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靈糧堂
2016年2月

第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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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箋



2008年從魏金泉牧師

手 中 接 棒 成 為 【 家

箋】主編至今，不經

不 覺 進 入 第 八 個 年

頭，當中出版的【家

箋】亦超過40期。過

去的八年，隨著網絡

資訊的發展及教會的

轉變，【家箋】不論

在 內 容 的 闊 度 和 深

度，設計的品質及技

術上亦作出相應的更

新及提升，為要給讀

者有可閱讀性，吸引

性──促進信徒對教會

的理解，及信徒彼此

間的認識，達至【家

箋】創刊的理念：凝

聚力量，肢體同心，

福音延伸。

然而，近年香港人的

語文程度每況愈下，

除了因為語文教育出

問題，多少亦與“低

頭 族 ” 的 興 起 ， 急

速 ， 即 食 的 文 化 影

響，一句起兩句止的

文字及符號表達方式

大行其道，令以文字

書寫方式來傳遞思維

或情感意念的文字藝

術漸漸失落。今日的

香港人要用合宜的文

字流暢表達眼所見，

心所想是項偉大的工

程，因此，【家箋】

每一篇的來稿：「感

恩 祭 壇 」 、 「 開 枝

散 葉 」 、 「 新 婚 儷

人」，都是筆者的精

心傑作，為要見証神

的恩典，盼望讀書能

用心細味，並為筆者

獻上感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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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祭壇

小弟於一九三五年在香港出生，不幸生逢亂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家父帶我們逃難到內地，當時生活極

度困苦，兩餐不繼，失學是順理成章，小弟也淪為街童，正所謂得閒無

事隨街狂。看見玩伴在街上拾煙蒂吸食，狀甚享受，我也就有樣學樣照

做，可算是「叻仔」！此後便成為煙民一族，時年約七歲。

一九六九年，家庭負擔重，日間在洋行做船務高級文員，晚上要教夜校，

由於過度勞累，積勞成疾，染上三級肺癆，住院一星期，出院後煙照吸，

持續服食特效藥一年半後痊癒。然而，肺病多數有後遺症，尤其是吸煙

者。每當寒冬，天氣乾燥便咳嗽咯血，名為（bronchiectasis）即支氣

管擴張。醫生告訴我唯一舒緩的方法就是停止吸煙，於是我便嘗試戒煙。

戒煙期間，晚上失眠，心悸，胸口骨痛，大腦一片空白。一恢復抽煙，

以上一切一掃而空，戒煙宣告失敗。

二零一零年下旬，突然冠心病發送院急救，小女及其教會弟兄姊妹在病

房外為我禱告，病情有所改善，藉此再一次謝過大家。後經過超聲波檢

驗，証實心房兩條主要血管八至九成栓塞，需盡快進行俗稱「通波仔」

手術。十二月廿日完成「通波仔」手術，一星期後康復出院。主診醫生

勸告我必須戒煙，否則很快「玩完」，因為這個病是長期吸煙做成。住

院期間多蒙王牧師、師母、簡牧師和曹太數度探望為我祈禱，不勝銘感。

呂耀祥弟兄
(長者崇拜 )

感恩戒煙記

感恩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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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禍不單行，二零一一年九月中，忽然呼吸困難，又一次緊急送院搶

救，醫生證實患上急性肺炎，需即時送入深切治療部急救。住院約十天，

病情好轉才送回普通病房，這是我另一次的死裡逃生。患病期間，王牧

師和師母、簡牧師和曹太都不時探望代禱，真是感激不盡，令我感受到

主耶穌的大能和慈愛是何等偉大。

小弟病情曾一度危殆，簡牧師有見及此，為我特洗了，使我成為真正的

基督徒。藉此再一次向他致萬二分謝意。經過這兩次大難不死的奇蹟，

我意識到香煙為害甚烈，它除了尼古丁令人上癮外，還有很多化學雜質，

長期吸食會損害人的心、肝、脾、肺、腎，輕則諸多毛病，重則足以致命。

屈指一算，小弟抽煙超過六十五年，因情況已到達非戒不可，我只有祈

求主耶穌給我力量戒除此惡習。說也不信，此次戒煙過程完全沒有以

前任何一種不適的感覺。就這樣不知不覺間，戒煙大功告成矣！請問這

不是主耶穌的奇異恩典是甚麼呢？各位煙民，請為自己健康著想立刻戒

煙，不必打戒煙針，用戒煙貼，戒煙香口膠，戒煙糖等，只要誠心祈禱

加上決心，所謂「天助自助」，信者得救，小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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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儷人

