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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暖流  2014.12.15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基真小學              堂校家庭通訊，逢每月一及十五日派發 

 再思聖誕真義   -  -  -  -  -  -  -  -  -  -  - 校牧 曾詠珊宣教師

  聖誕節（Christmas）是基督徒慶祝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根據聖經福音書記載馬

利亞受聖靈感孕後，和已有婚約的丈夫約瑟在前往家鄉回應羅馬政府人口普查的要求，

途中在伯利恆誕下耶穌。但聖經並無記載耶穌誕生的日期，12 月 25 日原本更是慶祝

異教太陽神的生日！那我們應否慶祝聖誕節？聖誕節的意義是甚麼呢？ 

  聖經路加福音描述，天使加百列向年幼的馬利

亞報告好消息，身為處女的她將藉由聖靈受孕。當

時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命令，叫民眾各歸各城人口普

查，於是她和已有婚約的丈夫約瑟離開在加利利的

拿撒勒城上猶太去，這是居里紐作敘利亞總督之

後，頭一次人口普查，途中他們經過約瑟祖先大衛

生活的伯利恆城，在伯利恆因為在鄉村旅店已經沒

有空房，他們只好寄宿在旅舍外面，馬利亞在那兒

的馬廄裡生下了耶穌，這裡的「馬廄」通常是一個

餵食槽或是個畜欄。基督出生在伯利恆，伯利恆是約瑟祖先大衛王的家，這就實現了

《聖經．以賽亞書》的預言。 

  《聖經》裏沒有記載耶穌降生的日期，就是頭 200 年，教會也只是側重記念和慶

祝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日子，沒有證據顯示耶穌是在 12 月 25 日降生，《聖經》也沒

有記載耶穌吩咐門徒慶祝其生日，也沒有記載門徒慶祝基督的生辰。有些歷史學家更假

設耶穌降生的日子可能在 10 月 1 日左右；因為只有在年中這個時候，牧羊人才會晚上

在戶外看守羊群（路加福音 2:8-12）。 

  現在慶祝的聖誕節（12 月 25 日）來源於公元

後 300 餘年，當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為

了將當時大眾所慶祝的太陽神的節日與新的國教結

合起來，所以把耶穌的降生日定為現在聖誕節的日

期。12 月 25 日原來是波斯太陽神的誕辰及紀念薩

圖爾努斯農神節，是一個異教節日。這一天又是羅

馬曆書的冬至節，冬至時白天最短，黑夜最長，日

照最少，但這天後，白天逐漸變長，黑夜逐漸變

短，日照時間越來越長，太陽賜予人們光明和溫暖

與日俱增。人們為了感謝太陽的恩賜，舉行多種的慶祝活動。羅馬教會選擇這一天作為

聖誕節，把這個節日的意義更新了，因為耶穌的降生就如太陽的再生，祂是真光要照亮

一切在黑暗中的人，耶穌就像太陽一樣普照眾生，帶給萬物新的希望，大地復甦的開

始。 

  這樣，我們該如何慶祝聖誕節呢？聖誕節真實的意義，是慶祝「真光」進入世界，

讓真理的光輝，照耀世間和每人內心的黑暗。我們可以找個冬日的下午，在熙和的陽光

下問問自己，我們是否期待上帝更新我們的內心，將負面的思想，纏擾的鬱結一掃而

空，讓上帝的愛和溫暖更新我們的生命。另外，上帝之子選擇在馬槽降生，與貧苦大眾

身份認同，向我們展示祂看顧貧苦者之心，我們也可以從中得受啟發，向我們所處的社

會有需要的人，分享愛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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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耶穌沒有來 -  -  - -  -  -  -  -  -  - 應屆小六同學 

