神永远不会离开我
们，更不会抛弃我们。  

今年，圣公会海外救援机构的《降临
节小册子》的主题是“圣诞菜单”，它既提
醒我们降临节是个节庆日子，也帮助我们
更深刻地反思那些真正支撑我们生命的
选择和做法。我在此向你诚意推荐本册。
本册亦有简体中文版本。   
 
最尊敬的Philip Freier博士是墨尔本圣公会
大主教兼AOA主席。 

圣诞菜单



什么是降临节？
降临节是教会的一个节期，是我们

做好准备迎接主降临的时节。从本质上来
说，做好准备与被动等待
大不相同，前者涉及从思
想、身体和精神上都做好
充分准备。  

许 多 人 以 新 年 为 契
机 使 自 己 的 生 活 —— 包
括 身 体 —— 焕 然 一 新 ，
但降临节的属灵准备开
始 得 更 早 。降 临 节 是 为
迎接圣诞节而认真调理
身 心 的 时 机 。这 段 时 期
内，我们内省自身、清理思想、腾出空间，
准备好热烈期待我们的神与救主到来。 

我们再次欢迎祂降临到我们的家园和生
活中。

神是如此爱我们，祂渴
望和我们在一起。在降临节，
祂以基督儿子的身份来到我
们身边。随着关于耶稣诞生
的奇妙故事的重述，我们知
道耶稣就是那个将会喂养我
们，给我们力量，拯救我们的
人。重要的是，神会来到我们
中间，这一行动是永远不会
停止的；而降临节正是承认
这一现实的完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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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祈祷今年的降临节将不单只是
一个慵懒悠闲暑假的前奏，降临节的意义
远大于此。在降临节之际，我们心怀热情，
对新的一年重新做出承诺，以此来迎接我
们的主。今年，圣公会海外援助会深入研
究了一份圣诞菜单，关注那些能够赋予我
们新的力量和目标的选择和做法。

降临节是为迎接圣诞
节而认真调理身心的
时机——我们内省自
身、清理思想、腾出空

间，以此做好准备。
AOA全体人员谨此祝你有一个安全、蒙福的

降临节和圣诞节。



“他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 
就说出话来，称颂神。”

[路加福音1:64]

第一周菜单：“谦卑馅饼”
你曾经觉得牧师话太多吗？如果你这

样想过，下面的故事就是为你准备的！在 
[路加福音1:5-25]中，我们读到撒迦利亚
的故事，撒迦利亚是一位祭司，他娶了伊
利沙伯（马利亚的表姐）为妻。这对正直的
夫妇蒙神的祝福，于年迈之际得了儿子。

一天，撒迦利亚正在圣殿当职，天使
加百列显现，告诉他伊利沙伯已怀孕，并让
他给孩子起名叫约翰。撒迦利亚觉得他们
夫妇二人已经年迈，不可能生育，因此要求
天使拿出证据。十分讽刺的是，加百列拿出
的证据，是让撒迦利亚无法开口说话。 

你曾经懊悔过自己多嘴吗？对神而
言，谦卑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要虚己；谦
卑还关乎对神的智慧、眷顾和救赎的信
任。

撒迦利亚因不信而被罚在婴儿出生
前无法说话。吃一块谦卑馅饼可以转化成
奇異的祝福。对于撒迦利亚来说，这是一
次使他更清彻的奇妙经历。给婴儿起名约
翰之际，他恢复了说话能力，于是他热情
地称颂神。他回想起神的救赎，以及自己
的儿子施洗约翰为替救主预备道路而将
扮演的先知角色。

这个故事教导我们要少说话，多信
任，多倾听。

反思：
• 谦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 你的生命中是否有过因神的作为而谦卑
的时刻？ 

照片：Hugo Aitken，unsplash.com/@hugoaitken



“那时，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   
[马太福音3:1]

第二周菜单：“蜂蜜和蝗虫”
对许多人来说，圣诞节是频繁社交

的时候，暴饮暴食随处可见。这与施洗约
翰的反差多么强烈！作为一个拿细耳人，
约翰从不喝酒。相反，因为命定要为耶稣
预备道路，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而且当感知到耶稣同在时，他在母腹中就
跳动了起来。约翰的事工始终专注于即将
降临的神，而且很早就开始了！ 

约翰的成长岁月是在旷野度过的。
这种孤独的经历教晓他神的供应，使自己
专注于所应许的弥赛亚。要在沙漠中生存
下去，还意味着要信靠神能满足他的日常
需要。他吃的是野蜜和蝗虫，穿的是骆驼
毛做的衣服。我们从中可以从约翰身处充
满不确定性、物资匮乏的地方，却对神充
满信靠这些方面，学到很多东西。

今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一些人
表现失准。有人在超市过道中大打出手，
有人疯狂囤积食物，还有令人震惊的公共
场合攻击性事件。  我不禁揣摩，人们如何
能从施洗约翰身上学会将思想專注于耶
稣，信靠神的安排，并从独处及头脑清醒
的思考中获益。 

