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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馬槽聖景」（Crib）早已成為教堂及信徒的聖誕佈置之一，但它的推廣則

有賴方濟會的創辦人──亞西西的方濟（Francis of Assisi，1182～1226，更

正教多譯為法蘭西斯）對耶穌基督的熱情。在方濟的晚年，就是在1223年的

將臨期，他在教堂內擺設「馬槽聖景」，目的是幫助人想起耶穌基督謙卑地

降生人間。不但如此，基於方濟對（賽一3）的體會，他刻意把牛和驢加入

「馬槽聖景」之內：

「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的民卻不留意。」

方濟藉此提醒世人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轍，不知道自己的救主已臨。 

天主教會在平安夜的彌撒中，有祝福馬槽聖景的環節，稱為「祝福馬槽」

（Blessing of the Crib）。

在家中佈置「馬槽聖景」也是西方家庭在將臨期一個受歡迎的行動。小朋友

們會負責把馬利亞、約瑟、牛和驢等人物逐步移近馬槽，表示他們期待救主

耶穌降生。另一個佈置方式是讓小朋友每天按日間所行的好事在馬槽上放置

相同數量的禾草，直到平安夜當天為止，好為小小主耶穌預備一個舒適的軟

臥。小小主耶穌會在聖誕的早晨才放在馬槽上，而東方博士則會在「基督顯

現節」（Epiphany）才「抵達」馬槽；順理成章，牧羊人和羊群就在聖誕節

和顯現節之間「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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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方式──

將臨期至聖誕期內，大堂會在永光堂地下停車場，並永光書院擺放「馬槽聖

景」。我們鼓勵弟兄姊妹每週最少一次，以個人或小組的形式，在回到永光

堂／永光書院時，花三分鐘（當然可以更長）的時間進行這注視馬槽的默想，

並以程序上的禱文祈禱。這簡短的默想程序將會幫助肢體們把心意轉向神， 

更深刻地了解道成肉身的意義。

我們會將默想程序上載至永光堂網頁，也會在「馬槽聖景」旁邊擺放小量印刷

版程序，讓弟兄姊妹每次回到教會，都駐足在「馬槽聖景」之前，省察自己有

否為記念基督的降生做好準備，又是否對基督的再來充滿期待。

程序──

● 安靜

在「馬槽聖景」前安靜，先讓身體從活躍的狀態平靜下來，讓思想和心靈也

隨之而安靜。

● 誦讀經文

緩慢並輕聲地誦讀經文及透過反省問題，幫助自己讓將臨期每週的重點信息

由頭腦沉降至內心。

● 誦讀禱文

按著自己的生活處境，默想所讀的經文，再以禱文作回應，擴闊自己心靈的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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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嬰孩？】)

1.	是何嬰孩躺臥安歇，

	 睡在馬利亞的懷內？

	 牧人正在看守群羊，

	 天使歌唱是為誰？

	 祂──祂是基督我王，

	 天使歌唱，牧人歡慶；

	 快來，快來，向祂頌揚，

	 馬利亞之子，至聖嬰孩。

2.	為何安放卑賤地方，

	 牛驢飼槽在身旁？

	 好基督徒應該思量，

	 要使罪人得釋放。

	 釘貫手足，矛刺肋旁，

	 為你、為我，十架擔當；

	 高舉聖道成為肉身，

	 馬利亞之子，至聖嬰孩。

第一週： 

馬槽和牲口

2.經文

「天哪，要聽！地啊，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

大，他們竟悖逆我。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

的民卻不留意。」（賽一2～3）

1.詩歌：What Child is This?

1.  What Child is this who laid to rest

 On Mary's lap is sleeping?

 Whom Angels greet with anthems sweet,

 While shepherds watch are keeping?

 This, this is Christ the King,

 Whom shepherds guard and Angels sing;

 Haste, haste, to bring Him laud,

 The Babe, the Son of Mary.

2.  Why lies He in such mean estate,

 Where ox and ass are feeding?

 Good Christians, fear, for sinners here

 The silent Word is pleading.

 Nails, spear shall pierce Him through,

 The cross be borne for me, for you.

	 Hail,	hail	the	Word	made	flesh,

 The Babe, the Son of Mary.