在執筆寫這篇文章之時，我倆剛渡過了求婚兩

週年紀念日。回想從求婚、籌備婚禮到結婚典

禮的兩年時間裡，很感恩過程中神一直帶領我

倆走過每一步，讓我們在神的恩典中踏進了人生

的新階段，我們想藉此分享當中神的奇妙恩典。

婚前輔導 － 神的帶領

一般人決定要結婚，第一件想到要做的事可能是擇日或訂酒席，但我們

想到的卻是要找牧師作婚前輔導。我們知道要從情侶轉化到夫妻關係，

溝通方式和相處態度必要作出適當的調整，而深切了解彼此間之不同，

才能達致美滿的婚姻。

我們拍拖的日子並不算是很長，屬靈生命上也有差異 ( 當時我才剛成為

基督徒，太太則從中學時期已經接受基督教信仰 )，如何克服彼此分歧

和衝突需要有神的指引，因此，我們決定找王牧師給我們作婚前輔導。

很感恩他亦一口應允了，而我們也可算是王牧師作婚前輔導時間最長的

其中一對。感謝主的帶領，每次面談交流中，藉王牧師悉心的指引，讓

我倆坦誠地分享彼此內心的經歷、對未來家庭的願景、未來生活安排等

個人的想法，增加了我們對彼此之間在性格、想法、處事方式和信仰理

念等各方面差異的瞭解，要如何彼此諒解，尊重和忍讓，實在給我們減

少婚後的爭執有莫大幫助。

何俊宏弟兄
(靈光組 )

一路有神的帶領......

新婚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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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地點 － 對神的信心

我向太太求婚的地點是在室外的地方，特別容易感受到在天空下，神見

證著我們的感情和承諾，因此，我們的婚禮也希望體現著這種想法。當

別人得知我們決定在室外舉行婚禮後，大多有相同的疑問：「你們不擔

心婚禮當日的天氣嗎？如果下雨時怎麼辦？」而我們婚禮的場地只有一

片大草地，「有瓦遮頭」的地方寥寥可數，下起雨來無論賓客或我們定

必非常狼狽。其實，我們決定這樣的安排，當然也曾想過有可能出現這

種情況，但我們相信若這日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祂必把最好的給我們，

即使要下雨，祂也必有安排，我們又何需擔心呢？「這是耶和華所定的

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因此，我們儘管快樂地迎接這天到來，

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到了婚禮當日，天氣非常美好，藍天白雲，陽光普照，這正是我們理想

中的拍照畫面。婚禮在陽光下進行，還讓出席的賓客感到有點悶熱呢！

真感謝主美好的安排，我們當對主充滿信心呢！

成家立「室」－ 主奇妙的安排

婚後居住的地方是每對新人必要面對的問題，香港現時居住的問題更是

讓人頭痛，而我們也不例外。記得有天晚上，我們到商場裏吃晚飯，途

經一個樓盤準備開售，作為建築師的我倆自然「職業病發作」，對該樓

盤評頭品足，卻招來一班經紀的「熱情款待」。當其時我們才剛開始準

備婚禮的事宜，居住的問題還只有很初步的討論，我倆本來無心購買自

然草草敷衍便走。但其後細看之下，發現該樓盤的價格都在我們能承擔

的範圍之內，想著一試無妨的心態下，我倆便膽粗粗地入紙抽籤購買，

卻又意外地給我們購買到心儀的單位。實在感受到主一直默默地引領我

們呢！祂的奇妙安排往往是我們意料之外。其後雖然在承造按揭的時候

出現一些問題，我們也祈禱求神賜我們智慧去解決，深信神的應允也必

有祂的安排，最後問題亦順利解決。

很感恩在這兩年裏神一直引領著我們，讓我們順利克服每個困難，亦求

神在未來的日子賜給我們更多的愛、智慧和忍耐去建立一個充滿愛的基

督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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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枝散葉

開枝散葉

劉霜瑩姊妹

(奇異果組 )