六望 陳駿杰 
假如耶穌沒有來，世界就不知道有上
帝存在，並且聽不到上帝的道，人類
就繼續犯罪，令世界充滿了罪，而且
會沒有傳道的門徒，門徒就不會寫聖
經，現在人就不知道耶穌的神蹟和道
理，人們也不會改革社會制度，人們
就繼續重男輕女，只有男可以接受教
育，女就不可以接受教育，並且會分
貴和賤人，貴人享受榮華富貴，而賤
人要自力更新，做苦工，人人不平
等。現在的人將會生活淒慘，節日不
能放假，沒有聖誕和復活節假期，不
能享受節日氣氛和家人共享天倫之
樂。所以，耶穌的出現對我們的世界
有深遠的影響。 

六愛 曹皓然 
如果耶穌沒有降生在這個世界上，這個
世界就會像古時一樣充滿黑暗，沒有法
制、犯罪和怨恨。魔鬼也會挑動人類的
怨恨和黑暗出來作惡，整個世界都會陷
入恐懼之中。 

 

六誠 劉穎兒 
假如沒有耶穌，我想這個世界只有仇
恨和嘲笑，只知道以眼還眼，以牙還
牙，只剩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我們
可能對愛和犧牲不甚了解。但是，耶
穌來了，改變了這個世界，帶給了我
們希望。 

 

六智 唐曉霖 
假如耶穌沒有來，世界便沒有人來赦免
我們的罪，我們會沒有了聖誕節這個歡
樂而又開心的節日，還會生活在罪惡當
中。 

 
 

 升中後的感想  -   -   -   -   -   -   -  胡穎儀同學 

岑牧師： 
雖然我畢業升了中學，但我還有很多話跟你說，希望你不會介意吧！ 
在中學，我參加了學校的團契，名為《愛團》。以前的我不會返團契，一方

面自己不是基督徒，又以為團契內容一定會很無聊。現在呢？現在就不同了，雖
然我依然尚未信主，但我仍想多了解基督教，再去考慮是否信主。我真是顧慮多
多的人，因為媽媽曾經說過：「基督教有甚麼好？」弄到我還是下不了決定。 

另外，因為我多返了團契，認識了不少詩歌，例
如：《一首讚美的詩歌》、《與你同行》等。其中我
最喜愛的詩歌是《愛是不保留》，旋律不知多麼動聽
呢！我還發現我學校的老師全都是基督徒，真是有點
意外啊！這封信的內容雖短，但是我想送一幅畫給你
們。 
胡穎儀同學(2013-2014 年 6B 班、現就讀迦密愛禮信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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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 
天水圍濕地公園路 
開放時間： 
星期一、星期三至星期日、公眾假期 
10:00am - 5:00pm 
星期二 休息（公眾假期除外） 
交通： 

港鐵西鐵線天水圍站轉乘輕鐵 705 路線，於天秀

站(經隧道)或濕地公園站(經天橋)到香港濕地公園 
途經濕地公園，有專線小巴 618 號、城巴 967
號、九巴 276B 
票價： 
標準票  $30  $100 (全年)   $50 (半年) 
優惠票 (3 歲至 17 歲小童、全日制學生、殘疾人

士(及一名同行照料者)及 65 歲或以上長者) 
$15   $50 (全年)   $25 (半年)  

家庭票 (一套最多 4 張)  $200 (全年) 

 假日親子好去處──生態文化之旅 -  -  -  -  -  -  - Seonmin 

  聖誕假期即將來到，除了帶孩子去食聖誕大餐、逛商場外，亦可考慮選一天與孩子來個

親子生態文化之旅。今次介紹大家去的地方，交通非常方便，就是天水圍、元朗一天遊，集

結生態、文化、美食的一天。 

第一站：香港濕地公園 (10:00am~1:00pm) 

