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课题：基督降生成人 

基督降生成人是指天主圣三的第二位圣子取了人性，同时又保存了祂的天主性。

它是天主对人类的爱情的最崇高的表示。 

1. 基督降生成人这项工程 

天主第二位圣子摄取了人性，是天主圣三的共同行动。天主降生成人是指圣子降生成人，

而非圣父、也非圣神降生成人。然而，降生成人是天主圣三的共同行为。在圣经中有时

将其归於天主圣父（希 10:5；迦 4:4），有时将其归於圣子（斐 2:7），有时归於天主圣神

（路 1:35；玛 1:20），由此强调降生成人这个奥迹是天主圣三所共同做的、独一无二的

工程。圣奥斯定解释说：「玛利亚怀孕生子是天主圣三的工程，因为圣三的行动从不分

离」。1
 它是天主圣三的一项对外的行动（ad extra），其效果见於天主之外，见於受造

物上。所以它是天主的三个位格共同进行的工程，因为天主只有一个，且是唯一的，也

就是天主的无限德能（参阅天主教教理，258）。 

圣言降生成人这一个奥迹绝不影响天主的自由，因为天主其实可以决定圣言不要摄取人

性，或是决定由天主的另一个位格来降生成人。虽然天主的自由是无限的，但是这并非

意味祂的任何决定会是专断任意的，也不否定祂的行动的动机是爱。故此，神学家们一

直所探究的是天主在救恩工程中的各种决定的『合宜性』，藉此试图窥看这些决定的内

在连贯性，而非祂的各项行动的必须性。 

2. 童贞玛利亚，天主之母 

童贞圣母玛利亚自太初就被预定了做救主的母亲，完成圣言降生成人的计划：「在基督

的奥迹内，她甚至『在世界创造之前』就已临在，因为她是父『选择』作为祂的子降生

中的母亲。况且，子与父一齐选择了她，永远将她託付给圣德的圣神。」2
 天主在拣选

玛利亚时也尊重她的自由，因为「仁慈的天父愿意圣子在降生成人之前，先取得那已被

预定为母亲者的同意。这样正如过去是一位女人促成了死亡，同样也是一位女人促成了

生命的来临（教会宪章，56；也参阅教会宪章，61）」（天主教教理，488）。所以，教会

的教父们自古以来就视圣母玛利亚为「新厄娃」。 

「为能成为救主之母，玛利亚『从天主那里，领有各种相称於这项崇高职位的恩赐』（教

会宪章，56）」（天主教教理，490）。在圣子降生成人之前，加俾额尔天使到来给她报告

喜讯，向她请安说：「充满恩宠者」（路 1:28）。就是说，玛利亚此时因著对天主恩宠的

回应，已经是满被圣宠了。她在天主眼中蒙受的宠倖，给她做好準备去作为救主的童贞

母亲。玛利亚完全地被天主的恩宠所占有，使她能够自由地接受天主的召选（参阅天主

教教理，490）。如此，「由於同意了天主的话，玛利亚成了耶稣的母亲，全心接受了天

主救世的旨意，不受任何罪恶的阻碍，并整个献身於她的圣子和其事业，与祂一起，在

祂权下，藉全能天主的恩宠，为救赎的奥迹服务」（参阅教会宪章 56）」（天主教教理，

494）。「东方传统的教父们称天主之母为『全然圣善的』(Panagia)，尊崇她为『没有丝

毫罪污，好像被圣神塑成的一个全新的受造物』（参阅教会宪章，56）。圣母玛利亚因天

主的恩宠，在她的一生中，从未犯过任何本罪」（天主教教理，493）。 



圣母玛利亚在她受孕时就已经蒙受了救赎：「这就是教宗比约九世於 1854年所宣佈的始

胎无染原罪的信条：『荣福童贞玛利亚，曾因全能天主的圣宠和特恩，看在人类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功绩分上，在其受孕之始就被保护，未受原罪的任何污染』（DS 2803）」（天

主教教理，491）。玛利亚的始胎无染原罪是天主无偿之爱的展示，因为这全是由天主的

主动，不是由於玛利亚的而是基督的功德。的确，「玛利亚在『受孕之始便赋有的这些

独特的圣德光辉』（教会宪章，56），完全是来自基督；她是『因自己圣子的功劳，奇妙

地获得了救赎之恩』（教会宪章，53）。」（天主教教理，492） 

圣母玛利亚是天主之母：「玛利亚藉圣神的工作所怀孕成人的，并且按肉身而言，真实

地成了她儿子的那一位，就是圣父的永生之子、圣三的第二位。教会承认玛利亚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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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人性的身体，并与天主所创造的人性灵魂所结合，一如所有的人一样，形成人的自然