4

3.默想

牛被視為順服，驢則被視為愚笨，但無論如何，牠們按著本能還能認識主

人，最少能認得那餵飼的槽。以色列（在此指十二個支派組成的王國）卻竟

連牛和驢都不如，忘了誰是自己的主人。「認識」──分辨以致認出；「留

意」──分辨以致明白。以色列的「不認識」和「不明白」正表現於他們對

神的「背叛」，他們的背叛，就如兒女不認父母一樣駭人聽聞，他們忘記了

自己的身分和使命，竟沒有在萬國面前尊重自己的神，也沒有履行作為屬神

子民溝通天地的使命。

耶穌降生於世上時，當代以色列人同樣認不出主耶穌就是他們引頸渴望的救

主，以致耶穌出生時，竟被放在餵飼牲口的槽。

4. 反省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

柄作神的兒女。」（約一10～12）

身為萬物之靈，我們是否意識到救主早已降生？

5.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赦免我們世人的無知與麻木。主耶穌，祢來到世界，世界

卻竟不認識祢；雖然這是藉祢而有的地方，世人卻不接待祢。至於我們，雖

是信祢名的人，並因信祢而成為天父的兒女，卻還是常常忘記祢的恩典。在

這將臨期¬，求祢幫助和提醒，使我們更深思想基督降世的意思，並以生命作

出回應。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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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詩歌：O Holy Night

Holy Night!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the dear Saviou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error pining.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pirit felt its worth.
A 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
For yonder breaks a new and glorious morn.
Fall on your knees! 
Oh, hear the angel voices!
O night divine, 
the night when Christ was born;
O night, O Holy Night , O night divine!

O night, O Holy Night , O night divine!

2.經文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衞的子孫約瑟，

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

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

來。」（太一20～21）

（【聖善夜】）

聖善夜！星星在閃亮著。

就是今晚，是親愛救主的誕辰！

世界充滿了罪惡與錯誤，

直到祂的降臨靈魂才得到拯救。

希望在悸動， 

疲倦的世界重現歡樂，

一個輝煌的早晨在遠處破曉！

屈膝跪下！聽那天使的聲音，

神聖的夜晚，當晚耶穌誕生，

那夜，聖善夜，神聖之夜！

那夜，那善夜，神聖之夜！

第二週：

  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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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默想

約瑟「正思念」的就是休妻的事。他不過是一位平凡的木匠，但卻做了一個

不平凡的夢。天使的話向他保證了馬利亞所懷的胎非因對他不忠，而是因為

蒙神特別的揀選。福音書的作者形容約瑟是一個「義人」，除了因為他不願

羞辱馬利亞之外，更是因為他是對神言聽計從的行動者，在救恩的歷史上擔

當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角色。約瑟完全相信使者的說話，他接受了一

件超越人理性思維，打破當時文化，叫人難以置信的事情。聖經對約瑟的記

述並不多，每次都顯出約瑟積極地、順服地回應神的差遣，也就是因為約瑟

全然相信並作出行動，在神的救贖計劃中，約瑟為配合神的心意及作為而放

下個人榮辱。約瑟是一個平凡的人，但他卻活出一個不平凡的生命，他的不

凡顯在願意配合神的作為。 

4.反省

這樣，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做

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路十七10）

耶穌的降生告訴我們，神為愛我們的緣故而付出了，讓我們在這個聖誕，不

再問神為我們做了什麼，卻要問我們可以為神做什麼？我們可有什麼行動來

配合神國度的擴展？

在基督降生及成長的故事中，約瑟擔當了什麼角色？他具備什麼質素，以致

神選上了他呢？

5.禱告

親愛的天父，祢差遣天使在夢中向約瑟說話，而約瑟也願意讓祢的心意成為

他的心意，把主耶穌看為自己的兒子，更負起了保護馬利亞和主耶穌的責

任。求祢賜給我們像約瑟一樣的勇氣、順服和悲憫的心，在一切祢所交託的

事上，能以祢的心意為我們的心意，成為祢謙卑、順服，而且忠心的僕人。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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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詩歌：Ave Maria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Jesus 
Ave Maria

2. Ave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Et in hora mortis nostrae	
Amen

2.經文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因為他顧念他使女

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一46～48）

（【萬福馬利亞】）	

1.萬福馬利亞，

	 妳充滿聖寵，

	 與主的同在。

	 妳在婦人中被讚美，

	 妳腹中之子耶穌亦被讚美，

	 萬福馬利亞。

2. 萬福馬利亞，

	 天主之母，

	 求妳為我們這些罪人祈禱，

	 從此時， 

直到我們臨終那一刻。

	 阿們。

第三週：

  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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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默想

