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24⽇ 

關乎萬民的主耶穌基督 (2)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2:6-12節:「6他們在那裏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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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伯利利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 夜間按著更更次看守⽺羊群。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就甚懼怕。10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11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 為你們⽣生了了救主, 
就是主基督。12你們要看⾒見見⼀一個嬰孩, 包著布, 臥在⾺馬槽裏, 那就是記號了了。』」

前⾔言
昨⽇日有兩兩個場景若若同時出現在電視螢幕上, 你的感受會如何? ⼀一個場景是1223反勞基法的遊⾏行行,   
另⼀一個場景是教會以晚會的⽅方式或在教會內, 或在教會外慶祝聖誕節; 上述兩兩場景的同現必使
世⼈人認為基督徒是⼀一群冷⾎血的⼈人。那些⼀一直講⽣生命的教會, 那「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的⽣生命何
在? 況且, 教會必有受勞基法影響的會眾, 且若若保羅這句句話(羅12:15b)只在教會內有效, 基督就
不是關乎萬⺠民的主。

關乎萬⺠民的
天使這「關乎萬⺠民的」之語在⼈人類歷史中是絕無僅有, 前無古⼈人, 後無來來者的宣告, 當時任誰聽
了了必說這⼝口氣太⼤大了了, 但今⽇日任誰讀之皆不得不承認這是個事實, 因為今⽇日沒有⼀一個⼈人不受耶
穌誕⽣生的影響。今⽇日教會不得離開這「關乎萬⺠民的」簡潔真理理, 論道當論這關乎萬⺠民的耶穌基
督, 若若教會每年年只在聖誕節時才題耶穌, 教會立時頓失存在的基礎, 整年年懸在無根的浮萍上。

我們看到, 天使不僅在耶穌出現在世上時說了了話, 天使在耶穌升天時也說了了話, 他告訴⾨門徒們,
「加利利利利⼈人哪! 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 你們⾒見見他怎樣往天上去, 
他還要怎樣來來。」(使1:11) 若若天使執著於關乎萬⺠民的耶穌基督, 因著天使奉上帝差遣指派作為
服役的靈, 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基督徒效⼒力力(來來1:14), 那麼蒙此恩的基督徒必也執著於關乎萬⺠民
的主耶穌基督, 他們⾔言語的焦點與深度必圍繞在主耶穌基督⾝身上。

⾒見見證先知之⾔言
天使說:「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嬰孩耶穌未做任何⼀一件事, 天使就說救主
耶穌是關乎萬⺠民的, 這不是天使有多⼤大預⾔言能⼒力力, ⽽而是舊約先知早已預⾔言耶穌要成就的事。於
此, 基督復活後對⾰革流巴和與他隨⾏行行者,「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
講解明⽩白了了。」(路路24:27) 所以, 耶穌不是在當時的世界於眾⼈人中被上帝呼召出來來的, 且耶穌也
不是漸漸意識到他就是舊約預⾔言的彌賽亞。這兩兩者是基督徒常犯的錯誤⾔言語。

在此我需提醒各位, 因基督是關乎萬⺠民的, 故在萬⺠民之前論上帝時不能只單論上帝, 還必須在那
同時段也論基督, 使⼈人看到基督是上帝。同樣地, 在萬⺠民之前論聖靈時不能只單論聖靈, 還必須
在那同時段亦論基督, 使⼈人看到祂如何執⾏行行基督賦予的⼯工作命令。主⽇日學老師當特別注意這事, 
每堂授課皆須如此。試問, 論上帝好與之有關係, 卻沒有基督, 可能嗎? 論聖靈好有其感動, 卻
沒有基督, 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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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我們題到, 童女⽣生⼦子(virgin birth)的信息貫穿⼈人類歷史, 從⼈人墮落落那⼀一天開始到整個舊約時
代的盼望就是這童女所⽣生之⼦子的出現。舊約聖經也清楚啟⽰示著, 這⼈人⼦子有神性, 他在太初創造
萬物之先, 就有, 從亙古, 從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他已被立(參參箴8:22-25)。⾺馬太福⾳音與路路加福⾳音
所記明晰的家譜經⽂文顯明⼀一個事實就是, 無論世局如何變化, 無論狡猾的魔⿁鬼如何壞事, 上帝親
⾃自掌握從亞當⼀一直到約瑟的⾎血緣命脈; 上帝乃是掌管歷史的主宰。