本性，且立时为天主圣言所攫取。 

圣母玛利亚一直保持著童贞。自初期开始，教会在信经内和所举行的礼仪中「庆祝玛利

亚为『终身童贞』（参阅教会宪章，52）」（天主教教理，499；也参阅天主教教理，496-507）。

教会的这一项信仰反映在一句古老的说法中：她在分娩耶稣之前、之中和之後都是童贞

之身。自始「教会就宣认耶稣是只因圣神的能力，在童贞玛利亚的胎中受孕，并肯定这

事的具体状况；耶稣是『非由男人精子，而是藉圣神之功（Absque semine ex Spiritu Sancto）』

所受孕的（拉特朗大公会议，649；DS 503），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因素，完全是圣神的

能力」（天主教教理，496）。玛利亚在生产的过程中仍保持这童贞，因为「生产无损她

的童贞，正如受孕也无损她的童贞一样 …。耶稣基督以令人惊奇的方式生於童贞之身」。
3
 的确，「基督的诞生『并未损害她童贞的完整，反而予以圣化』（教会宪章，57）」（天

主教教理，499）。玛利亚在分娩以後，仍然永远地保持了完整的童贞。教父们在诠释福

音的教训和回应反对的声音时，一直都肯定这一事实。它显示出玛利亚对天主救赎计划

的完全的、绝对的交付。圣巴西略总结道：「爱天主的人根本不会听说，天主的母亲在

某个时刻不再是一个童贞女。」4
 

圣母玛利亚被荣召升天。「被保留未染丝毫原罪污点的无玷童贞圣母，在结束了人间生

活的过程後，身灵一同蒙召升天，被上主荣擢为宇宙之后，使她和她的圣子 —— 万君

之主、罪恶与死亡的征服者，更形相似。」5
 至圣童贞圣母玛荣召升天，是基督徒复活

的先声（参阅天主教教理，966）。玛利亚的王后地位，建基於她天主之母的身份，以及

她与耶稣的救世工程的紧密联合之上。6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教宗比约十二世钦定

了「玛利亚母皇」这个节日。7
 

玛利亚是救主耶稣之母。因此，她神圣的母性，也为人类的得救而与救主耶稣合作：「玛

利亚以亚当女儿的身份，同意了上主的话而成为耶稣的母亲；她以全部心灵，又不为丝

毫罪恶所阻，接受了上主的救世旨意，作为主的婢女，她将自己全盘奉献给她的儿子和

祂的事业，在祂手下，和祂一起，由於全能的圣宠，来为救赎的奥迹服务。所以教父们

认为圣母并不仅是天主手中一个消极被动的工具，而是通过她自由的信德和服从，成为

天主救人的事业的合作者」。8
 

这一个为人类的得救而与救主耶稣的合作，同样展示在她的神圣的母性中。玛利亚是新

厄娃。在恩宠的境界中，她是人类真正的母亲，因为藉著她这个合作，才诞生出信友的

恩宠生命和灵性成长：玛利亚「以服从、信德、希望和炽热的爱情和救主超绝地合作，



为重建人灵的超性生命。因此，在圣宠的境界内，圣母是我们的母亲」9
 （参阅天主教

教理，968）。玛利亚也是中保，而且她那母性的中保总是隶属於基督的唯一中保内，由

她在世上接受天使传报时的「尔旨承行」（fiat）那一刻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今及永远，

因为「她升天以後，犹未放弃她这项救世的职分。而以她频频的转求，继续为我们获取

永生的恩惠。… 因此荣福童贞在教会内被称为保护人、辅佐者、援助者、中保」。10
 （参

阅天主教教理，969） 

圣母玛利亚是教会的典型与模範。「她成了教会信德与爱德的模範。因此，她被『尊为

教会最崇高、最卓越的成员』（教会宪章，53），她甚至是教会『典型』(typus)（教会宪

章，63）的实现」（天主教教理，967）。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教宗圣保禄六世