「我心、我靈」就是馬利亞的整個人，意即那是她由衷的話！這表示她已完

全接受了天使加百列和伊利莎白口中的「喜訊」，而且喜不自勝，是至高無

上的喜樂！她歡天喜地，因為她看見神在自己身上的作為；而且神的計劃一

旦啟動，必不致半途而廢，故此就好像已經完成了一樣。「顧念」即「把眼

光停駐在……之上」，而因為神看上了她，這卑微的使女竟成為萬世尊崇的

人物，難怪馬利亞說她是有福的。

馬利亞對天使加百列的回應：「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

上」（路一38），相對於約瑟的行動，馬利亞是安靜、被動的，但只有全然

信靠的人才能這樣回應，她配得那至高無上的喜樂！

4.反省

（主耶穌說）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路十八8下）

主耶穌的母親馬利亞，被視為信徒信心的典範。既是典範，就是可以效法，

也應該效法的。你能怎樣回答主耶穌在路十八8下的提問呢？

5.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祢透過馬利亞向世人表明的信靠、順服和愛，並因承擔

使命而有的喜樂，衷心地向祢獻上感謝！多少時候，我們都承擔了從祢而來

的使命，卻顯得勉為其難，恍惚祢賜下的使命正妨礙我們自己的打算似的。

求祢赦免我們的無知和不信，給我們馬利亞一樣的心志，好叫我們在事奉祢

的過程中，經歷到從祢而來、無以復加的喜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禱。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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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詩歌：

O Come, O Come, Emmanuel

1.  O come, O come, Emmanuel;

 And ransom captive Israel.

 That mourns in lonely exile here,

 Until the Son of God appear.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2. O come, O come, Thou Day-Spring, 

 come and cheer;

 Our spirits by Thine advent here.

 Disperse the gloomy clouds of night,

	 And	death's	dark	shadows	put	to	flight.

 Rejoice! Rejoice! Emmanuel.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以馬內利來臨歌】）

1.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救贖釋放以色列民； 

淪落異邦，寂寞傷心，

	 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以馬內利，定要降臨！

2. 清晨之光，懇求降臨， 

藉主降臨，歡慰眾心； 

衝開長夜幽暗愁雲， 

驅散死亡深沉黑影。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以馬內利，定要降臨！

2.經文

以賽亞說：「大衞家啊，你們當聽！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還要使我

的神厭煩嗎？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

他起名叫以馬內利。」（賽七13～14）

第四週：

  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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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默想

馬太引用以賽亞先知對亞哈斯王的話來說明主耶穌那神聖的出處。當南國猶

大備受亞蘭及北國以色列的聯手進逼時，以賽亞先知鼓勵亞哈斯不要懼怕

這兩個「冒煙的火把頭」（賽七4）。然而，亞哈斯拒絕向神求一個兆頭，

說：「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其實只是表面敬虔，因他已與亞述秘密結

盟（王下十六5～9）。以賽亞先知責備他，並向整個大衞家發出預言，宣布

神要親自興起一位君王，與自己的子民同在。

同樣地，主耶穌來的時候，希律對東方來的博士裝出表面的敬虔，背後卻暗

藏殺機。然而，神卻定意讓道成為肉身，住在世人中間，充充滿滿地彰顯恩

典和真理！

4.反省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

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加四4～5）

有權勢的人並不歡迎神的兒子降生，但神的兒子還是按著父神所定的日期為

世人降生了。你對曾來，又應許要再來的神的兒子有多期待呢？

5.禱告

親愛的天父，歷代的世人都是一樣，在困苦的時候呼求祢，在順利的時候忘

記祢。感謝祢，因為祢的旨意不因人的不信和忘恩而改變，而祢就是決心要

賜人長久的平安。在這段裝備我們記念基督降生的時期，我們以駐腳在這馬

槽前數分鐘來幫助自己親近祢，願我們心中那狂傲的自我，能被嬰孩主耶穌

那無能者的大能的形象徹底地毀碎。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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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聖誕期靈修

「馬槽聖景默想」

第一週：

牧羊人和羊

（【聖誕佳音】）

1.天使初報聖誕佳音， 

先向田間 

貧苦牧人。 

牧人正當看守羊群， 

嚴冬方冷長夜已深。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2.牧人抬頭見一景星， 

遠在東方 

燦爛晶明。 

發出奇光照耀世塵， 

不分晝夜光彩永恆。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1.詩歌：

The First Noel

1. The first noel the angels did say
 Was to certain poor shepherds
 In fields where they lay
	 In	fields	where	they	lay	keeping	their	sheep
 On a cold winter's night that was so deep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2. They looked up and saw a star
 Shining in the East
 beyond them far
 And to the earth it gave great light
 And so it continued both day and night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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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文

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羣。有主的使者站在

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

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衞

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

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眾天使離開

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馬利亞和約瑟，又有那嬰

孩臥在馬槽裏；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凡聽見的，就

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裏，反復思

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

的，就歸榮耀與神，讚美他。（路二8～20）

3. 默想

牧羊人是社會上被邊緣化的人，當別人在家中高床暖枕時，他們卻在曠野裏

與羊為伴。天使報信之時，他們正在盡忠職守。牧羊人被選上，其中一個原

因是天使要他們傳開的信息，雖是關乎萬民的，卻仍是從大衞家開始的，基

督，與大衞一樣是牧羊人；牧羊人要去尋找的，正是以色列的牧者。

這些牧羊人是首先聽到那大喜的信息的，也是首先朝拜那生在大衞家的救主

的。他們完成了天使所託的任務，就是把所聽見、所看見的傳開。他們自

己，也因為所聽見、所看見的而歡樂，歸榮耀與神，讚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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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省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

