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6年 ⼗⼆⽉18⽇ 

聖誕節特別講章: 

上帝的兒⼦⽣在⾺槽裏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 ?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1:30-33節:「30天使對她說:『⾺馬利利亞, 不要怕, 妳在上帝⾯面前已經蒙恩了了。31妳要懷孕
⽣生⼦子, 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32他要為⼤大, 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上帝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遠, 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路路加福⾳音2:6b-7節:「6b⾺馬利利亞的產期到了了, 7就⽣生了了頭胎的兒⼦子, ⽤用布包起來來, 放在⾺馬槽裏, 因為
客店裏沒有地⽅方。」 
以賽亞書7:13-14節:「13以賽亞說:『⼤大衛家啊, 你們當聽! 你們使⼈人厭煩豈豈算⼩小事, 還要使我的
上帝厭煩嗎? 14因此, 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利(註: 
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前⾔言
⼀一題到聖誕節, 多數⼈人⼼心中閃過的是那溫馨, 安靜, 祥和的氣氛, 也想到那瘋狂購物的場景。教
會似乎不得不慶祝聖誕節, 常⾒見見節⽬目是偏歡樂性質的晚會, 餐會, 報佳⾳音等, 甚少舉⾏行行佈道會。
如果我們認為世⼈人會因著這些歡樂型活動⽽而信耶穌, 且進入教會, 那我們真是太天真了了。事實
顯明, 教會⼀一晚的激情之後, ⼈人數並未因這些耗時耗⼒力力的節⽬目⽽而有相當程度的增長, 那些在聖誕
節⼀一年年⼀一度進教會的⼈人, 過後⼜又回到原有的⽣生活型態。我們若若過慣了了這樣的聖誕節, 最後變得
只顧過節⽽而忘了了聖誕節的意義。假設⼀一個聖誕晚會的⽀支出可以⽀支持⼀一個或多個宣教⼠士⼀一年年的⽣生
活開銷, 何不捨前者, 取後者? 若若我們⼼心裏歡喜過聖誕節甚於復活節的話, 這已本末倒置。

教會未注意到因著聖誕晚會⽽而進入教會所產⽣生的後遺症, 就是這些⼈人在不知基督⼗十架對他個⼈人
意義之下⽽而成了了基督徒。這情況引出教會現今錯誤的循環現象, 即不知基督⼗十架⽽而成為基督徒, 
不知怎樣做個基督徒就做了了牧師傳道或長老執事, 這些領袖再⽤用同樣的⽅方式傳道, 引⼈人入教會。
可想⽽而知地, ⼗十字架在這樣的循環中已經不是重點了了。

亞瑟和⾺馬利利亞的典範
說到亞瑟和⾺馬利利亞時, 我們的語氣總帶著尊敬。然請問, 他們兩兩位當時有被尊敬的本錢嗎? 不但
沒有, 甚⾄至他們還比不上撒迦利利亞和以利利沙伯。天使向⾺馬利利亞問安, 說上帝與她同在, 她在上帝
⾯面前已經蒙恩, 那我問基督徒姐妹, 假設⾺馬利利亞蒙恩這樣的事臨臨到妳們⾝身上, 是否感到榮幸與雀
躍? 請不要太快回答, 因為當知道⾺馬利利亞因懷有耶穌, 並未帶給她⾃自⼰己和約瑟家什什麼好處時, 或
許會有不同的反應。然, 當我們明⽩白⾺馬利利亞懷孕的點滴, 必產⽣生對這對夫妻的尊敬。

約瑟的本業是⽊木匠, 作⼯工按件計酬, 從客店老闆粗魯魯地對待他們夫妻來來看, 約瑟的社會地位是低
下的, 收入是有限⽽而不豐裕。唯利利是圖的商⼈人看著這對夫妻粗俗穿著和平凡無俊的的外貌氣質, 
不顧已近臨臨盆的⾺馬利利亞, 還是無情地安排他們在⾺馬槽裏過夜。約瑟與⾺馬利利亞雖為⼤大衛的後裔, 
但已完全失去王室般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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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信上帝的話
約瑟只在夢中聽了了主的使者的話(太1:20b-23), ⾺馬利利亞只聽得天使⼀一段指⽰示(路路1:28-33), 兩兩⼈人就
這樣相信從上帝⽽而來來的信息, 直⾄至耶穌降⽣生時。約瑟不因經歷異異象⽽而傲慢, ⾺馬利利亞沒有因懷上
耶穌⽽而有驕縱之氣。約瑟和⾺馬利利亞在等待耶穌降⽣生期間, ⽣生活上並沒有因此⽽而有多⼤大的改變, 
約瑟依然接件做⼯工, 家境如往常般的平凡。即便便在回到⾃自⼰己的城報名上冊的途中, 遭遇顛沛和
客店不友善的對待, 亞瑟和⾺馬利利亞也是未有⼀一句句怨⾔言, 安然處之。他們為何可如此怡然⾃自得? 因
為他們相信上帝的話, 那內裏的穩妥已經超越了了外在的困乏。

