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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連眾天使都歡慶的耶穌

誕生的日子，卻沒有地方留給耶穌？

這真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兩千

年前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恆城，當耶穌

的母親馬利亞的產期到了時候，「因 
為客店裏沒有地方」（路2: 7），她只 
好選擇在馬槽裏生下耶穌。兩千年後

的今天，在這個慶祝耶穌誕生的季節

李定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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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
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眾人各歸各城，報
名上冊。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
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
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
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馬利
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
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路加福音2章1-7節

裏，你心裏有留地方給耶穌嗎？沒有

耶穌的人生就如同一個商業性的聖誕

節，送禮迎人，吃吃喝喝，歡聚一陣

之後，留下的只是空虛惆悵。你的人

生是這樣的嗎？但凡是心裏留地方給

耶穌的人，就會得到耶穌所應許的：

「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太11: 
29）

讓我們回到第一個聖誕節的光

景，來思想一下「沒有地方留給耶

穌」這個問題。

壹、 當年的客店裏沒有地方留給
耶穌

「他們在那裏（伯利恆）的時



者。他們對彌賽亞的錯誤期望，關閉

了神藉祂話語中向他們啟示的機會。

因著這些政治、經濟及社會的

因素，使得二千多年前的那個社會無

人願留地方給耶穌，結果這位被神差 
遣來拯救世人的救主，只好被生在馬

槽裏。

二、馬槽裏的救主

聖經把耶穌誕生的經過描述得很

簡單：「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

（路2: 7）而放置馬槽的廄棚究竟是一 
個什麼樣的環境呢？

首先，那不是一個人可以控制
的環境。巴勒斯坦一帶的廄棚多半
是用石頭、茅草等材料圍蓋起來的地

方，非常的簡陋。廄棚內又髒又暗，

而且很臭；若正逢風吹雨打，則會變

得又濕又冷。主耶穌就是在這樣一個

破陋、沒有保護、無法控制乾濕冷暖

的環境中出生。

其次，那不是一個人期望救主
降生的環境。拯救世人的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不但沒有出生在皇宮，反

倒是出生在這樣一個不乾淨、牲畜群

聚的地方，真不是人所能想像的！

再說，那是一個借來的地方。
耶穌在世時，不曾擁有世上任何東

西：祂出生在一個借來的廄棚裏，成

年後也沒有枕頭的地方（路9: 58）； 
祂沒有自己的教堂，講道時用的是別

人的會堂（路4: 16），或是將別人的 
船當作講台（路5: 3）；祂最後一次進 
入耶路撒冷時，是騎著一匹借來的驢

駒（路19: 29-34）；祂死了以後是被 
安葬在一個借來的墳墓裏（太2 7 : 
57-60）。耶穌在世上只有一樣東西
真正屬於祂─那就是「耶穌的十字

架」（太27: 32），那就是世人給耶穌 
的禮物！

還有，那是一個窮人能認同
的環境。廄棚不但是動物住宿的地
方，是借來的地方，也是一些無家可

歸之窮人過夜的地方。耶穌來到世

上，與窮人認同，也被這群在世上沒

有盼望、不知道如何活下去的人所認

同。當施洗約翰在監獄中起了懷疑，

打發兩個門徒去問耶穌說：「『那將

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

呢？』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
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

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

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

給他們。』」（太11: 3-5）是的，我
們可以從耶穌所行的神蹟中認定祂的

能力，肯定祂的確是從神來的，但是

耶穌誕生的目的不是為了顯神蹟，甚

至也不是為了證明祂有能力可以使死

人復活，就如拉撒路雖復活了，但

後來仍又死了。耶穌來，是為了使 
「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窮人是
猶太人社會所看不起的一群人，也被

