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 ⼗⼆⽉30⽇ 

降世為⼈的基督耶穌 (⼆)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4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2:1-7節:「1當那些⽇日⼦子, 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來, 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2這是居
⾥里里扭作敘利利亞巡撫的時候, 頭⼀一次⾏行行報名上冊的事。3眾⼈人各歸各城, 報名上冊。4約瑟也從加利利
利利的拿撒勒勒城上猶太去, 到了了⼤大衛的城, 名叫伯利利恆, 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5要和他所聘
之妻⾺馬利利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馬利利亞的⾝身孕已經重了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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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回顧: 上帝的時候滿⾜足是⼈人最⼤大的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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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
乃按其喜悅⾏行行事, 順其理理⽽而成章, 時候滿⾜足就成就了了, 但我們看之卻是忽然, 這表⽰示上帝的百姓
甚不注意上帝的作為。

但仔細想想, ⼈人⼜又怎會注意上帝在約瑟與⾺馬利利亞⾝身上的作為呢? 我們的⼼心嚮往英雄, 我們的眼歡
喜亮點, 但約瑟與⾺馬利利亞雖是⼤大衛的第⼆二⼗十八代孫, 但他們⾝身為王室後裔已顯不出王室的榮耀
與尊貴; 他們失去了了招聚猶太百姓的魅⼒力力, 百姓已不可能追隨之, 好恢復⼤大衛王朝的榮耀。約瑟
與⾺馬利利亞乃王室之後, 結為連理理之後本該是⼀一加⼀一⼤大於⼆二, 但卻是甚⼩小於⼆二。上帝就在約瑟與
⾺馬利利亞這等失去榮耀的狀狀態下, 差遣祂的兒⼦子, 為女⼦子(⾺馬利利亞)所⽣生; 這就是上帝的時候滿⾜足, 但
也是⼈人忽略略上帝作為最⾼高峰之⼀一的時候。

上帝第⼀一次時候滿⾜足差遣祂的兒⼦子時, 猶太⼈人覺得忽然; 上帝第⼆二次時候滿⾜足再差遣祂的兒⼦子
時, 教會與基督徒必也覺得忽然。保羅說:「1弟兄們, 論到時候、⽇日期, 不⽤用寫信給你們,2因為你
們⾃自⼰己明明曉得, 主的⽇日⼦子來來到, 好像夜間的賊⼀一樣,3⼈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 災禍忽然臨臨到他
們, 如同產難臨臨到懷胎的婦⼈人⼀一樣, 他們絕不能逃脫。」(帖前5:1-3) 當我們可認識基督的時候, 
當保握機會認識主, 因為時間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普通的猶太⼈人耶穌
如果約瑟與⾺馬利利亞是如此地平凡, 那耶穌呢? 耶穌的樣是否如畫家筆下的聖嬰樣, 或如電影中飾
演耶穌的主⾓角那般俊美非常? 若若問, 將舊約的政治領袖與耶穌同列列, 耶穌會比其他君王更更顯得英
姿颯爽嗎? 耶穌的相貌比得過亞當, 掃羅, 或參參孫的英俊挺拔嗎? 施洗約翰必須在眾⼈人當中將耶
穌指出來來, ⼈人們才會注意到他(約1:36), 安得烈與彼得也才可能起⾝身跟隨耶穌(約1:40), 這樣看
來來, 耶穌的樣必定是普通得再也不能夠普通的猶太⼈人的樣。