約瑟和⾺馬利利亞順服於天使指⽰示, 他們的反應密合於上帝救恩的計畫, 因⽽而使我們在他們⾝身上看
到上帝掌管⼈人類歷史的事實。聖潔天使, 或說主的使者, 向約瑟和⾺馬利利亞說的話, 使我們看到聖
潔與墮落落的界分, 他以精準明確的⾔言語傳述上帝的救恩, 闡明位格與位格之間的關係, 不含糊地
對⼈人的指⽰示。以上各點在在是我們當學習的榜樣。

童女⽣生⼦子
蒙天使服役之福的基督徒, 在⾒見見證關乎萬⺠民的主耶穌基督之前, ⾸首先要建立的信仰核⼼心就是耶
穌是童女⾺馬利利亞所⽣生的事實。這是每⼀一基督徒不可迴避的信仰建造過程, 只能直⾏行行, 不可迂迴, 
任何規避的理理由皆是不合法的。然, 我們也當認清⼀一個事實就是, 建立童女⽣生⼦子的信仰是不易易
的, 路路上是佈滿荊棘的, 因為我們本⾝身既有的看法攢和網路路⽂文章之說(包括基督徒個⼈人所⾒見見與牧
師傳道的立場), 必有雜質在其中。因此, 我們必須要有去污存清, 不清楚則不罷休的態度。

⼈人強⼒力力捍衛⾃自⼰己擁有的知識, 不容許他⼈人侵犯之, 即便便那知識是錯誤的。前兩兩天, 我到市場買條
⿂魚, 看⾒見見這⿂魚攤的標⽰示牌⽤用⼿手寫著「解凍花⽀支」, 我提醒店家應是「花枝」, 況且那標⽰示牌旁⽤用
電腦打印出來來的字樣是花枝。那店家女主⼈人覺得不好意思, 但那男主⼈人⼝口中卻是念念念念有詞, 謂
他就是這樣放了了多年年。當⼈人習慣錯誤, ⽽而這錯誤伴隨著他得以致富, 或上權, 他絕不肯改變。若若
基督徒存同樣的⼼心, 那與世⼈人何異異? 有會堂的教會與有資產的基督徒看得省察這事。

我之所以這麼強調童女⽣生⼦子, 乃因聖經直接寫著童女⾺馬所懷的這孕是從聖靈來來的(太1:20b-
23)。請注意, 是聖靈, ⽽而不是聖⽗父感孕⾺馬利利亞。這是聖靈上帝親為之事, 因此基督徒是否褻瀆
聖靈的分際就在這裏。

褻瀆聖靈者的⾔言語
⼀一位美國天主教的新約學者Raymond E. Brown (1928-1998) 認為「童女⽣生⼦子, virgin birth」的
教義是不恰當的, 應當稱之為「童女感孕, virginal conception」以作為有別於其他宗教的神蹟
記號。Brown說, 教會應當看重耶穌的⾝身份甚於童女被感孕的事。某神學院前院長居然也同意
Brown這褻瀆聖靈之論。(註: Brown 反對聖經無誤, 他且以歷史批判法來來研讀聖經。)

還有⼀一些錯誤的⾔言語, 如「⾺馬利利亞給耶穌基督帶來來⾎血⾁肉⾝身體及完整的⼈人性, 聖⼦子的靈給耶穌基
督帶來來靈魂及完美的神性。」亦如「聖靈藉著童女懷孕⾜足以證明耶穌的神性，⽽而且童女⾺馬利利亞
⽣生⼦子⾜足以證明耶穌的⼈人性。」