  乘港鐵西鐵線於天水圍站下車，轉乘輕鐵 705

路線，於天秀站（經隧道）或濕地公園站（經天橋）

到達香港濕地公園。 

  香港濕地公園位於天水圍北部，佔地約六十一公

頃，是一個集自然護理、教育及旅遊用途於一身的世

界級景點。其建築及園景設計享譽國際，榮獲本地及

海外專業團體所頒發的多項大奬。於 2013 年，公園

更被全港市民選為 21 世紀香港十大傑出工程項目之一，身為香港市民一定要來遊覽。 

  香港濕地公園擁有佔地 1 萬平方米的室內訪客中心和 60 公頃的濕地保護區。訪客中心設

有主題展覽廊、放映室、禮品店、餐廳、室內遊戲區「沼澤歷奇」（可供 1.5 米高或以下的小

朋友入內玩耍）及育嬰室。展覽廊介紹濕地在生物多樣性、文明發展和自然保育的重要性。

濕地保護區內有人造濕地和為水鳥而重建的生態環境，其中的濕地探索中心讓我們親身體驗

濕地生趣。其他設施包括溪畔漫遊徑、演替之路、紅樹林浮橋、蝴蝶園和三間不同環境的觀

鳥屋（河畔、泥灘和魚塘）。 

  濕地的生態多采多姿，一年四季都熱鬧非常。

夏季是觀察蝴蝶和蜻蜓的好季節，春秋兩季則是欣

賞過境遷徙鳥的好機會。濕地公園亦為冬候鳥提供

了良好的棲息地，由 10 月至翌年 4 月，都是觀鳥

的旺季，所以現在是最適合觀鳥，也是「攝影發燒

友」忙碌的日子。 

  來到濕地公園，當然要探望小灣鱷「貝貝」。

貝貝在 2003 年 11 月 2 日在香港新界西北的山貝

河被人發現，來歷不明，經過七個多月的捉迷藏遊

戲，最後掉進漁農自然謢理署製作的陷阱之中。牠

於 2006 年 8 月 15 日遷入香港濕地公園的「貝貝

之家」，首先安置在內室接受觀察，現在牠可以在

戶外水池暢泳。探訪貝貝時記得要保持安靜，避免

任何騷擾行為，例如拍打透明幕牆等。 

温馨提示 : 如想輕鬆地遊覽，可於訪客中心內特設的免費電子貯物櫃寄存物品；帶著嬰兒亦
可使用特設的育嬰間。 

第二站：午餐 (1:00 - 3:00pm) 

  午餐可選擇於濕地公園內的餐廳，亦可乘輕鐵 706 路線於銀座站下車往嘉湖銀座商場，

不妨試試那裡一間叫好、叫座又便宜的意式餐廳。 

第三站：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3:00 - 5:00pm) 

  午餐後，由天秀站或濕地公園站乘輕鐵 706 路線回

天水圍站，或由銀座站乘輕鐵 706 / 751 路線往天水圍

站。港鐵天水圍站 C 出口可直達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

館。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於 2013 年 2 月 28 日啟用，

面積達 6,100 平方米，為全港第二大的公共圖書館，僅

次於總館香港中央圖書館，亦是首間讀者可攜書到戶外

庭園閱讀的公共圖書館。此外，高低錯落的玻璃幕牆把自然光引進整幢大樓，讓讀者在館內

亦能享受在自然光下閱讀的樂趣，其環境保護設計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頒授 2011 年年獎—

—全年境內建築大獎。可惜館內嚴禁拍攝，大家惟有專注閱讀。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services/schedule_index.html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services/schedule_index.html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services/schedule_index.html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services/schedule_index.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8%AD%E5%A4%AE%E5%9C%96%E6%9B%B8%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5%A2%83%E4%BF%9D%E8%AD%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5%A2%83%E4%BF%9D%E8%AD%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BB%BA%E7%AF%89%E5%B8%AB%E5%AD%B8%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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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天水圍聚星路 1 號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高座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三、星期五至星期六  9:00am - 8:00pm 

星期四  12:00noon - 8:00pm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9:00am - 5:00pm 