耶穌的樣也就是約瑟家⼈人的樣, 故他⾃自⼰己家鄉的⼈人⾒見見到他就說:「他⺟母親不是叫⾺馬利利亞麼? 他弟
兄們不是叫雅各, 約⻄西, 約瑟, 猶⼤大麼?」(太13:55) 只是他比較像⾺馬利利亞⽽而已。拿撒勒勒城的居⺠民
與耶穌⽣生活那麼長的時間, 他們實在看不出耶穌有何特別之處, 因為耶穌實在太平常了了, 故當耶
穌顯出智慧和異異能時, 便便稀奇地說:「這不是⽊木匠的兒⼦子麼?」(太13: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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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請問各位, 比較耶穌與施洗約翰顯於⼈人前的傳道, 那⼀一位較有魅⼒力力(charismas)? 施洗約翰在
猶太的曠野⼀一傳道, 福⾳音書記耶路路撒冷和猶太全地, 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約翰那裏, 
承認他們的罪, 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太3:1-5), ⽽而耶穌是經過兩兩年年半的傳道才有萬⼈人跟隨他, 才
有使五千⼈人吃飽的五餅⼆二⿂魚神蹟。施洗約翰簡單的⼀一句句話,「他必興旺, 我必衰微」(約3:30) 即
知當時的猶太⼈人在意施洗約翰甚於耶穌, 施洗約翰比耶穌較能吸引⼈人的⽬目光。

我提這些乃是因爲經過這幾百年年⼈人⽂文主義的洗禮, 耶穌的樣已經是被篩選⽽而美化過的樣, ⽽而不
是聖經寫的樣; 我們對美化過的耶穌已經視為理理所當然。俊美的耶穌(無論畫他在嬰孩時或是成
⼈人時)是我們所愛的, 因為那可以滿⾜足我們的虛榮, 呈現這樣的耶穌好過於穿布衣, 無佳形美容的
耶穌。牧師傳道是上帝的僕⼈人, 其護主⼼心態當然願意讓⼈人看到他們服事的主是有魅⼒力力的。

但, 這中間卻隱藏⼀一個危機, 就是無形中將耶穌與平信徒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牆, 尤其是⾝身份低
微的⼩小弟兄。⼀一個⾼高不可攀的主, 必使基督徒以為屬靈事是屬檯⾯面上⼈人物或有恩賜的⼈人的事,  
尤其是⾝身份低微的⼩小弟兄, 有些基督徒進⽽而⾃自我放逐⽽而不願追求屬靈真理理。基督告誡⾨門徒不得
使信他的⼀一個⼩小⼦子跌倒(太18:6), ⽽而他的俊美樣卻可能拒⼀一個⼩小⼦子於千⾥里里之外, 那「凡勞苦擔重
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來,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之⾔言(太12:28), 對這⼩小⼦子將是句句空話。然, 耶穌
的平凡樣內藏著不朽的⽣生命, 卻激發每位平信徒積極追求的動⼒力力, 知道⾃自⼰己可在平凡中顯出屬
天的⽣生命, 任何⼈人因此不需⾃自慚形穢。

教會牧師已遠離群眾
耶穌之平凡樣使得每⼀一個⼈人(尤其是⾝身份低微的⼩小弟兄)都可親近他, 每⼀一個⼈人(尤其是⾝身份低微
的⼩小弟兄)都可從他⼝口中得聞真理理的道。然, 現⾏行行教會運⾏行行的體制與牧師本⾝身的⼼心態已使這情景
不復存在, 教會裏地位最⾼高的牧師離平信徒已越來來越遠, 平信徒已無法⾯面對⾯面地從牧師⼝口中親
耳聽到真理理的⾔言語。每⼀一個年年輕的傳道⼈人無不計畫將⾃自⼰己的傳道事業做得越⼤大越好, 但若若服事
主之後, 發展到將⾃自⼰己遠離教會弟兄中最⼩小的⼀一個, 他已失了了作為基督僕⼈人的格。

今⽇日基督徒也是如此, 判斷主同在的記號就是教會要⼤大, ⼈人數要多, 資源要豐富, 完全不顧教會
到底有沒有真確地傳講上帝的道, 堅守信仰, 亦不在意講台信息是否將主耶穌基督傳講得清楚。
當時的猶太⼈人忽略略上帝的話與上帝的作為, 以致將基督送上⼗十字架; 今⽇日的基督徒若若還不記取
這教訓, 忽略略上帝的話與上帝的作為, 當基督再來來時, 反⽽而將⾃自⼰己送上⼗十字架。