科學的有限
童女⽣生⼦子? 科學說, 不可能。然, 我們卻要問, 科學能解釋所有的事嗎? 科學從未解釋精⼦子與卵卵
⼦子的結合為何可以⽣生出⼈人來來; 科學也從未解釋在數以億萬計的細胞分裂之後, 卻可以無差錯地
⽣生出⼈人來來; 科學亦從未解釋⼈人類的染⾊色體為什什麼是23對, ⽽而不是他數。半導體建廠需投資上百
億美⾦金金才可穩當地製出⼀一個晶片來來, 但這晶片卻只有幾年年的壽命。然, 在有限的⺟母體空間內, 孕
婦每⽇日所食僅百千元之值的有機碳⽔水化合物食材, 並假以⼗十⽉月的懷胎, 卻可以⽣生出具永恆性的
⼈人。所以我們當知, ⼀一個⼈人的存在絕對不是出於⼈人, ⽽而是上帝使之的存在。

以孝順得名的⼈人必知⺟母親⽣生他養他的不易易, 但亦需知使其存在的是上帝, 他才可得享孝名, 受⼈人
尊敬與讚揚。雅各書說:「16我親愛的弟兄們, 不要看錯了了,17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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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從上頭來來的, 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來的；在他並沒有改變, 也沒有轉動的影兒。」知此⽽而
問各位, 孝⼦子可不可以因他的⾄至孝的美名, 央求上帝賜他救恩? 我們也可擴⽽而論之, 任何得美名
者都當知是上帝使他存在在這世上, 他才可以得那美名; 也就是說, 沒有⼈人有驕傲的本錢。

今⽇日科學⼈人否定聖經, 否定創造, 但卻窮盡其⼒力力探知⽣生命的起源。這等科學⼈人正在否定科學的
基本原則卻不⾃自知, 這原則就是任何科學的發現必須被另⼀一團隊驗證那發現是真的, ⽽而探究⽣生
命起源的研究主題絕不可能滿⾜足這原則。簡⾔言之, 科學家離開了了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啟⽰示, 不
承認耶穌基督⾃自亞當⽽而下的家譜, 不在其中認識到⼈人的⽣生命(的起源)乃是由於上帝的創造, 他們
⼀一⽣生花費無數的⾦金金錢與精⼒力力, 所⾏行行盡是愚昧。

上帝使⼈人存在於世的三種⽅方式: 有⽗父無⺟母, 有⽗父有⺟母, 無⽗父有⺟母
路路加福⾳音的家譜寫說:「亞當是上帝的兒⼦子」(路路3:38c), 故亞當是有⽗父無⺟母的存在。創世記4:1
節說:「有⼀一⽇日, 那⼈人(亞當)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懷孕, ⽣生了了該隱。」保羅亦說, 創造宇宙
和其中萬物的上帝,「從⼀一本(⾎血脈)造出萬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徒17:26) 所以, 所有⼈人的存
在都是有⽗父有⺟母的存在。耶穌基督是童女⾺馬利利亞所⽣生, 故耶穌是無⽗父有⺟母的⽣生在世上。這樣看
來來, 童女⽣生⼦子⼀一事乃出於上帝-聖靈之為, 這事就沒有不合理理的地⽅方。(註: 有⼈人聽於此便便提出麥
基洗德之無⽗父無⺟母說(參參來來7:3), 我則請這些⼈人好好讀希伯來來書那第七章之無⽗父無⺟母的意義, 與
我們這裏⽗父⺟母說不是同⼀一件事。)