祢是奇妙的阿爸天父

結婚 18 年，一直都想與丈夫有屬於自己的小孩子。回想過往，即使

有機會懷孕都未能成功，因為每次懷孕胎兒在肚腹內活不過三個月，甚

至胎兒死於腹中。那些年，合算起來總共經歷了五次的流產，心情經歷

到大大失落和重重的打擊。 

每次知道又懷孕的時候，最初總懷著希望與歡喜的心情，但不知為何，

到了最後都是失望的。我甚至埋怨上天怎會這樣對待我，為何不賜給我

和丈夫有一個產業。那時隨了心情大受打擊之餘，對於神也失去了信心，

加上天生負面情緒和思想；即使對人對事總提不起勁，亦責怪天父是否

懲罰我過往的錯失行為。

對於多次習慣性流產令我對生育已不再有期望，即便在尋求很多中西醫

生診治時，他們都說我不會有生育的可能性，又或即使可以懷孕，能成

功的看到胎兒出生的機會不高。因此，我曾與丈夫決定放棄生育計劃。

我對依靠神的感覺也慢慢減退，不過，我仍然很喜歡返教會的小組；因

為我相信一班主內的弟兄姊妹不時為我和家人代禱，讓我感到無比溫

暖。雖然沒有兒女，但看到四週的人關心我，令我繼續相信有愛及感受

到主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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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洗禮，讓我要依靠神的感覺又回來了。那時候，我習慣每天為

自己，家人和別人禱告。

2014 年，媽媽得了第三期鼻咽癌，這段時間我不住的禱告，祈求天父讓

媽媽得到醫治。神真的很奇妙，祂應允了我的禱告，恩典降臨到媽媽的

身上。2015 年 2 月份，媽媽的病得到了合適的醫療後完全康復。

更奇妙的事情，我同時亦接受神的另一個大的恩典。　

2月某天，醫生說我成功懷孕了。那刻心情真的很激動及有點不敢相信。

回到家中，我感恩神賜給我小生命。其後懷孕的日子，都在主的保守看

顧下安穩過度了。

2015 年 11 月 4 日小兒出生了，使我體會到很多事情。每個人都會有軟

弱時候，只要懂得依靠主及相信祂聽我們的禱告。神是會幫助等候祂的

兒女。今日，我和丈夫感到高興及感動，家人和朋友更替我們高興。

2015 年對於我來說，是很奇妙的一年，多謝神一直沒有放棄我，多謝天

父爸爸的一直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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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

提起尼泊爾，你會想起什麼？皇室滅門慘案？ "啹㗎 "兵？登山勁旅？還

是去年五月發生的嚴重地震？對筆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水電和燃

油的短缺！

的確，在香港，平日扭開水龍頭就有水，有電，夏天就可開冷氣，冬天開

暖爐，一切看來理所當然。但在許多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卻不是那麼一回

事！

在剛過去的聖誕節，筆者探訪了身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朋友，並且寄

居在她的家，因此得以親身體驗當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猶記得二十多年

前，筆者以遊客身份造訪當地，因為住的是旅館，設施比較齊備，完全不

知道當時從不間斷的電力供應，原來是因為旅館有強大的後備電池補給。

後來得知實情：許多南亞國家多因電力供應不敷，而有分區限量供電的安

排。

以尼泊爾為例，政府會安排不同區域輪流供電，通常是早上數小時及晚上

數小時。對一般家庭而言，生活作息自然圍繞在這供電時間表上，每日市

民得把握有電力供應的寶貴時段，趕緊做飯燒菜燒水。特別是冬天的加德

滿都，早晚氣溫降至只有攝氏兩三度，天氣極之寒冷，難怪當地婦女都抓

緊中午時段，在陽光照射下洗頭或洗澡。

編委

尼泊爾的尋常百姓家

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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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漏兼逢夜雨，尼泊爾遭逢大地震，路上偶

