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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萬民的主耶穌基督 (1)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3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1:26-38節

前⾔言
我們將在未來來幾週講論關乎耶穌的誕⽣生, 將題到教會在過往聖誕節從未講論的事, 如骯髒的⾺馬
槽, 猶太⼈人的哀哭, 以及從誕⽣生知基督先存的⼈人性等等。

聖誕節
今⽇日沒有⼀一個⼈人不受耶穌誕⽣生的影響, 以⻄西元記年年就是最明顯的事實。⼈人的紛爭於聖誕節時會
暫時擱下, 這是主耶穌基督降⽣生帶給世⼈人享受平安的果實。基督徒對於是否慶祝聖誕節的意⾒見見
是不⼀一的, 因為聖經記耶穌誕⽣生時的週遭事明顯不是12⽉月寒冷季節當有的。聖經清楚記下耶穌
何時死, 那是在逾越節時, 基督是逾越節的羔⽺羊, 但聖經對耶穌⽣生的⽇日⼦子卻未如他死的⽇日⼦子記得
那麼清楚。有些⼈人花上精⼒力力推敲耶穌降⽣生時⽇日, 然聖經對這誕⽣生之⽇日封語, 我們則不需在這事
上多加琢磨。

知基督誕⽣生之必須
既然12⽉月25⽇日聖誕節不是耶穌誕⽣生的⽇日⼦子, 是不是因此就是個無⽤用的節⽇日? 因著聖誕節是舉世
皆知的事, 基督徒當可藉此機會回答那些詢問這聖誕節意義的⼈人。這就引到我今年年要講的內容, 
就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全⾯面性地熟悉主耶穌基督的誕⽣生, 因為沒有這⽣生, 就沒有⼗十字架的死; 沒
有⼗十架的死, 也就沒有復活的事; 沒有復活的事, 我們則依然處在死的狀狀態中。

使徒約翰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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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一5:6-8) 這裏的⽔水與⾎血就是描述耶穌經由他⺟母親⾺馬利利亞的產道分娩的情形, 與所有⾃自然分娩
的新⽣生兒是⼀一樣的, 使徒說聖靈特別為這事作⾒見見證, ⾒見見證耶穌是實實在在的⼈人。因此, 相信耶穌
的誕⽣生是我們核⼼心的信仰, 是聖靈重⽣生與內住的記號, 所以我們絕不可以聽故事的⼼心態來來看耶
穌的誕⽣生。我們知耶穌的⽣生當知他在誕⽣生之前如何, 誕⽣生的那時如何, 誕⽣生之後⼜又如何。坦直
地說, 聖經記關乎耶穌誕⽣生的每⼀一句句話皆挑戰著我們對他的認識。

請問各位, 當我們遇到世⼈人對於耶穌是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的疑惑, 若若我們回答得⽀支⽀支吾吾, 語塞
不清, 搖頭不知, 或⼀一句句「只要信, 不要疑」的義和團式的回語, 我們將來來能安然站立於天國的
王的⾯面前嗎? 天國的王對這樣不清楚, 不認真, ⾺馬虎對他認信的⼈人, 他看到這⼈人來來到他⾯面前, 他
會喜悅這⼈人嗎? 今⽇日基督徒不喜歡另⼀一個基督徒在旁聽他對未信者講述耶穌誕⽣生的事, 這樣⾃自
卑卑⽽而不踏實的⼼心不是⼀一件⼩小事。

因此, 我們當趁聖誕節之際, 重新審視⾃自⼰己認識基督誕⽣生到怎樣的程度, 且必須年年年年這樣審視。
有⼈人或從僅⼀一⾴頁的敘述到數⾴頁的侃侃⽽而談, 有⼈人或更更深地認識往年年所述, 輕鬆地娓娓道來來, 無論
是何, 基督的誕⽣生必須是我們鮮活的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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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誕⽣生是天啟的事
⾸首先我們要知道, 耶穌的誕⽣生是天啟的事。天使對已經許配給約瑟, 但未過⾨門的⾺馬利利亞說:「不
要怕! 妳在上帝⾯面前已經蒙恩了了。妳要懷孕⽣生⼦子, 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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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遠, 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路路1:30-33) 天使對要休掉懷有耶穌的⾺馬利利亞的約瑟, 在夢裏對他說:「不要怕! 只管娶過你的妻
⼦子⾺馬利利亞來來, 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來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
⾃自⼰己的百姓從罪惡惡裡救出來來。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說:『必有童女懷孕
⽣生⼦子, ⼈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利。』」(太1:20b-23)