關乎萬⺠民的主基督遭遇

關乎萬⺠民的主基督⽣生在⾺馬槽裏, 死在⼗十字架上, 且簡單的埋葬
關乎萬⺠民的⼈人必然是位君王, 這統治萬⺠民的君王理理當⽣生在世上最華麗尊貴的床褥上, ⽣生下之後
理理當受到最好的醫療團隊的照顧, 但是這位君王耶穌誕⽣生之處卻是⾺馬槽。這「關乎萬⺠民的」與
「⾺馬槽」乃是絕對不相容的兩兩個詞語, 但兩兩者卻是聖經⾒見見證耶穌的字詞。君王耶穌降⽣生時發⽣生
不相容的事, 君王耶穌死時也發⽣生不相容的事, 這位關乎萬⺠民的耶穌居然受(萬⺠民的)審判, 並且
還被(萬⺠民的代表)判處⼗十字架的刑罰。這位關乎萬⺠民的君王耶穌埋葬時沒有隆隆重的葬禮悲送之, 
且在倉促的三個⼩小時內被簡單的埋葬了了。若若我們比較關乎萬⺠民的君王耶穌的⽣生與死與僅統治⼀一
⽅方的君王的⽣生與死, 那真是天壤之別。

美化基督的⽣生與死
今⽇日基督徒在聖誕節只知歡樂慶祝, 已完全忘記耶穌誕⽣生時所受不⼈人道的遭遇。⼈人談及他們所
跟隨的主⼈人時總是公然地談到這位主⼈人的美, 絕不願在⼤大眾⾯面前論起他醜的⼀一⾯面。我們基督徒
向世⼈人談到主耶穌時難道不也這樣, 傾向美化他的每⼀一細節? 基督⼗十架被美化, 基督的⽣生也被美
化了了, 畢竟知道基督降⽣生的實況會讓我們⼀一陣⼼心酸, ⽽而這實況與歡樂氣氛格格不入。

美化後的後遺症
由於甚少傳道⼈人講明基督降⽣生的實況, 因⽽而連帶著影響教會成員的價值觀。我曾聽聞會眾批評
師⺟母的穿著太過單調, 也聽聞有錢的基督徒欲把持教會的企圖。如果這些⼈人真知道基督降⽣生所
遭遇到的事, 他們豈豈敢如此膽⼤大妄為! 

君王耶穌⽣生在⾺馬槽裏: 世界的惡惡臭
任何店家看到⼀一個即將臨臨盆的婦女, 即便便客店裏沒有地⽅方, 他也會想法⼦子讓她住在屋內, 絕不會
將她安置在屋外, 更更不可能將之安排在⾺馬槽裏, 但事情就這樣發⽣生在約瑟和⾺馬利利亞⾝身上。基督
是⽗父差到世間來來的, 耶穌也說他⽣生⽽而為王(約18:37), 這位君王耶穌的⼀一舉⼀一動皆關乎萬⺠民, 那麼
⽗父將耶穌⽣生在⾺馬槽裏爲要傳達什什麼信息? ⾒見見微知著, 以⼩小觀⼤大, 上帝在舊約時要先知何⻄西阿去娶
淫婦歌蔑為妻, 為要告訴以⾊色列列⼈人已然背逆祂去敬拜假神; 上帝將耶穌⽣生於這世界乃是要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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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類, 世界是不協調, 失序, 失禮, 充滿⽭矛盾。耶穌⽣生在⾺馬槽裏所要傳達的信息就是, 有罪性的
⼈人就如惡惡臭的⾺馬槽⼀一樣, 罪⼈人就是以這樣的罪態迎接君王耶穌。

教會為了了慶祝聖誕節⽽而將⾺馬槽擺放於會堂前或會堂內, 這等美化作為已讓⼈人忘記是⾺馬槽是個畜
牲躺臥的地⽅方, ⾺馬槽周圍的空氣充滿著驢的體味與排泄物的嗆⿐鼻之味; 這等難聞的程度在當天
達到該客店的⾼高峰, 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客店住滿了了履⾏行行該撒亞古⼠士督報名上冊的旨意
的⼈人, ⾺馬槽因⽽而擠滿了了回鄉的驢。若若教會真實呈現這樣的⾺馬槽, ⼜又有誰願意在聖誕節時分來來到
教會?

