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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信息 - 和平的君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8 分鐘

今年聖誕節信息
今年聖誕節在週六, 故我在今天講述今年聖誕節的信息-和平的君。請讀以賽亞書九章6,7節:「6

因有⼀嬰孩為我們⽽⽣, 有⼀⼦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全能
的上帝、永在的⽗、和平的君。7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
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主的熱⼼必成就這事。」

理論上來說, 基督徒信主後讀聖經當從創世記開始讀起, 但實際上, 卻是從新約的福⾳書開始讀
經的旅程, 因為易讀好懂。因此, 基督徒遇⾒耶穌的第⼀件事就是他的誕⽣, 也因此基督徒必須
明⽩主誕⽣的點點滴滴, 且必須可以述說主誕⽣的意義。⼈存在之因有三來源, 有⽗無⺟, 無⽗
有⺟, 以及有⽗有⺟。有⽗無⺟是亞當, 路加記「亞當是上帝的兒⼦」(路3:38c), 無⽗有⺟是耶
穌, 因耶穌是童女⾺利亞所⽣ (太1:18-23), 有⽗有⺟則是其他所有⼈。知此, 講述耶穌的誕⽣就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舉⼀例, 上帝按其形樣式造亞當, 那耶穌呢? “造”字可⽤在亞當⾝上, 那“造”
字可⽤在耶穌⾝上嗎? 事實上, 嬰孩耶穌的⼀切都需要我們認真查考, 晝夜思想。

和平時期
路加福⾳第⼆章記耶穌12歲時, 於逾越節隨同⽗⺟上耶路撒冷的事, 其中寫著「守滿了節期, 他
們回去, 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並不知道, 以為他在同⾏的⼈中間, 走了⼀天的路
程, 就在親族和熟識的⼈中找他, 既找不著,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過了三天, 就遇⾒他在殿裏, 
坐在教師中間, ⼀⾯聽, ⼀⾯問。」(路2:43-46) ⼀個12歲的孩童不在⽗⺟⾝邊三天卻安然無事, 
那樣的社會必是⼀個平安的社會, 是⼈與⼈之間充滿信任的社會。這樣社會處於正軌安和的狀
態乃拜於猶太⼈恪守律法, 以及羅⾺帝國嚴刑峻法統治的結果, 尤其是⼗字架刑罰帶來的威懾
能⼒。

舊約時期亦記有類似安和的年代, 列王記上四章24,25節寫說,「所羅⾨管理⼤河⻄邊的諸王, 以
及從提弗薩直到迦薩的全地, 四境盡都平安; 所羅⾨在世的⽇⼦, 從但到別是巴的猶⼤⼈和以⾊
列⼈, 都在⾃⼰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安然居住。」(注意紅字) “但”是以⾊列最北邊的國⼟, 
“別是巴”是以⾊列最南邊的國⼟, “但到別是巴”即表⽰以⾊列全境, 每⼀個⼈在所羅⾨王統治之
下皆安然居住。這時期是個太平盛世, 因為⼈與上帝之間, ⼈與⼈之間, 以及⼈與⾃然之間, 均
呈現和諧安詳的氣象。先知彌迦與撒迦利亞更將這樂園景象推展⾄末後的⽇⼦, 說, 那時凡流
歸耶和華殿的⼭的⼈, 都將享受在⾃⼰樹下的平安(彌4:4; 亞3:10)。

耶穌降⽣使⼈平安, 還是不安?
以賽亞書九章6節說耶穌是「和平的君」, 但耶穌的降⽣卻擾動了羅⾺統治下的平安景況。幾
個從東⽅來的博⼠到耶路撒冷, 居然在該撒統治的領⼟裏毫不忌諱地問說:「那⽣下來作猶太⼈
之王的在那裏?」(太2:2a) 他們這麼⼀問, 立即衝擊著羅⾺和猶太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權⼒平
衡, 打破長久以來的和平與安寧; 若耶穌作王⼀事成真的話, 必將掀起⼀場腥風⾎雨, ⽣靈塗炭
的戰爭場⾯, 這是長期處在和平時期的猶太⼈所不願⾒的, 尤其他們已習慣於現有和平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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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祭制度。東⽅博⼠的話⼀出, ⾺太記,「希律王聽⾒了, 就⼼裡不安, 耶路撒冷合城的⼈也都不
安。」(太2:3) 不安的王必有所動作, 他必要尋得這嬰孩耶穌, 當希律王不⾒博⼠帶回這嬰孩時, 
⾺太⼜記,「希律⾒⾃⼰被博⼠愚弄, 就⼤⼤發怒, 差⼈將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的男孩, 照著他
向博⼠仔細查問的時候, 凡兩歲以裡的, 都殺盡了。」(太2:16)