反思：
• 尽管世界一片混乱，你是否仍能对神充

满信心？

• 有关对神的信靠，你从施洗约翰身上
学到了什么？想想你在新冠病毒疫情期
间，在自己的社区中可能学到了什么？  



第三周菜单：“精神消化”
暴饮暴食往往成了圣诞节的代名词，

这样做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体重增
加、腹胀、因自我放纵而变得萎靡不振。在
身体摄入过多营养的同时，我们的精神是
否缺少了养份呢？难道二者是逆相关的吗？ 

马利亚在第一个圣诞节时的处境极
为恶劣，但她仍然全心全意用响亮的声音
称颂神。她的故事是纠正自我放纵的良
药。对马利亚来说，圣诞节是永恒而属灵
的喜乐。她的歌《尊主颂》对此提供了许多
线索。马利亚顺从神对她生命的安排，她
具有谦卑的精神，珍视目睹耳闻的事情。
马利亚向主唱赞美之歌，并充满热情地叙
述了神所成就并且定将继续成就的许多
大事。   

当我们分切火鸡、咽下干果布丁时，
是否同样充分地消化了神对我们和当今
世界所说的重要的话？圣诞节的庆祝不一
定要奢华——有时简朴的庆祝反而更令
人感到充实。马利亚提醒我们，神希望用
美好的事物填补真正的饥饿。 

反思：
• 你是否因生活过于奢侈反而感到饥饿？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情况是怎么发
生的？

• 你如何像马利亚一样，准备好在简单而
朴素的时刻称颂神？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路加福音1:53a]

照片：Alexamder Schimmeck，unsplash.com/@alschim



第四周菜单：“最好的食物”
耶稣是最好的食物。祂是“与我们同

在的神”，祂将拯救祂所有的子民。耶稣让
我们以祂——生命的粮——为食，这是我
们真正的营养。每天，我们通过圣经和祈
祷，并怀着感恩和信心，以祂为食。耶稣是
从天上来的真光，也是食物。祂的教导、榜
样和精神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养料。

耶稣出生后就躺在马槽里，这标志
着耶稣诞生的谦卑本质。马槽通常被描绘
成摇篮形状，但马槽也是食物的容器，是
动物的食槽。 

耶稣如何为我们提供食物？祂教导
我们，正如身体需要食物才能生存和成
长，我们的精神也需要营养。祂是牧者的
喜悦，是智者崇拜的对象。对于我们的希
望、力量和满足，那期待已久的源泉就在

马槽里。在耶稣那里，我们真实的本质和
命定得以彰显；神与人类联合。俯身于马
槽之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天赐之粮，看
到了盼望与更新的美好旅程之开端。

反思：
• 耶稣以什么方式满足你对生命的渴望？

如果你参加了一个小组，且愿意分享，
请就此做一个简短说明。

• 你认为耶稣为什么要用粮的比喻来形容
自己？在21世纪的今天，祂可能使用什
么样的比喻？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约翰福音 6:35a]

照片：Helen Ast，unsplash.com/@helenaast



快速应急基金：给急需之处的食物
当我们筹划圣诞节聚餐时，许多人

没有忘记，能获得优质、营养的食物与亲
友分享，我们是多么有福。

世上有许多人还在为下一顿饭发愁。
无法稳定获得食物的一大原因是灾难。 

圣公会海救援机构建立了一个快速
应急基金，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
发生紧急情况时迅速做出反应。我们采取
的行动包括在危难时刻为遭受饥馑的社
区提供食物。近年来，我们还依靠快速应
急基金在灾后提供重要的农产品补给。  

今年，我们邀请你、你的家庭团体或
教会虔诚地考虑向我们的快速应急基金
捐款，以使我们能够继续在需要时迅速采
取行动。 

祈祷：
主啊，感谢你为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支持。

今天就给我们日常的粮吧，我们会尽我们所
能将其交给他人。

在这个降临节我们想以你为食，让你以圣灵充
满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出去，成为你的手脚，
向世人展示你如何为饥饿的世界提供养料。

我们愿与你同工，让你的国度降临地上，如
同在天上一样。请帮助我们与他人分享你的
慷慨。 

阿门。

照片：所罗门群岛遭受热带气旋哈罗德袭击后，食品补给被送到那里。鸣谢：CAN DO



今年的降临节小册子标题为“圣诞
菜单”。降临节之际，我们应该反思基督降
临到人世和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在准备再
次迎接基督之际，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重点放在我们的营养与盼望的真正来源
上。圣诞节是进行庆祝、家人团聚、朋友往
来的理想时机。我们也希望值此佳节，在
灵魂和精神方面都得到耶稣喂养。 

圣公会海外救援机构承认神衷心渴
望复和与更新整个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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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思考神在耶
稣里所展示的非凡的爱。请与我们一起迎
接救主，再度次为把自己委身于祂的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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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