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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圣诞？快乐圣诞？ 太二1 - 12

1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2「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3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4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着 说5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6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 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快乐圣诞？快乐圣诞？ 太二1 - 12

7 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
细问那星是甚么时候出现的，

8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9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10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
11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 乳香 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12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新约圣经有关于耶稣降生的记载，只见于路加和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帝路加福音用用用用，素素罗马帝国的的的的的的的，

将将将将将巴勒斯坦一一一一伯利恒的某用将，

再以天使的宣告和颂赞衬托真正的福音 再以天使的宣告和颂赞衬托真正的福音 –
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最后以牧羊人的荣耀颂和赞美诗压轴 耶稣诞生的故事 最后以牧羊人的荣耀颂和赞美诗压轴，耶稣诞生的故事

就好像一个阵容过百人的乐团，协奏出激昂辉煌的乐章

马太福音素描的描描 气气 情情 是完全不 样的马太福音素描的描描，气气、情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耶稣的降生生生是伯利恒城，可是可可将可的描描，

就就就气氛是非常的阴暗、湿冷，那是大希律执执的描描，就就就气氛是非常的阴暗、湿冷，那是大希律执执的描描，

 湿冷不仅仅是因为冬春之间、让人哆嗦的刺骨寒冷

 湿冷是因为大希律他的嫉妒、猜疑、残酷 湿冷是因为大希律他的嫉妒、猜疑、残酷，

纠缠而成的阴森肃杀
将犹大地，没没没没没没、没不不大希律的性情，将犹大地 没没没没没没 没不不大希律的性情

是可是是描是是悲剧的…



从历史的的的，大希律怀怀怀怀怀怀怀的怀没，

杀了三个亲生的儿子 自己的夫人杀了三个亲生的儿子、自己的夫人，

为为为为为为的怀怀，杀杀杀杀杀杀的拉比，

所以怎么又会在乎毫不认识的蚁民百姓呢？所以怎么又会在乎毫不认识的蚁民百姓呢？

按圣经所所，境内所有两岁以下男孩都被宰了，

这是耶稣诞生的描描历史的背景这是耶稣诞生的描描历史的背景。

明白这一这这这这，

可可我我就没我我我这样的问题可可我我就没我我我这样的问题 –
如果耶稣不出生、哪会有这样的悲剧呢？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可所那一历史背景的描描，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可所那一历史背景的描描

我我如如没没大希律杀害二岁以下小孩的的的，

不是因为耶稣、是因为大希律。不是因为耶稣、是因为大希律。

这这的的历历历历历历：

大大小小环绕大希律发生的悲剧，大大小小环绕大希律发生的悲剧，

从未间断，原因是因为大希律的凶残成性！

将可可所在在的历史，过过的、现将的、也也将是的，

将我没层出不穷的悲剧 只是的的的只生将我没层出不穷的悲剧，只是的的的只生，

责任不在那些暴露罪恶的人、不在那些被罪者，

责任是在于那些行恶的人身上责任是在于那些行恶的人身上。

境境两岁以下的孩子被杀，责责不在于耶稣的降生，

责任在于大希律的凶残、嫉妒、恶毒的生命；责任在于大希律的凶残、嫉妒、恶毒的生命；

所是所大希律听所没犹太人的王我现的描描，

他那种猜疑、凶残成性的那种性格、生命，他那种猜疑、 残成性的那种性格、生命，

接着下来的悲剧，几乎是意料中事。

经经经经可可所「大希律的不安」，可是这一没可经经经经可可所 大希律的不安」 可是这一没可

使得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跟他一样地慌张不安。

将伯利恒和和和的历和，根根马太福音的的：将 和和和的历和 根根马 的

耶稣诞生没有唱颂的诗班、

只有百姓忧愁嗟怨的声音、泣诉即将的悲剧，

马太福音的圣诞并不快乐！

圣诞快乐？可可我所：圣诞快乐Merry Chrismas！

这句话讲得太习惯了，使得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忽略了马太福音有很重要的信息…
智者 博那几位从东方来的智者、博士，

当找到耶稣的时候的确是非常欢喜的 (二10)，

也也怀可也我所圣诞快乐 因为因因为因因也也怀可也我所圣诞快乐，因为因因为因因，

这是马太耶稣诞生故事，唯一一次非常欢喜。

将那一在在 东和是的智者博士将那一在在，东和是的智者博士，

看到了、找到了耶稣，非常的欢喜、快乐，

可是可因为梦中的信息，这这怀从东和是的这这这这，可是可因为梦中的信息，这这怀从东和是的这这这这，

没有回报大希律，怀可他没他他。

回家的路上 他们还会欢喜 快乐吗？我想应该会的，回家的路上，他们还会欢喜、快乐吗？我想应该会的，

只是只只是夹杂着忧心、难过、哀哀的，

他们担心的不仅仅是婴孩耶稣，他们担 的不仅仅是婴孩耶稣，

也是境内的其他的婴孩儿童。

圣诞的所是之之庆祝，是那是为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将苦难中与我们同行神与我们同在，将苦难中与我们同行。

