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課題：基督降生成人 

基督降生成人是指天主聖三的第二位聖子取了人性，同時又保存了祂的天主性。

它是天主對人類的愛情的最崇高的表示。 

1. 基督降生成人這項工程 

天主第二位聖子攝取了人性，是天主聖三的共同行動。天主降生成人是指聖子降生成人，

而非聖父、也非聖神降生成人。然而，降生成人是天主聖三的共同行為。在聖經中有時

將其歸於天主聖父（希 10:5；迦 4:4），有時將其歸於聖子（斐 2:7），有時歸於天主聖神

（路 1:35；瑪 1:20），由此強調降生成人這個奧跡是天主聖三所共同做的、獨一無二的

工程。聖奧斯定解釋說：「瑪利亞懷孕生子是天主聖三的工程，因為聖三的行動從不分

離」。 
1
 它是天主聖三的一項對外的行動（ad extra），其效果見於天主之外，見於受造

物上。所以它是天主的三個位格共同進行的工程，因為天主只有一個，且是唯一的，也

就是天主的無限德能（參閱天主教教理，258）。 

聖言降生成人這一個奧跡絕不影響天主的自由，因為天主其實可以決定聖言不要攝取人

性，或是決定由天主的另一個位格來降生成人。雖然天主的自由是無限的，但是這並非

意味祂的任何決定會是專斷任意的，也不否定祂的行動的動機是愛。故此，神學家們一

直所探究的是天主在救恩工程中的各種決定的『合宜性』，藉此試圖窺看這些決定的內

在連貫性，而非祂的各項行動的必須性。 

2. 童貞瑪利亞，天主之母 

童貞聖母瑪利亞自太初就被預定了做救主的母親，完成聖言降生成人的計劃：「在基督

的奧跡內，她甚至『在世界創造之前』就已臨在，因為她是父『選擇』作為祂的子降生

中的母親。況且，子與父一齊選擇了她，永遠將她託付給聖德的聖神。」2
 天主在揀選

瑪利亞時也尊重她的自由，因為「仁慈的天父願意聖子在降生成人之前，先取得那已被

預定為母親者的同意。這樣正如過去是一位女人促成了死亡，同樣也是一位女人促成了

生命的來臨（教會憲章，56；也參閱教會憲章，61）」（天主教教理，488）。所以，教會

的教父們自古以來就視聖母瑪利亞為「新厄娃」。 

「為能成為救主之母，瑪利亞『從天主那裡，領有各種相稱於這項崇高職位的恩賜』（教

會憲章，56）」（天主教教理，490）。在聖子降生成人之前，加俾額爾天使到來給她報告

喜訊，向她請安說：「充滿恩寵者」（路 1:28）。就是說，瑪利亞此時因著對天主恩寵的

回應，已經是滿被聖寵了。她在天主眼中蒙受的寵倖，給她做好準備去作為救主的童貞

母親。瑪利亞完全地被天主的恩寵所佔有，使她能夠自由地接受天主的召選（參閱天主

教教理，490）。如此，「由於同意了天主的話，瑪利亞成了耶穌的母親，全心接受了天

主救世的旨意，不受任何罪惡的阻礙，並整個獻身於她的聖子和其事業，與祂一起，在

祂權下，藉全能天主的恩寵，為救贖的奧跡服務」（參閱教會憲章 56）」（天主教教理，

494）。「東方傳統的教父們稱天主之母為『全然聖善的』(Panagia)，尊崇她為『沒有絲

毫罪污，好像被聖神塑成的一個全新的受造物』（參閱教會憲章，56）。聖母瑪利亞因天

主的恩寵，在她的一生中，從未犯過任何本罪」（天主教教理，493）。 

聖母瑪利亞在她受孕時就已經蒙受了救贖：「這就是教宗比約九世於 1854 年所宣佈的始

胎無染原罪的信條：『榮福童貞瑪利亞，曾因全能天主的聖寵和特恩，看在人類的救主

耶穌基督的功績分上，在其受孕之始就被保護，未受原罪的任何污染』（DS 2803）」（天



主教教理，491）。瑪利亞的始胎無染原罪是天主無償之愛的展示，因為這全是由天主的

主動，不是由於瑪利亞的而是基督的功德。的確，「瑪利亞在『受孕之始便賦有的這些

獨特的聖德光輝』（教會憲章，56），完全是來自基督；她是『因自己聖子的功勞，奇妙

地獲得了救贖之恩』（教會憲章，53）。」（天主教教理，492） 

聖母瑪利亞是天主之母：「瑪利亞藉聖神的工作所懷孕成人的，並且按肉身而言，真實