⾺馬利利亞受聖靈感孕時是在她未過⾨門時(太1:20b), 即便便過了了⾨門, 約瑟也未與她同房(太1:25a), ⾺馬利利
亞確實是以童女之⾝身懷上耶穌, 並⽣生下耶穌。我們不可以今⽇日婚前性⾏行行為氾濫濫的社會狀狀態來來懷
疑這事。天使向約瑟與⾺馬利利亞顯現之後, 兩兩⼈人皆曾處在猶豫的狀狀態中, 然當天使向他們⼆二位說
明原委, 那關乎耶穌基督的事之後, 從天⽽而來來的信⼼心即跨越他們⼼心中的疑慮。須知, 約瑟與⾺馬利利
亞這屬天信⼼心之有並非倉促或瞬間即得, 他們必有舊約聖經的底蘊在⼼心。對他們⽽而⾔言, 天使⽤用
的詞語有些是全新的, 如耶穌, 聖靈等, 有些則是總結性的⾔言語, 如⾄至⾼高者的兒⼦子, 祖⼤大衛的位, 
雅各家的王等, 若若他們沒有某些程度之知識底蘊, 則很難聽進這些話。⾺馬利利亞習慣將把不明⽩白
的事存在⼼心裏, 反復思想(太2:19),  即證實以上之⾔言。

我們在這裏學到幾件事: 
(1) 夫妻同⼼心如此, 同負⼀一軛, 實在是世上最美好的事。天使之為讓我們看到, 夫妻在認識基督
上的合⼀一是上帝必然的作為。夫妻分別在兩兩處, 或教會, 或⼩小組聚會是不恰當的。

(2) 今⽇日基督徒缺乏⾺馬利利亞這藏道於⼼心, 反復思想道的⼯工夫。雅各也說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雅
1:19), 基督徒若若聽道的反應太過直覺, 順⼰己意即聽, 逆⼰己意即拒, 不去探究所聽之道的思想
過程, 靈命必在原地踏步。

(3) 約瑟夫婦不因其貧困的經濟狀狀態⽽而忘掉⾃自⼰己在上帝裏當有的盼望。這給那些為富有權的基
督徒不⼩小的警惕, 因為富者的⼼心態常是希望未來來晚來來些, 暫時久留留⼀一些, 好享盡權⼒力力的滋味, 
或吃遍走遍玩遍, 再想著未來來的事。

(4) 整本聖經已啟⽰示完全之後, 天使不會再向⼈人說話, 無論是⼈人清醒時, 或在睡夢裏。穆罕默德
⾃自詡蒙天使指⽰示⽽而寫下可蘭蘭經, 那天使絕非主的使者。

天使說話帶給我們的啟發
⼤大家每年年必讀到天使對約瑟和⾺馬利利亞說的話。天使原是被造, 當部份天使墮落落後, 天使則分為
聖潔的天使與墮落落的天使, 撒但魔⿁鬼是墮落落天使之⾸首。天使加百列列傳信息給⾺馬利利亞, 這天使的
聖潔性顯在他的話語上, 所⾔言是精確的, 對於位格與位格之間的關係界分是清楚的, 這是守著⾃自
⼰己本位的聖潔天使的記號。同樣地, 魔⿁鬼的墮落落性也顯在牠的話語上, 但牠說話卻帶試探性, 使
⼈人聽了了產⽣生模糊的空間。魔⿁鬼對耶穌說的話著實反應出牠墮落落的實際, 因牠說「你若若是上帝的
兒⼦子,...」, ⽽而聖潔天使加百列列堅決地說「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天使(對基督的)話語顯出天使的聖潔與墮落落, 同樣地, 基督徒(對基督的)話語亦顯出基督徒的聖
潔與墮落落之別。傳道者⾃自⾝身(對基督的)話語的聖潔與墮落落, 便便決定聽道者的聖潔與墮落落。傳道
者對主耶穌基督的認信就必須絕對地, 不妥協地, 不扭捏地, ⼗十⾜足地肯定他是上帝的兒⼦子, 否則
他必然是在「若若是」的層次上⾏行行作他的教會事⼯工, 在窄⾨門之外的寬路路上⾏行行走, 聽其道的⼈人也因
此感染其墮落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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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後裔, 童女⽣生⼦子
所有⼈人的誕⽣生都是偶然的(contingent), 唯耶穌的誕⽣生在⼈人類歷史第⼀一天就已經啟⽰示的事。我們
當認清⾃自⼰己偶存的本質才能⾼高舉永存的基督。上帝在⼈人類歷史第⼀一天就對被祂咒詛的蛇說: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
要傷他的腳跟。」(創3:15) 上帝之「女⼈人的後裔」⼀一詞⾜足夠讓世世代代的⼈人存著盼望與驚奇的
⼼心等候他的出現。