貧窮的約瑟和⾺馬利利亞 
為什什麼店主看到⼤大腹便便便便的⾺馬利利亞安, 還是執意將之置於⾺馬槽? 這表⽰示這位老闆極度地看不起
這對夫妻。為什什麼? 因為他看到的是⼀一對低收入的夫妻。要知道, 約瑟是⼀一⽊木匠, 作⼯工是按件計
酬, 所以收入並不固定。店主如常⼈人般以貌待⼈人, 不願清貧的約瑟與⾺馬利利亞進到他的客店內, 污
了了⾃自⼰己的店, 也污了了住店貴⼈人的眼睛。

約瑟和⾺馬利利亞夫婦的貧窮給予我們極深的啟發, 因為他們倆均是⼤大衛的後裔, 約瑟列列於所羅⾨門
系家譜, ⾺馬利利亞列列於拿單系家譜, 然他們已經沒有⾝身為⼤大衛後裔的光采。世⼈人也不認識他們這
對夫婦是王室的後代, 這可從他們鄰居對耶穌的評語可知,「這不是那⽊木匠麼? 不是⾺馬利利亞的兒
⼦子雅各、約⻄西、猶⼤大、⻄西⾨門的長兄麼? 他妹妹們不也是在我們這裡麼?」(可6:3) 

⼤大衛王朝的榮耀
撒⺟母耳記下第7章與歷代志上第17章記著上帝藉著拿單向⼤大衛啟⽰示關乎他王朝的事, 其中說了了
⼀一句句話:「你的家和你的國, 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 你的國位也必堅定, 直到永遠。」(撒下7:16; 
代上17:14) 上帝還對⼤大衛說了了關乎他的後裔所羅⾨門的事,「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他若若
犯了了罪, 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 ⽤用⼈人的鞭責罰他。」(撒下7:14; 代上17:13) 我們⾒見見, ⼤大衛也將這
句句上好福份的話講給所羅⾨門聽(參參代上22:9)。(但請⼤大家注意, ⼤大衛只提上半句句的福, 省去了了下
半句句的罰。)

想到以⾊色列列必想到⼤大衛與所羅⾨門, 然這兩兩位君王的榮耀到了了約瑟和⾺馬利利亞時代卻顯為黯淡, 這
表⽰示猶太⼈人雖為⾃自⼰己爭得⼀一座令他們驕傲的殿宇(參參太24:1), 但他們已是外強中乾。猶太⼈人既
知基督是⼤大衛的⼦子孫(太22:41-42), 卻完全不知這⼦子孫現在的處境, 更更遑論他們可以回答耶穌之
問,「⼤大衛被聖靈感動, 怎麼還稱他(⼤大衛的⼦子孫)為主, 說,『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
把你仇敵, 放在你的腳下。』⼤大衛既稱他為主, 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太22:43-45)

猶太⼈人已不知誰是⼤大衛的後裔
由於猶太⼈人對於⼤大衛的後裔的失智⾏行行為, 使徒保羅便便提醒教會, 說:「論到祂兒⼦子-我主耶穌基督, 
按⾁肉體說, 是從⼤大衛後裔⽣生的。」(羅1:2) 保羅亦囑咐提摩太,「你要記念念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
後裔, 他從死裏復活, 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提後2:8) 教會當從猶太⼈人對⼤大衛的後裔的輕慢
與失智學得教訓, 不可忽略略歷史的傳承。今⽇日走錯路路的教會是沒有任何理理由或藉⼝口, 因為上帝
給了了我們兩兩千年年的教會歷史。當時以⾊色列列⼈人忽略略歷史的後果如何, 今⽇日教會忽略略歷史的後果亦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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