地成了她兒子的那一位，就是聖父的永生之子、聖三的第二位。教會承認瑪利亞確實是

『天主之母』(Theotokos)」（天主教教理，495）。她所生育的不是聖言的天主性，而是

祂人性的身體，並與天主所創造的人性靈魂所結合，一如所有的人一樣，形成人的自然

本性，且立時為天主聖言所攫取。 

聖母瑪利亞一直保持著童貞。自初期開始，教會在信經內和所舉行的禮儀中「慶祝瑪利

亞為『終身童貞』（參閱教會憲章，52）」（天主教教理，499；也參閱天主教教理，496-507）。

教會的這一項信仰反映在一句古老的說法中：她在分娩耶穌之前、之中和之後都是童貞

之身。自始「教會就宣認耶穌是只因聖神的能力，在童貞瑪利亞的胎中受孕，並肯定這

事的具體狀況；耶穌是『非由男人精子，而是藉聖神之功（Absque semine ex Spiritu Sancto）』

所受孕的（拉特朗大公會議，649；DS 503），也就是說，沒有人的因素，完全是聖神的

能力」（天主教教理，496）。瑪利亞在生產的過程中仍保持這童貞，因為「生產無損她

的童貞，正如受孕也無損她的童貞一樣 …。耶穌基督以令人驚奇的方式生於童貞之身」。 
3
 的確，「基督的誕生『並未損害她童貞的完整，反而予以聖化』（教會憲章，57）」（天

主教教理，499）。瑪利亞在分娩以後，仍然永遠地保持了完整的童貞。教父們在詮釋福

音的教訓和回應反對的聲音時，一直都肯定這一事實。它顯示出瑪利亞對天主救贖計劃

的完全的、絕對的交付。聖巴西略總結道：「愛天主的人根本不會聽說，天主的母親在

某個時刻不再是一個童貞女。」4
 

聖母瑪利亞被榮召升天。「被保留未染絲毫原罪污點的無玷童貞聖母，在結束了人間生

活的過程後，身靈一同蒙召升天，被上主榮擢為宇宙之后，使她和她的聖子 —— 萬君

之主、罪惡與死亡的征服者，更形相似。」5
 至聖童貞聖母瑪榮召升天，是基督徒復活

的先聲（參閱天主教教理，966）。瑪利亞的王后地位，建基於她天主之母的身份，以及

她與耶穌的救世工程的緊密聯合之上。6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教宗比約十二世欽定

了「瑪利亞母皇」這個節日。7
 

瑪利亞是救主耶穌之母。因此，她神聖的母性，也為人類的得救而與救主耶穌合作：「瑪

利亞以亞當女兒的身份，同意了上主的話而成為耶穌的母親；她以全部心靈，又不為絲

毫罪惡所阻，接受了上主的救世旨意，作為主的婢女，她將自己全盤奉獻給她的兒子和

祂的事業，在祂手下，和祂一起，由於全能的聖寵，來為救贖的奧跡服務。所以教父們

認為聖母並不僅是天主手中一個消極被動的工具，而是通過她自由的信德和服從，成為

天主救人的事業的合作者」。8
 

這一個為人類的得救而與救主耶穌的合作，同樣展示在她的神聖的母性中。瑪利亞是新

厄娃。在恩寵的境界中，她是人類真正的母親，因為藉著她這個合作，才誕生出信友的

恩寵生命和靈性成長：瑪利亞「以服從、信德、希望和熾熱的愛情和救主超絕地合作，

為重建人靈的超性生命。因此，在聖寵的境界內，聖母是我們的母親」9
 （參閱天主教

教理，968）。瑪利亞也是中保，而且她那母性的中保總是隸屬於基督的唯一中保內，由

她在世上接受天使傳報時的「爾旨承行」（fiat）那一刻開始，一直延續到現今及永遠，

因為「她升天以後，猶未放棄她這項救世的職分。而以她頻頻的轉求，繼續為我們獲取



永生的恩惠。… 因此榮福童貞在教會內被稱為保護人、輔佐者、援助者、中保」。10
 （參

閱天主教教理，969） 

聖母瑪利亞是教會的典型與模範。「她成了教會信德與愛德的模範。因此，她被『尊為

教會最崇高、最卓越的成員』（教會憲章，53），她甚至是教會『典型』（typus）（教會

憲章，63）的實現」（天主教教理，967）。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教宗聖保祿六