第⼀次讀這段聖經的⼈總是對那些兩歲以下的幼兒被殺的事, 深感憤怒不平, 有時還會移罪給
耶穌, 說, 若他不誕⽣, 這些幼兒必不遭受到如此的殘害, 他們的⽗⺟也不⾄於號咷⼤哭, 且不肯
受安慰(太2:18)。但請問, 到底是耶穌的誕⽣使這些幼兒被殺, 還是希律王為了保護他的王位⽽
殺這些幼兒呢? 我們不怪罪希律王, 卻怪罪耶穌, 有道理嗎?

和平之意乃相對於⽗
然, 四境畢竟不平靜, 那, 以賽亞寫嬰孩耶穌是和平的君是什麼意思? 保羅回答這問, 說:「(⽗)藉
著他在⼗字架上所流的⾎成就了和平, 便藉著他叫萬有, 無論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與⾃⼰和好
了。」(⻄1:20) 原來, 這和平之意乃是相對於⽗說的, 耶穌降⽣後, 按⽗上帝的旨意(加1:4)⼀步
⼀步地走向各各他⼭, 將⾃⼰放在⼗字架上, 捨⾝流⾎, 為要使地上和天上的都與⽗上帝和好。
所以, 以賽亞的「和平的君」之意遠⼤於某國某地的和平, ⽽是關乎萬有, 當然也關乎歷世歷代
的萬⺠(路2:10)。保羅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 這話是可信的, 是⼗分可佩服的。」
(提前1:15a)

和平的君的和平之意乃是相對於上帝, ⽽不是相對於世界。相對於上帝, 按使徒保羅的話說:
「我們既靠著他的⾎稱義, 就更要藉著他免去上帝的忿怒,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 且藉著上帝
兒⼦的死, 得與上帝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得救了。」(羅5:9,10) 相對於世界, 按主耶
穌的話說:「你們不要想我來, 是叫地上太平; 我來, 並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動⼑兵。因
為我來, 是叫⼈與⽗親⽣疏, 女兒與⺟親⽣疏, 媳婦與婆婆⽣疏。」(太10:34-35)

以賽亞寫完和平的君之後, 便寫關乎耶穌政權的事, 這政權不是在地上建立⼀個可⾒的國度, ⽽
是指耶穌統治屬他的百姓與⽗合⽽為⼀。主在約翰福⾳第⼗七章即啟⽰清楚此事, 耶穌說:「⽗
阿! 時候到了, 願祢榮耀祢的兒⼦, 使兒⼦也榮耀祢, 正如祢曾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氣的, 叫他
將永⽣賜給祢所賜給他的⼈。認識祢獨⼀的真神, 並且認識祢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
⽣。...」

啟發⼀
東⽅博⼠之問,「那⽣下來作猶太⼈之王的在那裏?」已深植在猶太⼈⼼中, 故當耶穌⾏了五餅
⼆⿂神蹟之後, 他們便想強逼他作王(約6:15a), 且耶穌在受難週騎著驢駒進耶路撒冷城時, 眾百
姓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他, 稱頌他是以⾊列王。猶太⼈對於天國的觀念是屬地的, 基督是王,  這
是不錯的, 但他的國不屬這世界, 他是天國的王(約18:33-37)。

基督既是天國的王, 屬基督的基督徒就當有屬天國⼦⺠的思維。今⽇基督徒總以為⾃⼰是屬神
的, 這樣就夠的, 是嗎? 保羅說:「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將⽣命、氣息、萬物, 賜給萬
⼈...他從⼀本(⾎脈)造出萬族的⼈, 住在全地上, 並且豫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
17:24-26) 按這話, 那些⾃以為是屬神的⼈, 其思維必局限於他所住疆界的福祉。看看猶太⼈, 
⾃稱是屬上帝的⺠族, 卻僅關注他們以⾊列國的復興(徒1:6); 今⽇基督徒亦然, 個個皆謂是屬神
的, 但思維卻侷限在⾃⼰的利益, 對上帝的道的思想不能放諸四海, ⾃娛⽽已。