上帝賜下道, 要求亞瑟和⾺馬利利亞全⼼心順服, 他們完全相信上帝的話, 同⼼心地服在上帝的安排之下, 
這是有屬天的道在⼼心的典範, 知⾜足, 安份, 不妄求。看看亞瑟和⾺馬利利亞, 再看看我們, 聽了了多少上
帝的道, 但我們全⼼心順服之卻是稀罕的事。我們聽道可以, 但當道要求我們順服時, 我們卻是考
慮再三。

在此順便便⼀一問, ⾺馬利利亞⽣生下耶穌後, 她的信⼼心是否因這特殊經歷就永固了了? 或者這樣問, 她是否
因此就認識了了上帝的兒⼦子? ⼤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這問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麼是什什麼維繫
⾺馬利利亞的信仰?

因著聖靈感孕, 從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
耶穌是從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
主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關乎萬⺠民的, 這誕⽣生改變了了⼈人類的命運; 耶穌雖⽣生在伯利利恆這⼩小地⽅方, 但他
的影響⼒力力卻是普世性的, 全球性的。世⼈人聽到耶穌誕⽣生事, 總是否定耶穌是「因著聖靈感孕, 從
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的事實, 有的還戲謔地認為這不過是未婚⽣生⼦子的故事。然, 我們基督徒卻
不可⼀一⽇日或忘這真理理, 因世上可產⽣生許多救主或救星, 但唯上帝預備救贖主。因此, 童貞女⽣生⼦子
就是個必須, 因為這是世⼈人不可為, 唯獨上帝能為的事。世⼈人本當因童貞女⽣生⼦子⽽而感⼤大⼤大地驚
奇, 然他們因否定上帝的權威與存在, 遂認為這是個荒謬事。是故, 我們基督徒必須堅信並持守
耶穌從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 這是我們⾼高舉上帝的榮耀, 否定世⼈人的否定的必要。

科學無權
耶穌是歷史⼈人物, 是歷史上實實在在活過的⼈人。耶穌從童貞女⾺馬利利亞⽽而⽣生, 聽此⾔言者均以科學
之名攻擊之, 謂這不符合科學。然, 這既是上帝獨⾏行行的作為, 科學就當退居⼆二線, 甚⾄至三線, 不再
具發⾔言權; 耶穌從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之事實即否定科學⾄至上。科學專注驗證, 以證明為本, 然這
「證明」⼀一詞絕不得⽤用在上帝⾝身上, 上帝的作為乃「顯明」於被造者; 上帝絕不可能按⼈人之願
向他證明任何事。猶太⼈人要求基督⾏行行神蹟, 好證明他是從上帝那裏來來的, 然基督連⼀一次也未答
應他們, 基督說:「我若若不⾏行行我⽗父的事, 你們就不必信我; 我若若⾏行行了了, 你們縱然不信我, 也當信這些
事。」(約10:37-38) 我們同時也注意到, 基督向那些求證明之⼈人以比喻對付之。 

耶穌是從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
我們不僅當堅信耶穌是童貞女所⽣生, 也當堅信耶穌是從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馬利利亞與亞瑟同是
⼤大衛的後裔, 前者出於(⼤大衛的兒⼦子)所羅⾨門, 後者出於(⼤大衛的兒⼦子)拿單。⾺馬太寫說,「從⼤大衛到
遷⾄至巴比倫倫的時候也有⼗十四代, 從遷⾄至巴比倫倫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太1:17) 這裏特別
題巴比倫倫意謂著即便便在動亂的時代中, 上帝依然保守那專屬耶穌的族譜。上帝在紛亂的時代依
然坐著為王, 使祂在創世記第三章所預⾔言關乎女⼈人後裔的事必然成就。上帝不僅保守⾺馬利利亞的
族譜, 亦保守約瑟的族譜, 使這出於⼤大衛的雙軌族譜在時候滿⾜足時, 於耶穌⾝身上⼜又匯為⼀一系。由
此可⾒見見, 耶穌是從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即顯明上帝掌管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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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處的時代因⼈人的私慾⽽而紛擾不已。德國語⾔言協會宣布今年年的年年度字是“postfaktsch” , 
Oxford Dictionaries的年年度字也是“post-truth” , 這字的意思是⼈人們已不重視事實和真理理的本⾝身, 
⽽而由⾃自⼰己來來決定什什麼是真理理, 且⼈人以⾃自⼰己的感受決定之。也就是說, 當我⼀一旦決定了了, 我就信了了, 
即使信的不是事實, 不是真理理, 亦無所謂。親愛的弟兄姐妹, 時代已從後現代主義發展到詮釋主
義, 再發展到現在的後真理理主義, 然無論時代如何變遷, 蒙上帝保守的⼈人必然堅定聖經真理理。由
於現今時代的後真理理性, 更更顯得歸正神學穩定教會信仰的重要。