世隆重宣佈聖母瑪利亞為教會之母，以更顯明的方式來強調童貞聖母瑪利亞在所有基督

徒中所扮演的母性職分。11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理解，教會對至聖童貞瑪利亞的敬禮，是基督徒欽崇天主的一個內

在要素。12
 「榮福童貞『理當受到教會特別的崇敬。從很古老的時代，榮福童貞已被

尊以『天主之母』的榮銜，信友們在一切危難急需中，都呼求投奔她的護佑。… 對聖

母的敬禮 … 雖具有絕無僅有的特徵，但對降生的聖言，對聖父及聖神的欽崇禮，仍然

有本質上的區別，而且特別能促進這項欽崇禮。』13
 教會對聖母的敬禮包括敬禮天主

之母的禮儀慶節以及敬禮聖母的經文，例如：玫瑰經的內容是『整部福音的撮要。』」

（天主教教理，971） 

3. 基督降生成人的預像和預言 

在先前的一個課題，我們討論到原祖亞當厄娃犯罪以後，天主並未拋棄人類，反而給人

類許下了一個救主（參閱創 3:15；也參閱天主教教理，410）。 

在人犯了原罪和天主給人類許諾了救恩之後，天主主動與人類再次建立盟約：首先是在

洪水滅世之後與諾厄（參閱創 9-10章），更特別的是之後與亞巴郎所立的約（參閱創 15-17

章），許給了亞巴郎眾多的後裔並將會被天主立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又賜給他一塊新的

土地，以及將來有一天萬民將因這個民族而受祝福。之後，這一個盟約又與依撒格（參

閱創 26:2-5）和雅各伯（參閱創 28:12-15；35:9-12）重新制定。在整部舊約中，天主與

梅瑟所定立的盟約，成為了這個盟約的最高峰的表達（參閱出 6:2-8；及出 19-34 章）。 

在天主與以色列子民的關係史上，納堂先知的預言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參閱撒下 7:7-15）。

它預告了默西亞將出自達味的後裔；祂將統治各個民族，不只是以色列民族。關於默西

亞，其他的預言說明了祂將會降生於白冷（參閱米 5:1）；祂屬於達味的家族（參閱依

11:1；耶 23:5）；祂將會被起名叫「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參閱依 7:14）；

祂要被稱為「神奇的謀士、強有力的天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王」（依 9:5），等等。除

了這些預言默西亞作為國王和出自達味家族的聖經章節外，還有另外同樣以預言的方式

揭示默西亞的救贖使命的記述：祂將被稱為上主的僕人、受苦的僕人；祂的身體將會承

擔起和解與和平的使命（參閱弗 2:14-18；依 42:1-7，49:1-9，50:4-9，52:13-53:12）。在

此背景下，達尼爾先知七章 13-14 節關於人子的描述極為重要：祂將會神奇地，以謙卑

和俯就來克服人性的軟弱，永遠地重塑默西亞王國。（參閱天主教教理，440） 

舊約中主要的救主的「形象」有：無辜被害的亞伯爾、默基瑟德大司祭的祭獻、依撒格

的被祭獻、被弟兄出賣的若瑟、逾越節被宰殺的羔羊、梅瑟在曠野中舉起的銅蛇、和約

納先知。 

4. 基督的名字和稱謂 

歷代的神學家和靈修學家們給予基督的名字和稱謂有許多。有些是出自舊約，有些出自



新約。有些是耶穌自己也使用過的或祂接受了的，有些是教會在不同世代中採用的。這

裡我們要探討的是那些比較重要和慣用的。 

耶穌（參閱天主教教理，430-435）：在希伯來文中意思是「天主拯救」：「天使加俾額爾

在預報救主誕生時，說祂的名字要叫耶穌，這名字同時表達了祂的身分和使命」（天主

教教理，430）。意即祂是降生成人的天主聖子，為「把祂的民族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瑪