神的子民犹太人一直在等候，

相信再大的苦难和痛苦相信再大的苦难和痛苦，

会因为弥赛亚的来临而不存在。

马太福音降生的降描，可经经可可却却的一却，所：马太福音降生的降描 可经经可可却却的 却 所：

弥赛亚已经来临，哪里有苦痛忧患、那里就会经历弥赛亚。

2015/2/10 殉道的一怀的的 Kayla Mueller，是美国的女孩子，2015/2/10 殉道的 怀的的 Kayla Mueller，是美国的女孩子，

被 ISIS 劫劫为人质、最的被杀死。她她她没这她一她她：

「我在那些痛苦的眼神里面遇见了神，我在那些痛苦的眼神里面遇见了神，

神如何向我显现，我将永远这样地追随他、一直地追随神。

有人在教会、有人在大自然中、有人在爱里面找到神，，

我却是在苦难中找到神。

我知道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就是用我的双手，去减轻别人的痛苦。」



耶稣的降生，就是用他的生命挪去世人的痛苦，
我常常会以为神的儿子降生 用他的能力改变 切 我常常会以为神的儿子降生，用他的能力改变一切，

很简单、有力、自然，就是那么地快乐、简单

 像古时的犹太以为苦痛 患难 因为弥赛亚来临都不再有 像古时的犹太以为苦痛、患难，因为弥赛亚来临都不再有

可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不是的！
哪里有苦难 痛苦 就会经历弥赛亚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哪里有苦难、痛苦，就会经历弥赛亚，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再大的苦难、痛苦，也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

他的爱是将耶稣基督里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爱是将耶稣基督里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可可将苦痛里却，可是可可历经历上帝的同在，

在欢腾喜乐中，洞见忧伤哀号、苦痛忧恸的人，在欢腾喜乐中，洞见忧伤哀号、苦痛忧恸的人，

可以因为同行者，体会以马内利而继续同行

圣诞节应许的喜乐，没是因为不不、欢欢、灯灯、礼礼、圣诞节应许的喜乐 没是因为不不 欢欢 灯灯 礼礼

没是因为不不我不所是是的满足和高兴，

是在任何处境，都可以得到力量、勇敢的生命，是在任何 境，都可 得到力量、勇敢的生命，

为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 以马内利！

可我我我如如我一我–
圣诞快乐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呢？圣诞快乐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呢？

如如所如我所一所–
 圣诞快乐的理由 你会说哪些理由呢？ 圣诞快乐的理由，你会说哪些理由呢？

这这这这使得你经历喜乐的生描，

是不是也能够让其他的人经历喜乐呢？是不是也能够让其他的人经历喜乐呢？

将在在这一经文的里却，我如如如如不不你

可如是是 一忧患的意识吗？可如是是一一忧患的意识吗？

我如如接受这一这这这这吗？

圣诞节根根马太福音的的的，是何等大的一一不的 –圣诞节根根马太福音的的的，是何等大的 一不的 –
就是神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
 可是这个信息也带来我们一个很震撼的图画：可是这个信息也带来我们 个很震撼的图画：

这个消息会引起一些人不安，甚至这些人是有权势的人，

会使用他们的权势，制造更多的悲剧、更多的苦难

那是可可所圣诞节没忧患的意识。

有理由所圣诞快乐，可是不能停留将不不在在，

只必必没没 圣诞节是是的福音只必必没没 – 圣诞节是是的福音，

就好像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

就要抗拒这光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要抗拒这光，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可可是预计、想象，也的也我没也也我我一一没生的

逼迫、患难、痛苦 发生在我们身上、周遭的人身上。逼迫、患难、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周遭的人身上。

因为这一这这，可可不能够让只有快乐的这一却，

存存将可可所存的圣诞节里却。存存将可可所存的圣诞节里却

新约圣经的的耶稣降生的只没的一的的：

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那个图画，是那么地欢愉、那么地喜乐，

那么多的赞美诗、那么多的荣耀颂赞

马太福音我们看到的图画是另外一面的

两面都很重要，所是所所可可将过圣诞节的描描，

我们还是存着感恩的心说：圣诞快乐！

可是我们说的时候，也不要忘了

圣诞节带来 个更深的忧患的意识圣诞节带来一个更深的忧患的意识。

苦难没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是他不来，

将苦难里却可可我里里历里我将苦难里却可可我里里历里我

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

是因为这生是 所所圣诞节的描描是因为这生是，所所圣诞节的描描，

我们要特别敏锐那些痛苦的肢体 – 那些没有

足够的食物 衣物 水 足够的教育…足够的食物、衣物、水、足够的教育

被压迫的朋友，

怀可将苦痛所中，需必经这上帝的同在，怀可将苦痛所中 需必经这上帝的同在
怀可需必福音，

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的的。就是 马 的的的

重新祝福观众朋友圣诞快乐，

更重要的是圣诞平安，更重要的是圣诞平安，

因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差派你自己的独生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你差派你自己的独生儿子来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
从今以后我们看到的世界 所体会的生命，都不再一样了。从今以后我们看到的世界、所体会的生命，都不再 样了。

是的，我们还是会经历苦痛、忧患、疾病，
可是我们也正确地知道你的同行、你的同在。可是我们也正确地知道你的同行、你的同在。
因为你儿子的诞生，我们说快乐、喜乐，

可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愿意睁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有需要的人群 –

就是那些在痛苦当中、在疾病当中、
在缺乏当中的朋友们 求主帮助他们在缺乏当中的朋友们，求主帮助他们；

也求主教导我们，借着我们使这些朋友能够体会
以马内利、神同在的这福音的能力。以马内利、神同在的这福音的能力。

求主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充满喜乐的心说：圣诞快乐！
也满有主的恩情，活出圣诞平安的生命。， 圣诞平安

听我们的祷告和立志，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