隆重宣佈圣母玛利亚为教会之母，以更显明的方式来强调童贞圣母玛利亚在所有基督徒

中所扮演的母性职分。11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教会对至圣童贞玛利亚的敬礼，是基督徒钦崇天主的一个内

在要素。12
 「荣福童贞『理当受到教会特别的崇敬。从很古老的时代，荣福童贞已被

尊以『天主之母』的荣衔，信友们在一切危难急需中，都呼求投奔她的护佑。… 对圣

母的敬礼 … 虽具有绝无仅有的特徵，但对降生的圣言，对圣父及圣神的钦崇礼，仍然

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特别能促进这项钦崇礼。』13
 教会对圣母的敬礼包括敬礼天主之

母的礼仪庆节以及敬礼圣母的经文，例如：玫瑰经的内容是『整部福音的撮要。』」（天

主教教理，971） 

3. 基督降生成人的预像和预言 

在先前的一个课题，我们讨论到原祖亚当厄娃犯罪以後，天主并未抛弃人类，反而给人

类许下了一个救主（参阅创 3:15；也参阅天主教教理，410）。 

在人犯了原罪和天主给人类许诺了救恩之後，天主主动与人类再次建立盟约：首先是在

洪水灭世之後与诺厄（参阅创 9-10章），更特别的是之後与亚巴郎所立的约（参阅创 15-17

章），许给了亚巴郎众多的後裔并将会被天主立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又赐给他一块新的

土地，以及将来有一天万民将因这个民族而受祝福。之後，这一个盟约又与依撒格（参

阅创 26:2-5）和雅各伯（参阅创 28:12-15；35:9-12）重新制定。在整部旧约中，天主与

梅瑟所定立的盟约，成为了这个盟约的最高峰的表达（参阅出 6:2-8；及出 19-34章）。 

在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关係史上，纳堂先知的预言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参阅撒下 7:7-15）。

它预告了默西亚将出自达味的後裔；祂将统治各个民族，不只是以色列民族。关於默西

亚，其他的预言说明了祂将会降生於白冷（参阅米 5:1）；祂属於达味的家族（参阅依

11:1；耶 23:5）；祂将会被起名叫「厄玛奴耳」，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参阅依 7:14）；

祂要被称为「神奇的谋士、强有力的天主、永远之父、和平之王」（依 9:5），等等。除

了这些预言默西亚作为国王和出自达味家族的圣经章节外，还有另外同样以预言的方式

揭示默西亚的救赎使命的记述：祂将被称为上主的僕人、受苦的僕人；祂的身体将会承

担起和解与和平的使命（参阅弗 2:14-18；依 42:1-7，49:1-9，50:4-9，52:13-53:12）。在

此背景下，达尼尔先知七章 13-14节关於人子的描述极为重要：祂将会神奇地，以谦卑

和俯就来克服人性的软弱，永远地重塑默西亚王国。（参阅天主教教理，440） 

旧约中主要的救主的「形象」有：无辜被害的亚伯尔、默基瑟德大司祭的祭献、依撒格



的被祭献、被弟兄出卖的若瑟、逾越节被宰杀的羔羊、梅瑟在旷野中举起的铜蛇、和约

纳先知。 

4. 基督的名字和称谓 

历代的神学家和灵修学家们给予基督的名字和称谓有许多。有些是出自旧约，有些出自

新约。有些是耶稣自己也使用过的或祂接受了的，有些是教会在不同世代中采用的。这

里我们要探讨的是那些比较重要和惯用的。 

耶稣（参阅天主教教理，430-435）：在希伯来文中意思是「天主拯救」：「天使加俾额尔

在预报救主诞生时，说祂的名字要叫耶稣，这名字同时表达了祂的身分和使命」（天主

教教理，430）。意即祂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圣子，为「把祂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玛

1:21）。耶稣这一名字 「意味著天主自己的名字临现在祂降生成人的圣子身上，好能普

遍而确实地补赎罪过。这是唯一能够带来救恩的神圣名字，而且能被众人呼求，因为藉

著降生，祂已与众人结合」（天主教教理，432）。耶稣这个圣名，是基督徒祈祷的核心

（参阅天主教教理，435）。 

基督（参阅天主教教理，436-440）：是希伯来文「默西亚」的希腊文翻译，意思是「受

傅油者」。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适合耶稣的名字，是因为「耶稣完全实现了这词所表达的