人認為是神所不祝福的一群人。對社

會上的人來說，他們不知道窮人如何

能勇敢的活下去？為什麼要活下去？

但主來了，祂把福音傳給這批在世

上沒有盼望的人，這批在世上不知道

如何活下去的人，使他們能勇敢地面

對將來，知道如何在缺乏的物質環境

中，仰望主而擁有一個豐盛的生命。

這就是福音，就是耶穌來到世上的目

的─父神定意讓祂生在馬槽裏，好讓

福音能夠傳給窮人。

耶穌降生在馬槽裏不是一件偶然

的事，乃是全權之神預定的安排：在

神的時間滿足的時刻，羅馬該撒大帝

的命令就發布出來，這完全在神的計

劃下，而祂的兒子生在馬槽裏，代表

出父神的慈愛和耶穌的順服與謙卑。

世上貧窮人和靈裏「虛心」的人有福

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5: 3）！

貳、 今天的人心中沒有地方留給
耶穌

當年伯利恆沒有地方留給耶穌的

原因，也是今日社會上人心裏不願留

地方給耶穌的原因。自古以來，人的

罪性一直沒有改變，反而因受到物質

文明進步的影響，更不願把心留給耶

穌。讓我們再從政治、經濟、社會等

三方面的因素來看現代人的問題：

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

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

為客店裏沒有地方。」（路2: 6-7）神
的兒子來到地上，客店裏卻沒有地方

留給祂。

一、為什麼客店裏沒有地方？

當時有許多因素造成了這個狀

況。

1. 政治因素：當時的羅馬大帝為 
了徵稅的緣故，下令作人口普查，人

人都必須回鄉報名上冊，因此馬利亞

和約瑟走了大約120公里的路，回到
伯利恆去納稅。但這一切的發生都是

在神的安排之下，神要藉著該撒的
下令，促成神在750年以前所說之
預言的實現：「伯利恆以法他啊，
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

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 
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 
就有。」（彌5: 2）此外，神所應許的 
彌賽亞必須從大衛的後裔出來，而馬

利亞與約瑟兩人均是大衛的後裔；藉
著耶穌的出生，顯明彌賽亞的來
到：「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
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

上……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

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

今直到永遠。」（賽9: 6, 7）
2. 經濟因素：馬利亞與約瑟不是

富裕人家，也許是因旅行的人多，便

宜的客房都已被佔滿了，以致他們住

不起客房，只好在養牲畜的廄棚裏住

宿。但這也是神的安排，祂選擇用這

種方式讓祂的愛子降生人世。神不要

耶穌生在皇宮，也不要祂生在大戶人

家，而是生在一個世上窮人能認同的

地方。神的兒子以謙卑、溫柔的身分

進入人類的歷史，這真是奇妙，是人

想像不到的！

3. 社會因素：也可能是因為客店
老闆不讓約瑟和懷有身孕的馬利亞住

在他們旅店裏。這也暗示絕大多數的

猶太人不接受耶穌，因為他們所期望

的彌賽亞，是一位能在政治、軍事上

把猶太人從羅馬壓迫下救出來的拯救



一、政治因素─個人主權的轉移

人心中不願意保留地方給耶穌，

從根本上來說是主權的問題。所謂 
「主權」就是指讓誰掌管自己：是自

我呢？還是耶穌呢？這兩方面一直在

爭戰，信耶穌就等於是將個人的主權

轉移給耶穌。

你的心想擁有自我的主權，還是

願意讓耶穌在你心中作王呢？這個決

定會影響你的一生。然而許多人所選

擇的是把耶穌摒棄於心門之外，卻不

知耶穌作主比自己作主更好。在我探

訪傳福音的經驗裏，遇過不少專業人

士，當我把福音介紹給他們之後，往

往會遇到幾方面否定的回答：第一，

沒有時間；第二，沒有需要；第三，

認為福音太簡單，似乎不合邏輯。其

實他們不願接受耶穌的根本原因，是

在於不肯把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福

音雖然簡單，但並沒有不合邏輯，然

而福音需要人以單純的心去接受，因

為「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國」（太18: 3）。只要有
渴慕的心，又像小孩那樣謙卑的人，