差別待遇: 重施洗約翰的誕⽣生, 輕耶穌的降⽣生
我們在這裏論上帝之忽然⾏行行作, 歌頌上帝做事奇妙, 但當時的⼈人卻對⾺馬利利亞以童女之⾝身⽣生⼦子不
以為意; 也就是說, 上帝忽然性的⾏行行事即便便顯於⼈人的⾯面前, ⼈人還是茫然無知。我們都知道耶穌和
施洗約翰的誕⽣生的⽅方式是特別的。撒迦利利亞與以利利沙伯兩兩位年年紀老邁, 以利利沙伯已無法⽣生育, 
上帝卻讓他們懷上施洗約翰; 耶穌則是聖靈感孕了了童貞女⾺馬利利亞。以利利沙伯⾒見見證⾺馬利利亞所懷的
胎是她的主(路路1:43a), 但這⾒見見證卻沒有帶給鄰⾥里里親族驚奇, ⼈人們反⽽而因主向以利利沙伯⼤大施憐憫, 
⽣生下⼀一個兒⼦子⽽而歡樂(路路1:58), 他們同時也懼怕撒迦利利亞變啞, 後開⼝口說話的特殊經歷(路路
1:65)。

⼀一個是老來來得⼦子, ⼀一個是童女⽣生⼦子, ⼈人卻是看重前者, 輕忽後者。⼈人們對於撒迦利利亞與以利利沙伯
對耶穌的⾒見見證毫不在意, 箇中原因就在於⾝身份與年年歲, 撒迦利利亞是老祭司, ⽽而約瑟只是⼀一個年年經
的平⺠民老百姓,  且社會地位低。但, 這位甚平凡的約瑟的信⼼心卻是⼤大於祭司撒迦利利亞, 後者看⾒見見
天使顯出驚慌害怕(路路1:12), 但約瑟卻是聽了了天使之命, 立即起⽽而⾏行行 (太1:24)。

這是各時代的通病, 看重年年紀老且聲望⾼高的神職⼈人員, 年年紀輕的⼩小弟兄則是⼈人微⾔言輕。我問各
位⼀一問題, 若若教會牧師傳講基督傳得不清不楚, 但教會裏某年年輕⼈人卻可以娓娓道來來, 使聽的⼈人認
識基督, 牧師會請這位弟兄上台講道嗎? 還是, 他會百般阻擾並削弱這年年輕的兄弟影響⼒力力? 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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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想題, ⽽而是實際會發⽣生的事。要知道, 教會的資產在教會歷史, 尤其是清教徒留留下的解經與
講道, 但這些寶藏⼤大都是英⽂文, ⽽而牧師普遍的英⽂文素質難看得懂清教徒寫的書籍, 但是平信徒則
不然, 尤其在現今要求⾼高英⽂文能⼒力力的時代, 平信徒的英⽂文遠勝於牧師傳道。故, 當平信徒有⼼心學
習⽽而駐⾜足於清教徒著作, 接受其中教導, 他認識基督的程度, 並可將基督傳講清楚的能⼒力力必然勝
於牧師傳道。

在此還需提醒⼀一事, 祭司撒迦利利亞的信⼼心雖然比不上平⺠民約瑟, 我們卻不可因此⽽而輕看撒迦利利
亞, 因為我們很可能(⾒見見到天使時)比他驚慌害怕還驚慌害怕(路路1:12), 很可能比撒迦利利亞的不信
還不信(路路1:20)。請問各位, 我們常說“⾒見見主⾯面”, 但我們是否可以通過⾒見見天使之⾯面⽽而怡然還是未
知之數, 是否可以如約翰⾒見見到天使時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之態(啟19:10a), 還是驚慌害怕? 我們
現在看聖經如同看歷史, ⼤大肆評論這⼈人, 評論那⼈人, ⽽而基督徒平時都說有信⼼心, 但只有在事情發
⽣生時才得⾒見見真章。我們在世時常受上帝的試煉是有福的, 因這是習練得通達的必要經歷。