神圣使命。在以色列，那些为执行天主赋予的使命而奉献於主的人，才因天主的名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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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也是先知们。而把默西亚这个名字用在耶稣身上是完全适合，因为祂是天主派遣来永

远地重建天国的。耶稣以其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功能，实现了以色列对默西亚的企

望（参阅天主教教理，436）。耶稣「接受了祂应得的默西亚名号，但有某种保留，因为

当时一部分的人，用一种过分人性的观念去看此名号（玛 22:41-46），主要是政治性的

观念（若 6:15；路 24:21）」。（天主教教理，439） 

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唯一圣子（参阅天主教教理，441-445）。耶稣与天主圣父的父子关係，

与我们跟圣父的、被收纳的父子关係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个本性的、自然的父子关係，

意即「耶稣基督与天主圣父的唯一及永远的关係：祂是圣父的独生子（参阅若 1:14、18；

3:16、18），祂本身也是天主（参阅若 1:1）。要成为基督徒，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

子（参阅宗 8:37；若一 2:23）」（天主教教理，454）。福音「叙述了在两个隆重的时刻：

基督受洗和显圣容时，听到了父的声音，称祂为自己的『爱子』（玛 3:17；17:5）。耶稣

自称为『天主的独生子』(若 3:16)，并用这称号肯定祂先前存在的永恒性。」（天主教教

理，444） 

主（参阅天主教教理，446-451）：「在旧约经书的希腊文译本中，天主启示给梅瑟（参

阅出 3:14）的那个无可言喻的希伯来文名字『雅威』(YHWH)，译成了『Kyrios』，『主』。

由那时起，『主』就成了最通用的名字，来表示以色列的天主的神性。新约利用『主』

的这个圆满意义的名字称呼父，但新颖的是，也用它来称呼耶稣，藉以承认祂是天主（参

阅格前 2:8）」（天主教教理，446）。教会用这个属神的名字「主」来称呼耶稣，「在初期

的信仰宣辞（宗 2:34-36）一开始就确认： 天主父应享有的德能、尊崇和光荣，也适合

於耶稣（参阅罗 9:5；铎 2:13；默 5:13），因为祂『具有天主的形体』(斐 2:6)，而圣父

也显示了耶稣这种尊威，使祂从死者中复活，并在自己的光荣中显扬祂（参阅罗 10:9；

格前 12:3；斐 2:11）」（天主教教理，449）。基督徒的祈祷，无论是礼仪还是个人的，也



以「主」的名号作为特色（参阅天主教教理，451）。 

5. 基督是天主与人之间唯一的且完美的中保。祂是导师、司祭和君王 

「耶稣基督在其唯一的天主性位格中，是真天主又是真人；为这缘故，祂是天主与人之

间的唯一中保」（天主教教理，480）。新约中论及基督的中保使命，最深刻的表达就是

在弟茂德前书中：「因为天主只有一个 ，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就是降生

成人的基督耶稣，祂奉献了自己，为众人作赎价」（弟前 2:5）。这里说出了基督是中保

以及祂作为中保所做的。致希伯来人书把基督看作一个新约的中保（参阅希 8:6；9:15；

12:24）。耶稣基督是中保，因为祂是完美的天主和完美的人，但祂是因著祂的人性、并

在祂的人性中内做中保的。这些新约的篇章指出，基督是先知和真理的启示者，是大司

祭，也是一切受造之物的主。但是这并非三个不同的职务，而是基督作为唯一的中保的

救世使命中三个不同的方面。 

基督是申命纪中预言的先知（18:18）。人们也把耶稣看作一个先知（参阅玛 16:14；谷

6:14-16；路 24:19）。致希伯来人书在开篇伊始就标誌性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基督不

只是一个先知：祂就是那位「导师」，意思是说，祂是以自己的权威来教导众人的，一

种在祂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使聆听祂的群众感到惊奇的权威。耶稣的教导至高无上，因

为祂的教导建基於祂是天主同时又是人。耶稣不仅仅教导真理。祂就是真理、成为血肉

而有型可见的真理。基督，圣父的永恒圣言，「是圣父的唯一、完美及决定性的圣言，

天父藉祂说了一切，除祂以外将不再有其他的话」（天主教教理，65）。基督的训导是最

终的，意即，天主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所要赐给人类的启示，已经在基督身上得到

了最终的实现。 

基督是司祭。耶稣基督的中保角色是司祭性的。致希伯来人书就以基督为司祭作为一个

主题，并且指出了基督就是新约中的大司祭，「『为按照默基瑟德品位的大司祭』（希 5:10），

『圣善的、无辜的、无玷的』（希 7:26）」（天主教教理，1544）。正如基督的祭献 —— 死

於十字架 —— 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祭献者与祭品二合为一，有著无限的功效，祂的司