每個基督徒都活在⾃⼰的存在當中, 放任⾃⼰的意念逕⾃解釋聖經, 不管他⼈如何評論, ⼀副“我
就是這樣信, 你們⼜奈我何”的態度。華⼈基督徒深怕彼此對撞, 即便某基督徒解釋聖經錯誤, 神
學系統明明有偏差, 也不願說些什麼, 這絕不是屬基督的⼈該有的性情。前幾天, 有基督徒同仁
在聚會中說著“靈⼈(the inner man)”與⼈之靈魂體⽅⾯之論, 我立⾺回覆此論的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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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
猶太當時的情況與現今處在和平時期的教會極為雷同, 今⽇教會既已穩定平衡, 絕不允許破壞
這平衡的講道內容出現在教會講台, 即便那講道可使會眾歸回聖經的系統。最穩妥且不搖動既
有平衡的講道就是少提天上的基督, 內容則多著墨在地上的事, 吿訴你怎樣過⼀個基督徒⽣
活。當教會已習慣注意地上的事, 她就不思念天上的事。

*********************************************************************************************************

上週第三節回顧
第三節寫說:「⻄⾨彼得對他們說:『我打⿂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 
上了船, 那⼀夜並沒有打著甚麼。」我們上週花了很長的⼀段時間彼得打⿂的正當性, 以為駁
斥今⽇以負⾯語態論之的不當。彼得打⿂的⽬的很簡單, 就是要填飽⾃⼰的肚腹, 彼得這時暫
緩傳道的理由也很簡單, 因為彼得等⼈必須要有從上頭來的能⼒, 他們才可以傳道, 五旬節未到, 
聖靈上帝還沒有降臨, 他們不得妄為。

彼得說他要打⿂去, 其他六⼈顯出同去打⿂的意願, 這(七⼈)教會以為⾸的彼得來定⾏進⽅向, 
其他⼈與彼得⼼志合⼀。這告訴我們, 教會需專⼀, 不得雜, 教會不可成為⼤雜燴, 與各種立場
採等距離的態度, 不願表明⾃⼰的意向。但說也奇怪, 教會可以接納所有立場, 提路德說過什麼, 
引衛斯理所⾔, 但卻拒絕提加爾⽂, 甚⾄將其視為洪⽔猛獸, ⽤盡可能⾔語把他困在⾓落, 不讓
他出頭。Reformed Theology (改⾰宗神學, 或歸正神學)乃是重整基督教會的神學, 否則我們現
在還是天主教徒; 教會不接納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為房⾓⽯的神學, 這實
在讓⼈難以理解。要知道, 教會歷史不可能再發展出另⼀套神學系統比Reformed Theology更
貼近聖經。 

彼得等⼀⾏⼈按照原定計畫打⿂, 既要打⿂, 就必須出(提比哩亞)海, 出海打⿂是⼀件該做的
事。今⽇基督徒特別需要這樣的認知, 每⽇做該做的事, 過⼀個正常⼈的⽣活, 不要把所有事都
屬靈化, 將⾃⼰變成⼀個職場上的怪咖。

彼得等的優勢有七個⼈⿑⼒, 個個皆是打⿂⾼⼿, 且有⼀整晚的時間打⿂, 但所得的結果卻是
「沒有打著甚麼」, 這是件不尋常的事。這七⼈能聚集⼀起打⿂出於上帝的護理, 他們該打著
卻沒打著, 這也是出於上帝的護理, 兩者皆為耶穌再次顯現做先前準備。耶穌顯現乃出於他主
權的喜悅, 彼得等打著⿂或沒打著⿂對於領受耶穌這主權的⼒度完全不同, 烙印在⼼的深度也
會有所不同。彼得等(在上帝的護理之下)沒打著⿂, 爾後⼜蒙耶指⽰打著了⿂, 使得⾨徒對基督
主權的認識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他們必意識到, 主不願就是不願, 主願就是願, ⼀切皆按主的
意旨⾏。我們看到, ⾨徒本應得著的卻不得, 但換之⽽得的更為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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