元朗文化生活薈 

元朗青山公路 49-63 號（輕鐵大棠路站對面） 

營業時間：11:00am - 9:00pm 

  此館樓高 7 層，每層擁有不同類型的藏書。兒童圖書館設於 2 樓，備有精心設計的兒童

閱讀枱椅、梳化椅、坐地軟墊、幼兒閱讀區等。如同行有青少年，可往 1 樓的青少年圖書館

閱讀，其中的書架設計獨特，閱讀置身其中令人沉醉於書香世界中。此館也是全港第一所在

夜間舉辦活動的公共圖書館，適合不同人士參加。 

温馨提示 :  
如想輕鬆地閱讀，可於地下特設的電子貯物櫃寄
存物品 (收費便宜)；帶著嬰兒亦可使用兒童圖書
館內特設的育嬰間，方便照顧不同年紀的孩子；
近期活動之一：兒童故事時間 12 月 21、28 日
11:00am – 12:00noon。 

第四站：元朗文化生活薈 (5:00 - 7:00pm) 

  參觀完優秀的設計後，可乘輕鐵 751 路線於坑尾村站轉乘 761P 路線往元朗大棠路站，

進入另一文化領域——元朗文化生活薈。 

  元朗文化生活薈為三聯書店位於元朗的旗艦店，融合閱讀、生活、文化為一體的綜合書

店。2013 年 6 月開業，佔地兩萬多平方尺，樓高 4

層，每層設不同主題，提供多元化的閱讀及生活體驗

空間，其中包括 JP Café 可品嚐書香咖啡香。 

第五站：元朗市中心晚餐 (7:00pm~) 

  元朗區的美食簡直包羅萬有，如日本菜、意大利菜、上海菜、車仔麵、打冷、麵食、串

燒、甜品等，大家可趁此機會大快朶頤，更可買馳名的老婆餅作手信。精神和肚腹都飽足

後，乘輕鐵或步行往元朗站轉乘港鐵西鐵線，一家盡興而回。 

温馨提示 : 天水圍、元朗一天遊，成人可考慮購買港鐵屯門～南昌全日通車票$25，即日無限次乘搭

港鐵西鐵線 (往來南昌至屯門站)、輕鐵及港鐵巴士，省回不少。 

 參觀「聖殿、經卷與使者：羅馬時代以色列地區之考古發現」展覽後感 

  上月二十八日，校牧曾姑娘、蕭sir和十八位同學參觀了由亞洲協會香港中心主辦的「聖

殿、經卷與使者：羅馬時代以色列地區之考古發現」展覽，同學們透過古代的記錄認識耶路

撒冷在公元前後一世紀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透過近五十件來自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的考古

文物，了解當時該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儀式與習俗，體會文化的承傳。 

 

  同學們都很用心聆聽導賞員的講

解，在同學的回應中均表達對於文物

能保存二千多年感到很希奇，無論是

石碑、錢幣、骨龕、油燈、日常用

品……他們學會珍惜文物，更多明白

聖經的歷史。 

 

  其中，展出的「死海古卷」《以

賽亞書》仿製品(按照原物)也是第一次

在亞洲地區展出，因為死海古卷由羊

皮紙製造，避免進一步損毀，在以色列博物館也只以仿製品展出。雖然如此，是次展出 7.3 米

《以賽亞書》甚為完整，在端正的希伯來文字中，滲出古人對上帝話語的恭謹和熱誠。其

中，《以賽亞書》61 章 1-2 節「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報好信

息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捆綁的得自由，宣告耶和華的

恩年。」這是主耶穌三十歲正式出來傳道時在會堂宣讀的經文，也是祂的使命宣言。看見主

耶穌讀出的文字（希伯來文），筆者心裏有說不出的觸動。 

 

  1947年才發現的「死海古卷」，將聖經抄本的真確性，由中世紀的抄本推前至第一世

紀，二千年以來聖經的抄錄精確而貫徹，甚少更動和錯漏，就正如主耶穌曾說：「天地都會

廢去，上帝的話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是次展覽展期至2015年1月25日，有興趣的家長可

前往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麥禮賢夫人藝術館，香港金鐘正義道9號參觀，查詢21039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