耶穌是⾺馬利利亞懷胎⼗十⽉月⽣生下來來
我們亦當堅信耶穌是從童貞女⾺馬利利亞懷胎⼗十⽉月⽽而⽣生。⾺馬利利亞按照⼀一般⽣生⼦子過程, 當產期到了了就
⽣生下耶穌來來。使徒約翰在約翰⼀一書5:6-8節說,「6這藉著⽔水和⾎血⽽而來來的, 就是耶穌基督。不是單
⽤用⽔水, 乃是⽤用⽔水⼜又⽤用⾎血, 7並且有聖靈作⾒見見證, 因為聖靈就是真理理。8作⾒見見證的原來來有三, 就是聖
靈, ⽔水, 與⾎血, 這三樣也都歸於⼀一。」新⽣生兒從⺟母親的⼦子宮與陰道出來來時, ⾝身上覆著有⺟母親的⽺羊
⽔水和微⾎血管破裂的⾎血, 耶穌就是按著這樣的⽅方式從⾺馬利利亞的腹中⽣生出來來, 有了了⼈人的⾝身體。

請注意, 耶穌的⾝身體是他⾃自⼰己的, 這是出於聖靈的⾒見見證。對此, 約翰話說得極重, 他說「作⾒見見證
的原來來有三, 就是聖靈, ⽔水, 與⾎血, 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凡否定這事實的⼈人就是否定聖靈的⾒見見
證, 這是沒有聖靈的⼈人, 也就是沒有重⽣生的⼈人, 教會歷史稱這等⼈人的教訓是異異端。

⾺馬利利亞在客店的⾺馬槽⽣生下耶穌
⾺馬利利亞在客店的⾺馬槽裏⽣生下耶穌。迎接耶穌的是⼀一群牲畜, 他耳聽的第⼀一個聲⾳音不是悅耳的⾳音
樂, ⽽而是獸鳴; 他雙⿐鼻聞的第⼀一種味道不是⼼心怡的花香, ⽽而是牲畜的體味和牠們的排泄物; 他⾝身
體第⼀一個觸感不是柔軟的被褥, ⽽而是乾糙粗鄙的⽲禾稈。今⽇日教會聖誕裝飾若若呈現耶穌誕⽣生的實
際情況, 恐怕沒有⼈人願意在聖誕節慶步進教堂, 因為五官無⼀一覺感到愉悅。

看到嬰孩耶穌誕⽣生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說聖誕節是關乎愛, 這中間有多少的跳躍? 我們⼜又說耶穌
是上帝的兒⼦子, 這除了了跳躍之外, ⼜又加了了落落差。這樣的跳躍與落落差即⽣生成試煉的條件, 有的基督
徒輕輕帶過, 僅簡單地歸之於上帝智慧的安排, 但有的基督徒卻會激勵⾃自⼰己, 立志將其中思想清
楚, 好堅定踏著每⼀一步伐, 不再跳躍, 並剷平其中的落落差。

請注意, 魔⿁鬼從被造的位份墮落落在於牠企圖取得上帝話語的解釋權, 基督徒從蒙恩的位份墮落落
乃是我們不願執⾏行行上帝話語的解釋權。所以, 請⼤大家想⼀一想, 上述這些事發⽣生在⽣生⽽而為王的耶
穌⾝身上的屬靈意義為何? 當⼤大家這樣做的時候, 屬靈⽣生命必然進深, 跳脫⾃自⾝身的經驗與感受, 回
歸上帝的啟⽰示。

基督的⼈人性靈魂
接下我們將論述⼀一個教會分歧的神學⾒見見解, 就是耶穌的⼈人性靈魂。基督的⼈人性是否從⾺馬利利亞的
⼈人性⽽而來來? 也就是, 基督本來來沒有⼈人性部份, 但⾃自聖靈感孕了了⾺馬利利亞, 在她⼦子宮內造了了基督的⼈人
性。這問的答案僅有是與不是兩兩種, ⽽而這兩兩種答案各有各的困難與受挑戰之處。

持「是」的⼈人, 即相信基督的⼈人性是從⾺馬利利亞的⼈人性⽽而來來, 是被造的, 他們的論述如下。瑪拉基
書2:15節說:「雖然上帝有靈的餘⼒力力能造多⼈人, 他不是單造⼀一⼈人嗎?」因此, 我們都是亞當的後
代, ⽽而我們的⼈人性乃取⾃自原⽣生⽗父⺟母⽽而來來。這事實顯在我們看⾃自⼰己的孩⼦子常在⾯面容或性格上「像
或不像」⾃自⼰己, 有時會將那不像的說成不是⾃自⼰己⽣生的。另外, 我們也看別⼈人批評⾃自⼰己的⼩小孩等
同於批評⾃自⼰己。這是存在我們內⼼心深處的觀念念, 不是外在教育的產物。                                                                                                                                                                                                                                                                                                                                                                                                                                                                                                                                                                                                                                                                                                                                                                                                                                                                                                                                                                                                                                                                                                                                                                                                                        