爾後, 耶穌的⽣生亦寫於先知書中, 以賽亞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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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7:14) 以⾺馬內利利的意思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 即創世記那女⼈人的
後裔是上帝。這女⼈人的後裔不同於其他⼈人的後裔在於他有神性, 因先知以賽亞說:「有⼀一嬰孩為
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 策⼠士, 全能的上帝, 永在的
⽗父, 和平的君。」(賽9:6) 還有, 彌迦書亦說:「伯利利恆, 以法他啊! 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 將來來必
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來, 在以⾊色列列中為我作掌權的, 他的根源從亙古, 從太初就有。」(彌5:2)(注
意紅字) 

到了了新約, ⾺馬太與路路加遂清楚地記下關乎耶穌基督誕⽣生的事, ⾺馬太記:「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
下⾯面: 他⺟母親⾺馬利利亞已經許配了了約瑟, 還沒有迎娶, ⾺馬利利亞就從聖靈懷了了孕。」(太1:18 路路加則
記:「26到了了第六個⽉月, 天使加百列列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利利利的⼀一座城去, 這城名叫拿撒勒勒,27到⼀一
個童女那裏, 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 名叫約瑟, 童女的名字叫⾺馬利利亞。...31妳要懷孕⽣生⼦子, 
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路路1:26-27,31) 

因此我們看到, 從⼈人類歷史的第⼀一天, 發展⾄至舊約時代, 再到新約第⼀一世紀, 童女⽣生⼦子(virgin 
birth)的信息貫穿其中, 並且這童女所⽣生的⼦子居然有神性。上帝不可能是變成的, 即被造的⼈人不
可能變成有神性的⼈人。未墮落落的亞當既不可能如此, 墮落落的⼈人⼜又怎可能變成神? 知此, 這童女所
⽣生的⼦子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 就有, 從亙古, 從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已被立(參參箴8:22-25)。

上帝是⼈人類歷史的主宰
⾺馬太福⾳音與路路加福⾳音明晰的家譜經⽂文顯明⼀一個基本事實,  就是上帝親⾃自掌握從亞當⼀一直到約瑟
的⾎血緣命脈。我們知道當戰爭來來臨臨, 家譜關係會產⽣生極⼤大的變化, 原來來是朋友的孩⼦子的很可能
變成⾃自⼰己的孩⼦子, 原來來叫叔叔的很可能叫為爸爸; 無論世局如何變化, 這⾎血緣命脈⼀一直在上帝的
⼿手中, ⽽而上帝乃是在耶穌基督⾝身上顯明這個事實。有⼈人問邱吉爾, 如何證實上帝的存在? 邱吉爾
回答說,「看以⾊色列列, look Isreal」, 然我們基督徒則必須回答說,「看耶穌基督, look Jesus 
Christ」。

魔⿁鬼必抵擋
在此需提醒⼀一事, 除了了世局變化使家譜傳守不易易之外, 那創世記第三章關乎魔⿁鬼的預⾔言遭致牠
頑強無情的抵擋上帝的計畫。魔⿁鬼之所以叫做魔⿁鬼不在於他⾯面容猙獰, 好像電影那樣的裝扮, 
⽽而是因爲牠墮落落本質之故; 也就是說, 魔⿁鬼沒有辦法克制牠⾃自⼰己不去抵擋上帝, 魔⿁鬼存在的意義
就是抵擋上帝。我請各位注意, 魔⿁鬼抵擋上帝是牠存在的意義, 甚⾄至是牠快樂的來來源, 然當新天
新地時, 魔⿁鬼沒有了了上帝為牠抵擋的對象, 牠將痛苦永世, 失去了了牠存在的意義。