爾仍然會見到零星的露天帳篷及瓦礫。而當

政府及各界正努力進行重建工作之際，尼泊

爾國內因通過憲法而觸發的政治風波，引致

毗鄰的印度封鎖邊界，燃油運送受到窒礙，

在供不應求情況下，加上不法商人趁機在黑

市進行炒賣，令燃油價格急劇上升，星斗市

民的生活更百上加斤。一些無力負擔的家

庭，只能撿柴回家生火煮食。至於乘搭的士

的車資，當然也如過山車般驟升了。燃油是人生活的必需品，在這非常時

期，尼國居民見面時，話題總離不開家裡燃油夠用嗎？

儘管物質生活挑戰重重，但樂觀的尼泊爾人仍然努力為生活打拼。在博卡

拉附近的沙朗閣，我們遇到的一名 43歲男子，他在家門前燒爐煎蛋給路

過的遊客，以賺取生計。雖然該男子在尼泊爾種姓制度屬於賤民階層，但

並沒有因此自卑，看著家裡的樓梯只能修到一半，他仍然樂觀的說﹕「待

我儲夠錢就可以修好它，將來我希望建一個房間作為民宿，不過一步一步

來吧！」雖然他是文盲，卻努力讓兒子讀上中學，因為他相信教育能夠改

變命運。

在街道飛揚的塵灰中，眼前的一切看似灰濛濛。但我相信，在塵灰陰霾之

上有一道光，默默照看著這裡舉頭仰望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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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日記

前陣子香港電台節目《我係乜乜乜》舉辦「男神選舉」，一名女參加者

一句 :「樣同成個 Package 好似呢面（劉鳴煒）好啲」，成為網上金句，

“Package”更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雖然這個話題對許多人而言

“得啖笑”，但我想深一層，宣教士選擇配偶，又真的存在著一套與眾

不同的“Package”:

 

1. 好煮得：

和許多世俗的眼光不同，宣教士選擇配偶往往不在乎外表 ( 當然，許

多宣教士都是英俊和美麗的 )，但有一樣東西卻很重要，就是會煮東

西！

很簡單，宣教工場（尤其第三世界國家）往往和香港不一樣，要上街

食飯和買食物，並不容易，一日三餐，往往要自己煮，加上食材往往

沒有香港般豐富，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要“有啖好食”, 往往需

要廚藝和創意搭夠。

大家不要以為“好煮得”，只限於女性，其實男性亦很重要！試想

想，一日你的太太臥病在床，你會忍心把她從病床上叫起來，叫她煮

飯給你食嗎？又或者，當你的妻子病得要死，只想吃口粥的時候，你

卻發現，就是粥那麼簡單的東西，都沒有辦法滿足你的妻子！你會忍

心嗎？

周翠珊宣教士 

宣教士的Package

非洲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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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亦有很多人嚮往簡單生活，認為自己就是每天食同樣的東西、

“白烚”都可以！但不要忘記，極端的氣候會影響胃口，尤其在炎熱

的地方，沒有胃口，加上體力往往消化得很快，健康就會受到影響！

不是嚇你！食得不夠好，亦是宣教士患病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

此，往往有新宣教士要出工場，我第一樣建議的往往是進深廚藝，尤

其男士，不要把煮飯這個重責丟給妻子，至少也要懂得如何烹調基本

的食物，否則；妻子病臥在床的時候，又有誰煮飯給你吃呢？

(P.S.：其實再靚也沒有用，在宣教工場，風吹雨打，除非十分刻意

保養，否則過多幾年，再靚，也什麼都走樣了 !)

 

2. 好“悶”得：

香港人生活多姿多彩，但工場往往悶得發瘋！如我，在天馬里生活，

住的地方旁邊就是學校，再過幾步便是教會，每個禮拜到菜市場買菜

一到兩次，買的東西不是蕃茄，就是椰菜……偶爾到村裡面探訪、佈

道，就算是效遊了！人是咖啡色的、地是咖啡色的、屋是咖啡色的，

一日你發現，你老公和自已的臉，都是咖啡色的！（因為臉上舖滿了

土）。尤其是新宣教士，初到貴境，沒有娛樂、沒有朋友，因此，你

的另一半不單扮演著你老公、老婆的角色，還會是你的好兄弟、閨蜜

! 非正式統計，個人發現宣教士夫婦，往往有一方是特別“多嘴”，

那也難怪！一日廿四小時，每天對著，如果兩個人沒有話說，你眼望

我眼，那是多麼的難捱的事情！凡此種種……因此，好“悶”得，會

自娛，基本上是宣教士的必需 ! 當然，除了“多話題”以外，培養多

一點細藝，例如：做手工、園藝，也是“KILL TIME( 消滅時間 )”的

好辦法。

       

3. 好“硬淨”:

娶妻求淑婦，在香港，我想大部份的男人都希望自已的妻子溫柔嫻

淑，女的希望自已的丈夫溫文爾雅，沒有太多的男人希望娶一個惡女

人做老婆，也沒有太多女人希望自己的老公兇巴巴的，但是在宣教工

場，我卻發現夫婦除了有一方是特別“多嘴”以外，我還發現，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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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夫婦，往往有一方是特別惡！而另一方就是不太惡，也不會太善男

信女！

可能你認為，“惡”是不好的 ! 但當你身處當地，太多突然其來的事

情，太多東西需要你處理，如果你看到一只蟑螂都會大叫的話，基本

上是無法生存的！不要說別的偉大事情，就是自己一個人上菜市場，

買個菜，你也沒有辦法做到！試想想，若果走在街在，你突然被一群

人包圍起來，而你的配偶不在你身邊，你會怎樣 ? 許多時你會發現，

唯一保護到你的，除了神以外，就是你自己！如果你不夠“硬淨”，

基本上連生存都難。

 

凡此種種，你會發現宣教士的“Package”，真的和普通人的“Package”

不同 ! 但感恩的是，雖然人是不完美的，但是神奇妙的安排，把適合的

人湊在一起，並差他們出去，為主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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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灌溉心靈的半杯水》──沈祖堯最想分享的感恩故事

作者：沈祖堯

出版：皇冠出版社 (香港 )

出版日期：28/10/2013

全書共有 43個故事，分佈於四個不同章節，包括

(一 )感恩緣起、(二 )生活滿載恩情、(三 )藉

名人知感恩及 (四 )恩典無處不在。本書有一個

簡單而直接的主旨 ──「懂得感恩，便會快樂」。 

在序言中，沈校長看到「我們的城市，不知從甚

麼時候開始，充滿著令人窒息的怨氣。年輕人抱怨出路狹窄，工資太低；

成年人不滿制度不公，房價太貴；年長的憤慨著政府無能，退休無保障；

還有貧富不均，政治爭拗，環境污染，一大堆一大堆的怨氣，把我們天

天壓在這陰霾下。不論是報紙的新聞，電台的廣播，或是街上遊行不滿

的聲音，為我們更添煩思。到底我們如何走出這困局？怎樣可以呼吸一

口新鮮空氣？怎樣可以抬起頭來、挺起胸膛？怎樣可以把笑容重新掛在

臉上？」

在此，筆者希望與讀者分享讀畢此書其中一點感受。其中一篇＜謝謝對

你不友善的人＞，沈校長回憶起在他習醫生涯的初期，遇到對他苛刻、

編委

灌溉心靈的半杯水

打開書窗



34 35

打開書窗

不友善、不公平的人，他告訴我們不應敵視這些不友善的人，反而視之

為良師益友，是我們的推動力，及從另一角度鞭策自己的方式。在筆者

的心中，能做到原諒對自己不友善的人，已是不容易，沈校長卻更進一

步，不單能原諒，而是感謝對方，將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不正就是我

們需要學習嗎！

另外，沈校長又藉半杯水的比喻：「假如你面前放有半杯水，你會看見

那是半滿的水還是半空的杯子 ? 你會感恩於仍有半杯水，還是埋怨只得

半杯 ?」今日，從父母無私偉大的愛、朋友真誠的支持、兄弟手足之情，

到萍水相逢之交，仍願意在患難中伸出援手，這些故事都在提醒，當我

們肯選擇正面思想，把目光放在這些積極的人身上，自自然產生感恩之

心了！

書中沈校長希望藉著這些小故事，提醒我們「懂得感恩的人，不會要求

得到更多，不會抱怨社會太多，只會願意付出更多。假若我們都能做

到一點點，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都市，豈不是更快樂，更積極和更互愛

嗎？」

最後，筆者建議，讀者每讀完一個故事後，試一試環顧自己身旁，有沒

有類似的人和事；如有，我們當快樂感恩；如沒有，我們當想一想可不

可以付出多一點。正如沈校長序中結語說：「但願我們都學會，多欣賞，

多感恩，多回報。」



40

靈糧速遞

信徒生活講座
題目：走過抑鬱的日子
講員：蘇可蔚博士
日期：2016 年 2 月 20 日 ( 星期六 )
時間：下午 8:00-9:30
地點：待定
報名：請到地下壁報板簽名填上人數，或各小組組長填
      上出席人數。

受苦節 默想聚會
日期：2016 年 3 月 25 日 ( 星期五 )
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地點：一樓禮堂