然, 相信基督的⼈人性是被造的必須回答的第⼀一個疑問是: ⾺馬利利亞那有罪的⼈人性如何不傳遞給耶
穌? ⼀一個簡單的答案是聖靈在傳遞的過程中潔淨了了那有罪的⼈人性, 以致耶穌的⼈人性並未受到⾺馬
利利亞有罪⼈人性的玷污。然, 希伯來來書9:23節說,「若若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了。」約翰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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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若在光明中⾏行行, 如同上帝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一
1:7) 那麼, 聖靈如何可以不⽤用⾎血就可以潔淨⾺馬利利亞的罪性?

這⼆二個挑戰是: 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因此若若認為在神格裏有受造成份, 這是難以接受的事, 正如
認為⼈人格裏有非受造成份, ⼀一樣是難接受的。因此, 持被造觀點的⼈人必須回答, 我們如何敬拜⼀一
位有受造成份的神格? 聖經⾒見見證基督的字詞從未含有被造(created)意味, 且我們每週頌讀的使
徒信經與尼⻄西亞信經, 論基督部份就沒有⼀一句句含基督受造意味。就我個⼈人⽽而⾔言, 跪拜⼀一個有受
造成份的位格, 那是極不可能, 極不道德的事。

我們須留留意那殘存的罪性還是容易易跪拜榮耀的受造者, 使徒約翰就是最好的例例⼦子, 他屬靈經歷
何等豐富, ⼜又是多部新約聖經的作者, 但是當他看到榮耀的天使時, 還是不⾃自主地要拜他。請讀
啟⽰示錄19:10節,「我(約翰)就俯伏在他(天使)腳前要拜他, 他說:『千萬不可, 我和你, 並你那些為
耶穌作⾒見見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 你要敬拜上帝, 因為豫⾔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見證。』」

⾄至於基督的⼈人性不是被造的, ⽽而這論最⼤大的挑戰就是基督的⼈人性是先存的。持基督被造觀點的
基督徒必然否定這論, 但他們的論述中從未考慮到舊約時之「耶和華的使者」就是主基督⾃自⼰己, 
⽽而祂是可被看到的。

容我再提醒各位, 這些論說乃出於我們神學思想上的好奇, 聖經並未就這⽅方⾯面有何直接的記述。
約翰說:「道成了了⾁肉⾝身」(約1:14); 保羅說:「及⾄至時候滿⾜足, 上帝就差遣祂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律法以下。」(加4:4) 所以, 若若有基督徒欲與你相辯這事, 則不須多說什什麼。

雖說如此, 每⼀一片神學思想皆影響我們⽣生命長成的樣貌。是故, 持基督⼈人性受造的⽣生命表現亦
與那持基督⼈人性先存的不同。我們看到的客觀事實是, 持基督⼈人性受造觀點者在⾔言語上開始出
現驚⼈人之詞, 如「若若基督沒有真實受造的⼈人性, 我們就沒有救恩。」或發展成「奉⽗父⼦子聖靈, 李
常受的名禱告」之四位⼀一體的祝禱詞, 將⾃自⼰己放在第四位。這樣的⾔言詞不⾒見見於聖經, 亦不⾒見見於
持基督⼈人性先存觀點的基督徒⾝身上。

以加爾⽂文主義五⼤大要點來來檢視⾃自⼰己
我們可在年年末藉聖誕節這特殊的⽇日⼦子, 深刻反省⾃自⼰己在過去⼀一年年⽣生命成長狀狀況。是否比去年年此
時更更認識主耶穌基督? 是否因思念念天上的事, ⽽而更更想回天家? 是否比去年年此時可以更更清楚地傳
講基督的福⾳音? 是否比去年年此時更更久地與⼈人分享基督事? 去年年那些聖經難懂經⽂文, 今年年懂了了嗎?

加爾⽂文主義五⼤大要點可為初步檢視⾃自⼰己信仰深度: Total Depravity (also known as Total 
Inability and Original Sin), Unconditional Election, Limited Atonement (also known as 
Particular Atonement), Irresistible Grac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also known as 
Once Saved Always Saved)。中譯⽂文是, (罪⼈人)全然的墮落落, (上帝)無條件的揀選, (基督)限定的
救贖, (聖靈)不可抗拒的恩典, 以及(聖徒)永蒙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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