聖經記魔⿁鬼最明顯的抵擋動作有三次, 分別是企圖破壞女⼈人的後裔的⾎血統(創6:1-4), 在曠野試
探耶穌(路路4:1-13), 以及遍地遊⾏行行尋找可吞喫的⼈人(彼前5:8)。創世記六章1-4節之神的兒⼦子們乃
與世上的⼈人相對, 牠們不是⼈人, 牠們乃是天使。耶穌指明天使不需娶, 也不需嫁(參參路路20:35-36), 
但這些神的兒⼦子們卻隨意挑選美貌的女⼦子為妻, 與她們交合⽣生⼦子, 這些神的兒⼦子們不守被造的
位份, 故是墮落落的天使, 是⿁鬼魔。撒但指令這些⿁鬼魔們廣娶美妻, 其⽬目的無他, 就是企圖玷污女
⼦子的後裔的純潔性。⾄至於魔⿁鬼試探耶穌為要引誘他脫離既定在世時的虛⼰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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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吞喫的⼈人乃重表象的⼀一群
我們看到, 墮落落的天使選的是美貌的女⼦子, 魔⿁鬼要耶穌在殿頂跳下和誘其萬國的榮華, 兩兩者皆以
表⾯面的榮美為上。為什什麼? 這是墮落落者的迷思, 看表⾯面甚於看本質。這樣看來來, 那些容易易被魔⿁鬼
吞喫的⼈人, 必是看表⾯面的基督徒, 只看會堂的外貌與傳道者的聲望,  不去看這會堂與傳道者所傳
的教訓。

使徒的教訓全然否定我們看表⾯面的⽣生命觀, 保羅說:「27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了,28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利尼⼈人, ⾃自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了。29

你們既屬乎基督, 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了。」(加3:27-29) 雅各說:「1

我的弟兄們, 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便不可按著外貌待⼈人。2...」(雅2:1-7)

請注意, 使徒說魔⿁鬼尋找可吞喫的⼈人, 這不是說說⽽而已, 這些⼈人必被魔⿁鬼吞喫掉。雅各書說, ⿁鬼
魔信上帝只有⼀一位, 且信的戰驚 (雅2:19), 所以⿁鬼魔不敢直接衝撞上帝, 牠所做的乃是處⼼心積慮
地破壞上帝的計畫, 使徒約翰說:「上帝的兒⼦子顯現出來來,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一3:8b)  
請注意使徒說的是除滅魔⿁鬼的作為, ⽽而不是除滅魔⿁鬼。我們基督徒須留留意這點, 因為沒有基督
徒會否定上帝, 否定主耶穌基督, 但是是否走在上帝的計畫中, 卻是⼤大⼤大的問號。當上帝說:「這
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太17:5b) 若若我們不聽基督, 不傳基督的誕⽣生, 死, 復
活, 升天, 那麼我們就是抵擋上帝的⼈人。

教會⼀一年年只在聖誕節題基督
保羅說:「3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4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弄瞎
了了⼼心眼,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林林後4:3-4) 請問各位, 教會
⼀一年年只在聖誕節時題及基督, 其他51週的主⽇日皆不題基督, ⽽而基督明明地說,「我就是⽣生命的
糧。...離了了我, 你們就不能作甚麼。」(6:48; 15:5c) 教會不題基督卻還是可運作下去, 這豈豈不正
如耶利利米書2:13節所寫,「我的百姓做了了兩兩件惡惡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 為⾃自⼰己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運作⽅方式是⾃自鑿的。

這提醒欲奉獻作傳道的基督徒當特別讀基督在路路加福⾳音14:25-33節的比喻, 關於先坐下算計蓋
樓樓的花費與坐下酌量量對陣兵⼒力力, 若若發覺⾃自⼰己容易易被五⽃斗米⽽而折腰, 甚怕傳講基督⼗十架⽽而無會眾
的話, 千萬不要貿然做這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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