* 當日程序將分時段進行 (每一小時為一時段 )

肢體可自由選擇時段安靜默想。

受苦節 晚間崇拜
日期：2016 年 3 月 25 日 ( 星期五 )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一樓禮堂

第 156屆 水禮
日期：2016 年 3 月 26 日 ( 星期六 )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一樓禮堂



【天降嗎哪】：介紹主題文章的園地，提供主內肢體適切的教導及牧養

              的信息。

【瞭望綠洲】：主要介紹教會內不同的牧區，讓不同牧區的肢體可以更

              瞭解各牧區的發展。

【窗外藍天】：介紹教會信徒領袖或服事群體在事奉中的甜酸苦辣，並

              在職場服事的生命見証。

【青青樂園】：分享逆風帶中學生在牧區的生活與白田福音中心的學生

              工作的點滴。

【新婚儷人】：弟兄姊妹如何在神的帶領及恩典下，兩人進入婚姻，踏

              入人生另一階段的見証。

【開枝散葉】：介紹靈糧大家庭裡，家庭蒙福，得以開枝散葉的喜悅。

【感恩祭壇】：肢體透過禱告經歷神大能作為，並為神奇妙的恩典獻上

              感恩的活祭！

【奉差遣去】：分享個人在職場和未信家人中為主作鹽作光的見証。

【豐言豐語】：報導或摘要有關教會舉行的“信徒生活講座”、“專題

              講座”的信息。

【非洲日記】：分享非洲宣教士的生活點滴，拉近讀者與宣教士的距離。

【打開書窗】：主要推介或分享編者對圖書館現有書籍或新書籍一些個

              人讀後感，以鼓勵讀者培養閱讀的興趣。

【沃野田園】：歡迎家箋的讀者投稿分享個人成長心聲、事奉感受或教

              會生活點滴。

【靈糧速遞】：介紹教會最新事工情報或消息。

【聖經解碼】：介紹聖經中有趣的節期、名字、數字……讓讀者明白當

              中豐富的涵義。

專欄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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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
耶穌降生的日子              編委

有關耶穌降生的記載，新約四福音中，只有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比較詳細

的記載，但兩卷書都沒有明確記載耶穌的出生日期。那麼，為什麼把十二月

廿五日定為聖誕節呢？

把十二月廿五日定為聖誕節，是羅馬天主教會於四世紀時所定的。十二月廿

五日，本是波斯太陽神的誕辰，同時也是羅馬太陽神的誕辰，所以那一天是

當時異教徒敬拜太陽神的節日。自君士坦丁統一羅馬以後，信奉基督，定基

督教為國教。為了要把崇拜太陽神的風俗習慣基督教化，教會領袖便將當時

大家所慶祝的太陽神節（十二月廿五日），選作聖誕節，與新的國教結合起

來。到了公元354年，羅馬教皇（Pope Liberius）頒佈教令：以十二月廿五

日為「聖誕節」。從此，十二月廿五日成為西方教會的宗教節慶。

但事實上，根據聖經所記載主耶穌降生前後的事實，神學家推論出主耶穌是

不可能在十二月的隆冬時節出生。

路加福音二章1-3節告訴我們，「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

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報名上冊就如今天的人口登記，據歷史學家的

考證，這命令是要求全國國民各自回歸本城，登記戶籍。這一條法令，關係

到全國人民的活動，統治者斷不會在春夏兩季、農耕繁忙的時候執行，以免

影響莊稼收成；更不會要求百姓在難以趕路的嚴寒冬天下，眾人各歸各城。

所以，當約瑟與馬利亞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回到他的本家-伯利恆時，不

會是春夏、也不會是嚴冬，最有可能是秋天到初冬的一段日子。

此外，路加福音二章8節中指出「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

更次看守羊群」。伯利恆的十二月，是全年最冷的月份，有時還會下雪。一

般牧羊人都會把羊群從山嶺地區、野地裏趕回，帶到棚裏過夜，避免嚴寒危

害到羊群。由此可知，耶穌降生時，牧羊人仍在野地裡牧羊，可見當時伯利

恆的天氣未進入嚴冬，不會是十二月。大部分的神學家都認為耶穌的出生月

份應在九月至十月之間，因為只有這段時候，牧羊人才會晚上牧放羊群。

聖經解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