1:21）。耶穌這一名字 「意味著天主自己的名字臨現在祂降生成人的聖子身上，好能普

遍而確實地補贖罪過。這是唯一能夠帶來救恩的神聖名字，而且能被眾人呼求，因為藉

著降生，祂已與眾人結合」（天主教教理，432）。耶穌這個聖名，是基督徒祈禱的核心

（參閱天主教教理，435）。 

基督（參閱天主教教理，436-440）：是希伯來文「默西亞」的希臘文翻譯，意思是「受

傅油者」。它之所以成為一個適合耶穌的名字，是因為「耶穌完全實現了這詞所表達的

神聖使命。在以色列，那些為執行天主賦予的使命而奉獻於主的人，才因天主的名而被

傅油」（天主教教理，436）。這裡所指被傅油的，是那些以色列的君王和司祭們，例外

地也是先知們。而把默西亞這個名字用在耶穌身上是完全適合，因為祂是天主派遣來永

遠地重建天國的。耶穌以其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功能，實現了以色列對默西亞的企

望（參閱天主教教理，436）。耶穌「接受了祂應得的默西亞名號，但有某種保留，因為

當時一部分的人，用一種過分人性的觀念去看此名號（瑪 22:41-46），主要是政治性的

觀念（若 6:15；路 24:21）」。（天主教教理，439） 

耶穌基督是天主的唯一聖子（參閱天主教教理，441-445）。耶穌與天主聖父的父子關係，

與我們跟聖父的、被收納的父子關係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個本性的、自然的父子關係，