就會肯留出心中的空位給耶穌。

二、經濟因素─金錢物質的控制

人心中沒有地方留給耶穌的另

一個原因，是經濟因素。隨著物質文

明的進步，人心被物質上的需求所籠

罩，又因為財富常帶給人滿足、權

柄、安全和幸福的錯覺，所以我們很

容易就會貪戀錢財過於愛永生。中國

人過年時常喜歡說：「恭喜發財」，

因為一般人認為金錢代表老天爺的賜

福，而且認為金錢可以排除萬難。猶

太人也有這個觀念，認為財主之所以

有錢，是因為神的臉光照他們，因此

人人都想當財主。

然而耶穌說：「你們不能又事

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

利」的意思）。」（太6: 24）在此這
個「事奉」是指對君王的那種莊嚴

的、有立約關係的事奉，所以如果你

是為財利而活，那麼你就成了它的奴

隸；但是如果你的認同和安全感是在

神身上，那麼財利就不能藉著憂慮和

慾望來控制你。這是非此即彼的抉擇

─你若不選擇事奉神，那麼你自然

就成為財利的奴僕（註1）。
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教授史迪

爾（Ronald Steel）曾在《紐約時報》
雜誌上為文預測未來一百年的趨勢，

他說資本主義將永遠控制全球，世界

上的貧富懸殊現象會愈發顯著。現代

人與日後一百年的人所受經濟壓力的

控制將會遠超過去，使得人心中更沒

有地方留給耶穌。

三、社會因素─現代思潮的衝擊

二千年前猶太人因著對彌賽亞

的錯誤期望，而壓制了神話語對他們

的啟示，所以心中不能接受這位以謙

卑、溫柔身分來到世上的彌賽亞。現

今的社會中也充滿了各類的思想，對

於神啟示的壓制比二千年前更甚。

近代神學家史鮑爾（R. C. Sproul） 
曾提到現代思潮對社會及信仰的衝

擊。他說到的現代思潮，包括了個人

主義、自由主義、相對主義、商業主

義，與消費主義等。這些思潮與主義

影響了整個社會，使人遠離神，並且

讓人以自我為中心來生活和看世界；

而與此同時，它們也侵蝕了基督徒的

心，間接地影響了教會，造成教會的

失敗。

這些現代思潮把人帶入一個自

滿、依靠自己的心態中，然而人最終

卻必會因看見自我的有限而失望，心

中得不到安息。在聖經中，神藉先知

阿摩司這樣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
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

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摩8: 11）物質文明再興盛，也不能
解決人心中的飢渴，人心中必須要有

耶穌，才能得到滿足。你有平安嗎？

你心裏有地方留給耶穌嗎？

參、你心裏有地方留給耶穌嗎？

如果耶穌今天降臨，你心中有地

方留給祂嗎？當今年聖誕節來臨的時

候，請你不要再把耶穌當作馬槽中的

嬰孩，而要視祂為你個人的救主，並

且接受祂作你生命的主。在你心中留

些地方給耶穌，讓祂在你心中的地位

提高，從一個可愛的嬰孩提升為你個

人的救主！

朋友，你知道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是什麼嗎？就是留出地方來給耶穌！

你要重新思考你的生命，改變你生活

的優先次序，讓耶穌住進你的心裏。

耶穌可以改變你的生命，並使你的生

命活得更豐盛，這就是神要在聖誕節

賜給你我最大的禮物。你必須在心中

留下空間去接受耶穌為主，這將是你

一生中所做最有價值的事！

財經作家路易斯（M i c h a e l 
Lewis）曾經預測，這個世紀中人類所
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科技方面的，

也不是醫學方面的，而是如何解決人

類一項不斷的需要─尋找生命的價

值。這個世紀的人比過去的人更加感

覺到自己被遺棄在一個角落裏，因而

會不斷地問自己：我為什麼要繼續活

下去？

是的，這是人類自亞當犯罪以後

就一直在問的問題。聖經告訴我們，

如果人心中沒有地方留給耶穌，就得

不到安息。神是創造的神，是歷史的

神，更是救贖的神。神的計劃是差遣

祂的愛子耶穌降世為人，指引我們當

行的道路，並為我們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作了贖罪祭，使我們可以與神恢

復關係，回到神那裏。神的方法是要

你我在心中留些地方給耶穌，邀祂進

入心中作救主。朋友，你心裏有地方

留給耶穌嗎？在這個舉世慶祝聖誕的

季節中，何不作一項人生真正重要的

事？留出地方來給耶穌，接受祂作你

生命的主！ 

註1. 見《諸神的面具》第66頁。此書
為美國《紐約時報》及亞馬遜

書店排行榜暢銷書，由「更新傳

道會」2011年出版。歡迎上網訂
購www.crmnj.org，或電732-828-
4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