心懷不平。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因為作惡

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詩卅七7～9）

已慶祝過聖誕節了，我們有為救主昔年已降生的事實而感振奮嗎？當我們 

發現生活世界或處境並沒有因為慶祝救主的降生而有任何改變，我們仍然 

相信嗎？

5. 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幫助我們繼續在聖誕期思想基督降世的意思，回味救主降

生的故事，使信仰成為我們的生活真實而有力的承托。讓我們相信，祢不是

在救主降生那個晚上才需要盡忠職守的牧羊人，在我們的生活世界，祢同樣

期望屬祢的人為祢的名而盡忠職守。並且，求祢幫助我們因為已聽見和已看

見的救恩，成為祢福音的傳播者。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禱。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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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詩歌：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Are

1.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are 
Bearing gifts we traverse afar 
Field and fountain, moor and mountain 
Following yonder star 

2.  Born a King on Bethlehem's plain 
Gold I bring to crown Him again 
King forever, ceasing never 
Over us all to reign

3. Frank incense to offer have I 
Incense owns a Deity nigh 
Prayer and praising, all men raising 
Worship Him, God most high

4. Myrrh is mine, its bitter perfume 
Breathes of life of gathering gloom 
Sorrowing, sighing, bleeding, dying 
Sealed in the stone-cold tomb

5. Glorious now behold Him arise 
King	and	God	and	Sacrifice 
Alleluia, Alleluia 
Earth to heav'n replies

Chorus:
O Star of wonder, star of night 
Star with royal beauty bright 
Westward leading, still proceeding
Guide us to Thy perfect light 

（【東方博士歌】）

1.博士三人東方來， 

攜備禮品贈嬰孩， 

千里間關涉水越山， 

隨景星來崇拜。

2. 伯利恆誕新生王， 

獻上黃金寶座旁， 

永受擁戴，永垂萬載， 

基督統治萬方。

3. 歡然虔誠獻乳香， 

君尊祭司威權彰， 

萬民齊奉祈禱歌頌， 

上主偉大無疆。

4. 供奉沒藥表犧牲， 

命途崎嶇十架登， 

困苦歎吁，流血捐軀， 

墳墓孤寂清冷。

5. 死而復生大功償， 

君王、上主，亦羔羊；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聲震天地海洋。

副歌：

	 啊！奇妙明星仍在望， 

閃爍燦爛真輝煌， 

穿山過峽，向前進發， 

引我來就主真光。

第二週：

  東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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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文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

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

來拜他。」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他

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地的伯利恆

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

來，牧養我以色列民。』」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

時候出現的，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

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

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

了。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

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太二1～12）

3.默想

我們無須將東方博士的故事想得太優美，因為這原非馬太的用意。東方博士

的前來，正好襯托出統治巴勒斯坦地的希律和以祭司和文士代表的猶太宗教

領袖們的不是。希律素以殘暴見稱，他曾因為猜疑而殺害自己最愛的妻子和

兩個兒子；猶太宗教領袖雖然熟悉聖經，卻對神的作為缺乏知覺。

東方博士憑著他們對星象的知識，再加上神特殊的啟示和引導，終於尋找到

主耶穌。他們沒有硬將神的作為規範在常理之內，意思就是，雖然他們所遇

見的「那生下來作猶太人的王的」不是在王宮內，但他們沒有因而拒絕承認

嬰孩的真正身分。相反，希律與宗教領袖們卻各有自己的籌算，故他們經驗

不到博士們所獲得的喜樂，反而因耶穌降世而惶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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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省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

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 

（羅一21～22）

神不斷藉著大自然向人說話，也不斷以聖經──祂的話語──向人說話， 

更不斷以適切的方式向人的心靈發出感召，但我們有否安靜觀察和聆聽呢？

5.禱告

親愛的天父，祢以奇妙的方式引導東方來的博士，讓他們得見新生王。在整

個將臨期以及聖誕期，祢也以奇妙的方式引導我們回想祢救贖的恩典。願

我們繼續已展開的生命的尋索，在主顯期內，繼續思想祢的兒子將祢的榮光

顯現在人間的每一片段，使我們通過祢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更

深刻地認識祢、更虔誠地愛祢，更緊緊地跟隨祢。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禱。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