意即「耶穌基督與天主聖父的唯一及永遠的關係：祂是聖父的獨生子（參閱若 1:14、18；

3:16、18），祂本身也是天主（參閱若 1:1）。要成為基督徒，必須相信耶穌基督是天主

子（參閱宗 8:37；若一 2:23）」（天主教教理，454）。福音「敘述了在兩個隆重的時刻：

基督受洗和顯聖容時，聽到了父的聲音，稱祂為自己的『愛子』（瑪 3:17；17:5）。耶穌

自稱為『天主的獨生子』(若 3:16)，並用這稱號肯定祂先前存在的永恆性。」（天主教

教理，444） 

主（參閱天主教教理，446-451）：「在舊約經書的希臘文譯本中，天主啟示給梅瑟（參

閱出 3:14）的那個無可言喻的希伯來文名字『雅威』(YHWH)，譯成了『Kyrios』，『主』。

由那時起，『主』就成了最通用的名字，來表示以色列的天主的神性。新約利用『主』

的這個圓滿意義的名字稱呼父，但新穎的是，也用它來稱呼耶穌，藉以承認祂是天主（參

閱格前 2:8）」（天主教教理，446）。教會用這個屬神的名字「主」來稱呼耶穌，「在初期

的信仰宣辭（宗 2:34-36）一開始就確認： 天主父應享有的德能、尊崇和光榮，也適合

於耶穌（參閱羅 9:5；鐸 2:13；默 5:13），因為祂『具有天主的形體』(斐 2:6)，而聖父

也顯示了耶穌這種尊威，使祂從死者中復活，並在自己的光榮中顯揚祂（參閱羅 10:9；

格前 12:3；斐 2:11）」（天主教教理，449）。基督徒的祈禱，無論是禮儀還是個人的，也

以「主」的名號作為特色（參閱天主教教理，451）。 

5. 基督是天主與人之間唯一的且完美的中保。祂是導師、司祭和君王 

「耶穌基督在其唯一的天主性位格中，是真天主又是真人；為這緣故，祂是天主與人之

間的唯一中保」（天主教教理，480）。新約中論及基督的中保使命，最深刻的表達就是

在弟茂德前書中：「因為天主只有一個 ，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就是降生

成人的基督耶穌，祂奉獻了自己，為眾人作贖價」（弟前 2:5）。這裡說出了基督是中保



以及祂作為中保所做的。致希伯來人書把基督看作一個新約的中保（參閱希 8:6；9:15；

12:24）。耶穌基督是中保，因為祂是完美的天主和完美的人，但祂是因著祂的人性、並

在祂的人性中內做中保的。這些新約的篇章指出，基督是先知和真理的啟示者，是大司

祭，也是一切受造之物的主。但是這並非三個不同的職務，而是基督作為唯一的中保的

救世使命中三個不同的方面。 

基督是申命紀中預言的先知（18:18）。人們也把耶穌看作一個先知（參閱瑪 16:14；谷

6:14-16；路 24:19）。致希伯來人書在開篇伊始就標誌性地指出了這一點。但是基督不

只是一個先知：祂就是那位「導師」，意思是說，祂是以自己的權威來教導眾人的，一

種在祂以前不為人所知的、使聆聽祂的群眾感到驚奇的權威。耶穌的教導至高無上，因

為祂的教導建基於祂是天主同時又是人。耶穌不僅僅教導真理。祂就是真理、成為血肉

而有型可見的真理。基督，聖父的永恆聖言，「是聖父的唯一、完美及決定性的聖言，

天父藉祂說了一切，除祂以外將不再有其他的話」（天主教教理，65）。基督的訓導是最

終的，意即，天主在人類歷史的整個過程中所要賜給人類的啟示，已經在基督身上得到

了最終的實現。 

基督是司祭。耶穌基督的中保角色是司祭性的。致希伯來人書就以基督為司祭作為一個

主題，並且指出了基督就是新約中的大司祭，「『為按照默基瑟德品位的大司祭』（希 5:10），

『聖善的、無辜的、無玷的』（希 7:26）」（天主教教理，1544）。正如基督的祭獻 —— 死

於十字架 —— 是獨一無二的，因為祭獻者與祭品二合為一，有著無限的功效，祂的司

祭職也是獨一無二的。祂既是唯一的祭品，同時也是唯一的司祭。舊約中的祭獻僅是基

督的祭獻的一個預像。這些祭獻之有其價值，正是因為它預像了基督的祭獻。基督的司

祭職是永恆的司祭職。神職人員和平信徒所分享的司祭職，既不附加、也不減少基督的

司祭職（參閱天主教教理，1544-1547）。 

基督是君王。祂不僅以天主的身分，也以人的身分作為君王。基督的王權是祂作為救贖

人類的中保的一個基本層面。基督救贖世界，是因為祂確實有能力救贖世界。教會的信

仰承認基督的王權，並在信經中重複加俾額爾天使對瑪利亞所傳的話（參閱路1:32-33），

宣認「祂的神國萬世無疆」。基督君王的尊位在舊約中已經被預示了（參閱詠 2:6；依

7:6；11:1-9；達 7:14）。然而，基督少有談及祂的君王職位，因為在當時猶太人中流行

的思想是一個現世的、物質的默西亞王國。但在面對比拉多的提問時，祂隆重地承認：

「你說的是，我是君王」（若 18:37）。基督的君王尊位不是比喻性的，而是實在的。它

也包括制訂法律和審判罪人的權力。祂的王位是建基於祂是降生成人的聖言和祂是我們

的救主之上的。14
 祂的王國是屬於精神性的、是永恆的。它是一個聖德和正義、愛、

真理與和平的王國。15
 基督以死於十字架和復活，並藉此吸引萬民歸向祂來執行其王

權，（參閱若 12:32）。基督，君王與全宇宙的主，成為了大眾的僕役，祂來「不是來受

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 20:28）」（天主教教理，786）。

所有基督徒都「參與基督這三重職務，並承受由此產生的使命和服務的責任。」（天主

教教理，783） 

6. 基督的一生都是含有救贖的功效 

論及到基督的生平，「信經只談及降生奧跡（降孕及誕生）和逾越奧越奧跡（受難、被

釘、死亡、埋葬、下降陰府、復活及升天）。對耶穌的隱居生活和公開生活的奧跡，則

並未明確地提及，然而有關耶穌降生和逾越的信仰條文，能夠闡明基督的整個塵世生活。」

（天主教教理，512） 



基督的一生都是含有救贖的功效。祂任何一個人性的行動都具有超越人性的拯救價值。

甚至在祂的最簡單的、表面上看起來無足輕重的行動，都是踐行祂做天主與人之間的中

保，且具有實效，因為它們都是降生成人的聖言的行動。聖施禮華對這一點有深刻的理

解。他教導我們要將世界上所有的道路轉變為可以聖化每一個人的神聖道路：「當時間

到了的那天，為完成這使命 …，一個嬰兒誕生在白冷。祂是世界的救主。在祂開口說

話之前，祂早已先用行動愛了世界。祂沒有帶來什麼魔術秘訣，因為祂所要提供的救恩，

必須滲透人心而來。那祂開宗明義，首先做了些什麼呢？祂嘻笑啼哭睡覺，毫無自衛能

力。祂雖為降生的天主，卻與嬰兒無異。祂這樣做，正是讓我們能愛祂，讓我們能學習

把祂抱在懷裡。」16
 

基督在納匝肋所過的隱居生活，不單只是為了祂日後的公開宣講而做準備，而且也是真

正的、富有救贖意義的行動，並指向著逾越奧跡在他日的滿全。在耶穌的一生中，大部

分時間都是與常人一樣地渡過：在納匝肋的日常家庭生活與工作。這一點其實有著極大

的神學意義。於是，納匝肋就成為了家庭生活的一課，成為了工作的一課。17
 基督也

以祂在隱居生活中的勞作來進行拯救世人這個事工，且給基督徒和千萬善心人士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賦予了一個在救恩史中非常神性的意義：「耶穌曾像我們一樣過生活長大，

象徵人的存在和一切日常活動，都具有它超然的意義」。18
 

José Antonio Ri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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