報名上冊
耶穌的降⽣生與施洗約翰的誕⽣生是第⼀一世紀最重要的事, ⾺馬可福⾳音⼀一開始就直接寫施洗約翰和耶
穌的傳道事奉, 但我們當更更看重耶穌的降⽣生, 因為那是諸事的焦點。我們知道, 羅⾺馬統治下的帝
國使四境平安, 她的嚴刑峻法, 再加上發明了了震攝⼈人⼼心的⼗十字架刑罰, 使⼈人三思犯罪的事。羅⾺馬
帝國亦擁有強⼤大的軍隊, 可隨時平息任何動亂, 對猶太⼈人則是採取懷柔政策, 要聖殿給聖殿, 要
獻祭准獻祭, 使他們安於在其統治之下。然, 就在⾺馬利利亞臨臨盆之前, 該撒亞古⼠士督居然下旨, 叫
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 路路加記「這是居⾥里里扭作敘利利亞巡撫的時候, 頭⼀一次⾏行行報名上冊的事。」
這“頭⼀一次”實在耐⼈人尋味, 因為實在不需要這麼做, 然就因居⾥里里扭這命令, 約瑟與⾺馬利利亞必須回
到伯利利恆, 因此滿⾜足了了彌迦書五章2節之⾔言,「猶⼤大地的伯利利恆阿! 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
的, 因為將來來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來, 牧養我以⾊色列列⺠民。他的根源從亙古, 從太初就有。」
這清楚顯明⼀一個事實就是, 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就是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21:1)。

使徒寫約翰⼀一書時, 講論上帝對我們完全的愛, 使我們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時, 說了了⼀一句句
很特別的話, 他說:「他如何, 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約⼀一4:17) 現在, 我們看著上帝如何將巡
撫的⼼心握在祂的⼿手中, 成就在基督⾝身上的預⾔言, 上帝也必然握著我們⼯工作崗位的在上掌權者的
⼼心, 在我們的⾝身上成就祂對我們的試煉。請注意, 我指的是社會之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提前2:2a), 
那偏離基督真理理的教會領袖則不在我們的順服之列列。

回伯利利恆
對約瑟和⾺馬利利亞⽽而⾔言, 巡撫居⾥里里扭報名上冊的命令是困難的。約瑟帶著⼤大腹便便便便的⾺馬利利亞從拿
撒勒勒走回到伯利利恆, 這兩兩地相隔110公⾥里里長 (差不多是新⽵竹到彰化的距離), 其中多是陡峭的⼭山路路, 
這對於孕婦⽽而⾔言, 真是困難萬分。按約瑟與⾺馬利利亞的經濟情況, 他們應該是⽤用雙腳, ⾃自⼰己背著⾏行行
囊走完這段路路程。因⾺馬利利亞有孕在⾝身, 所以他們比別⼈人花更更長的時間到伯利利恆。當他們到了了之
後, 客店裏已經住滿了了⼈人, 沒有地⽅方讓他們安腳, 因為這些⼈人有驢代步, 早已先⾏行行到達伯利利恆。
為什什麼這些⼈人必須住客店? 因為都是長年年在外⽣生活的⼈人, 原家鄉已經沒有他們住的地⽅方。

胎兒耶穌的神性展現
請問各位, ⼤大家認為⾺馬利利亞的⾝身體狀狀況如何? 是強壯, 還是纖弱? ⾝身體素質與⽇日常飲食有關, 然
無論如何, 對於⼀一個孕婦來來說, 每天走上⼗十幾公⾥里里的路路, 在⽇日夜溫差⼤大, 道路路崎嶇的地區, 連續走
上八、九天, 還伴隨著腰酸不適, 真是件難過的事。⾺馬利利亞在這樣極端⾝身⼼心耗竭的狀狀態下, 還可
安然地到達了了伯利利恆, 且更更讓⼈人驚訝的是, 居然還可以分娩, 並且還在惡惡臭的⾺馬槽裏為之, 實在
匪夷所思, 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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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許認為這是⾺馬利利亞驚⼈人的意志⼒力力使然, 但較合理理的解釋是, 她胎中的耶穌保守著⾺馬利利亞
渡過種種難關。這等保守不是那種懷孕的婦女對胎兒的⾃自⾔言⾃自語, ⽽而是實質的保守。也就是說, 
基督的神性並未因祂成為了了⼈人⽽而虛無化, 基督雖成為⼈人, 祂的神性依舊; 基督是是神⼈人⼆二性的基
督, 護衛著⾺馬利利亞⾝身⼼心各⽅方⾯面的狀狀態。請不要⽤用科學論證的原則, 說這必須經過實驗的過程, ⾒見見
到了了結果才信, 來來否定以上說法, 因為⾺馬利利亞有孕在⾝身的回鄉經歷已經超越了了科學論證的層次, 
沒有⼀一個孕婦會願意冒著流產的危險, 走⼀一回⾺馬利利亞當時走過的路路。