祭职也是独一无二的。祂既是唯一的祭品，同时也是唯一的司祭。旧约中的祭献仅是基

督的祭献的一个预像。这些祭献之有其价值，正是因为它预像了基督的祭献。基督的司

祭职是永恒的司祭职。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所分享的司祭职，既不附加、也不减少基督的

司祭职（参阅天主教教理，1544-1547）。 

基督是君王。祂不仅以天主的身分，也以人的身分作为君王。基督的王权是祂作为救赎

人类的中保的一个基本层面。基督救赎世界，是因为祂确实有能力救赎世界。教会的信

仰承认基督的王权，并在信经中重複加俾额尔天使对玛利亚所传的话（参阅路 1:32-33），

宣认「祂的神国万世无疆」。基督君王的尊位在旧约中已经被预示了（参阅咏 2:6；依

7:6；11:1-9；达 7:14）。然而，基督少有谈及祂的君王职位，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中流行

的思想是一个现世的、物质的默西亚王国。但在面对比拉多的提问时，祂隆重地承认：

「你说的是，我是君王」（若 18:37）。基督的君王尊位不是比喻性的，而是实在的。它

也包括制订法律和审判罪人的权力。祂的王位是建基於祂是降生成人的圣言和祂是我们

的救主之上的。14
 祂的王国是属於精神性的、是永恒的。它是一个圣德和正义、爱、

真理与和平的王国。15
 基督以死於十字架和复活，并藉此吸引万民归向祂来执行其王

权，（参阅若 12:32）。基督，君王与全宇宙的主，成为了大众的僕役，祂来「不是来受



服事，而是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玛 20:28）」（天主教教理，786）。

所有基督徒都「参与基督这三重职务，并承受由此产生的使命和服务的责任。」（天主教

教理，783） 

6. 基督的一生都是含有救赎的功效 

论及到基督的生平，「信经只谈及降生奥迹（降孕及诞生）和逾越奥越奥迹（受难、被

钉、死亡、埋葬、下降阴府、复活及升天）。对耶稣的隐居生活和公开生活的奥迹，则

并未明确地提及，然而有关耶稣降生和逾越的信仰条文，能够阐明基督的整个尘世生活。」

（天主教教理，512） 

基督的一生都是含有救赎的功效。祂任何一个人性的行动都具有超越人性的拯救价值。

甚至在祂的最简单的、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的行动，都是践行祂做天主与人之间的中

保，且具有实效，因为它们都是降生成人的圣言的行动。圣施礼华对这一点有深刻的理

解。他教导我们要将世界上所有的道路转变为可以圣化每一个人的神圣道路：「当时间

到了的那天，为完成这使命 …，一个婴儿诞生在白冷。祂是世界的救主。在祂开口说

话之前，祂早已先用行动爱了世界。祂没有带来什麽魔术秘诀，因为祂所要提供的救恩，

必须渗透人心而来。那祂开宗明义，首先做了些什麽呢？祂嘻笑啼哭睡觉，毫无自卫能

力。祂虽为降生的天主，却与婴儿无异。祂这样做，正是让我们能爱祂，让我们能学习

把祂抱在怀里。」16
 

基督在纳匝肋所过的隐居生活，不单只是为了祂日後的公开宣讲而做準备，而且也是真

正的、富有救赎意义的行动，并指向著逾越奥迹在他日的满全。在耶稣的一生中，大部

分时间都是与常人一样地渡过：在纳匝肋的日常家庭生活与工作。这一点其实有著极大

的神学意义。於是，纳匝肋就成为了家庭生活的一课，成为了工作的一课。17
 基督也

以祂在隐居生活中的劳作来进行拯救世人这个事工，且给基督徒和千万善心人士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赋予了一个在救恩史中非常神性的意义：「耶稣曾像我们一样过生活长大，

象徵人的存在和一切日常活动，都具有它超然的意义」。18
 

José Antonio Ri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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