約瑟無怨⾔言的曠野回鄉旅程
在這裏, 我必須指出約瑟的信⼼心已超越了了猶太⺠民族在曠野時不信表現。上帝在詩篇78:40節說
到以⾊色列列⼈人「在曠野悖逆祂, 在荒地叫祂擔憂, 何其多呢!」以⾊色列列⼈人⺠民族的標記之⼀一就是, 他們
被上帝圈在曠野四⼗十年年, 且以⾊色列列⼈人在這四⼗十年年當中的埋怨不斷與不信也成為他們的圖騰, 經
過了了數千年年, 希伯來來書的作者還在題說這曠野事, 來來警告那些不信從的⼈人不能進入安息(來來
3:17,18)。然, 約瑟在艱困、不順遂的曠野旅程中, 沒有因⾃自⼰己⾝身份的特殊, 是耶穌的⽗父親, 且銜
命迎娶⾺馬利利亞, ⽽而⼝口出怨⾔言; 約瑟對上帝加諸在他⾝身上的⼀一切, 均坦然處之。

⾺馬利利亞無怨⾔言的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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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利亞⾝身上。約瑟和⾺馬利利
亞應是低收入⼾戶, 他們的穿著, 臉孔, 氣態, 談吐等都不使⼈人稱羨, 甚⾄至還招⼈人鄙視, 即便便⾺馬利利亞
的⾝身孕已經重了了, 到了了客店還是不得⼈人的憐憫, 得以住在屋內的客房, 卻被安排睡在⾺馬槽裏。同
樣地, ⾺馬利利亞沒有因⾃自⼰己⾝身份的特殊, 是耶穌的⺟母親, ⽽而有任何怨⾔言。

約瑟沒有起⽽而拒絕客店的主⼈人這樣安排, 甚或求店主換個地⽅方, 這再⼀一次地顯明約瑟⾝身份的卑卑
微, 他知道無論是抗或求, 都是沒有⽤用的, 如果不接受⾺馬槽, 真的就沒有地⽅方可住, 況且, ⾺馬利利亞
分娩在即, 故不得不接受店主這樣的安排。

今⽇日基督徒不缺的就是怨⾔言, 好像知⾜足是永遠辦不到的事; 碰到苦難和不順⼼心的事時, “Why 
me?”的怨詞總是此起彼落落, 不絕於耳。請這些⼝口出怨⾔言的基督徒看看約瑟與⾺馬利利亞吧! 他們⼤大
可央求上帝讓他們好過些, 因為⾺馬利利亞腹中懷的是耶穌, 但他們沒有, 反⽽而安然地處在上帝⼀一切
的安排。請⼝口出怨⾔言的基督徒記住, 上帝管理理祂⼦子⺠民的鐵桿法則就是, ⼝口吐怨⾔言的是叛離主恩
的⼈人。我們遇到⼝口出怨⾔言的基督徒當是教導或責備, ⽽而不是安慰, 因越安慰, 越糟糕。

⾺馬槽的污穢即世界的污穢
聖靈感孕卑卑微的⾺馬利利亞, 讓上帝的獨⽣生愛⼦子在這位童貞女的胎中取著⾁肉⾝身, 並⽣生⽽而為⼈人。我們
不能將⾺馬利利亞神格化, 反⽽而要認知到世界以卑卑賤之態來來迎接上帝的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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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槽裏爲要傳達的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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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是不協調, 失序, 失禮, 充滿⽭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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