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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王降生 
(太 2:1-12) 

 
1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3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  
5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6『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 
    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7 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9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 
   在上頭停住了。  
10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的歡喜。  
11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 
     物獻給他。  
12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現在是聖誕的節期，今天又是主日，感謝神! 讓我們因基督降生感恩，渴慕地到教堂敬拜神。有
些人辛苦了一年，現在正在旅途中要與親友團聚。然而，這幾天中西部大風雪，發生了許多車
禍，也有數十萬的人家斷電。飛機班次停飛，無數歸心似箭的遊子被陷在飛機場。美國科技發
達，全球之冠，仍然無法解決天災帶來的困擾，人的力量實在有限。我們不但力量有限，我們的
智慧也有限，我們不能憑著有限的頭腦推測或掌控未來的事。 

 
    幾週前，有人問我關於「世界末日」即將臨到的豫言，我很坦白的告訴他們我根本不信。瑪雅
文化預測的 12/21/2012「世界末日」對我而言沒有任何意義。我告訴他們，這些不用辯論，到了
時候就自然會顯明。我完全不信瑪雅曆的推測，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耶穌已經告訴我們祂來的日
子沒有人能知道，「世界末日」一定會來臨，但是沒有人能推測。預言沒有應驗後，又有人說，
這是一個「新世紀」的開始。我們不要擔心「世界末日」何時來，或是「新世紀」何時開始。基
督這為新生王第一次來的豫言已經百分之百的應驗，「新世紀」在公元轉換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神要我們積極參與傳福音，擴展神國度的工作，竭力拯救失喪靈魂，這是神的恩典，神給我們的
機會，讓我們能在祂國度臨到時有分於等候萬王之王第二次的再來。讓我們一同低頭禱告。 
 
一、 新王取代舊王希律 
 
1. 神掌管人類的歷史 
 
「但以理說、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候、日
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但 2:20-21) 
 
    神藉但以理告訴驕傲自大的尼布甲尼撒王說，「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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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牛、被天露滴濕、且要經過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
誰．」(但 4:25-5:32) 
 
2. 神讓被擄的猶太人歸回 
 
(1) 巴比倫亡於瑪代波斯是因著巴比倫王拿波尼達 (Nabonidus)將被擄來的神帶回巴比倫，供奉在

巴比倫瑪督 (Marduk)神的艾薩基那廟宇(Esagila)中，為要取悅於眾神之首瑪督，藉此鞏固巴比
倫。沒想到如此行觸怒了瑪督的祭司，加上更改敬拜禮儀，導致瑪督祭司向波斯王古列出賣
巴比倫王。古列即位後，將各國的神請回去，不是因為古列寬大懷柔，乃是因著這樣的一個
歷史背景，他不得不如此行。否則猶太人怎能得到古列的幫助，返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呢? 的
確，神在人的國中掌權。你我真能看見嗎? 

(2) 所羅門建的聖殿的舊址仍在: 在原有的根基上築壇，建聖殿。「他們在原有的根基上築壇、因
懼怕鄰國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華早晚獻燔祭。」(拉 3:3) 

(3) 外邦人沒有遷入耶路撒冷: 不像亞述人將外邦人遷入撒瑪利亞，「亞述王從巴比倫、古他、亞
瓦、哈馬、和西法瓦音遷移人來、安置在撒瑪利亞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們就得了撒瑪
利亞、住在其中。」(王下 17:24) 

(4) 重建聖殿需要有負擔的祭司:神感動以色列人從巴比倫歸回的日子，長達 1,500 哩的路程，四
個月的跋涉，以斯拉和尼希米共有 42,360 人回到耶路撒冷。 (拉 2:64,尼 7:66) 其中超過五千與
服事聖殿有關，祭司就有 4,289 人。 

(5) 祭司與君王的職份要分開: 聖殿完工後，祭司佔了非常重要的領導地位。在所羅巴伯後，猶太
領袖都由大祭司兼任。祭司是屬於利未支派的，在希律王之先，亞斯曼家族兼任祭司和君王
兩種身份。大衛家要作王已經被忽略了，希律因著娶了亞斯曼家族的女兒，被羅馬看好，任
命為猶大君王。希律不是利未支派的後裔，他作王打破了祭司兼任君王的承傳。如此讓人想
起，將要來的彌賽亞不是利未支派，乃是大衛的後裔。 

 
3. 神興起猶太人的王希律 
 
   希律為人極其殘酷詭詐，將妻子米利暗處死。(29BC) 囚禁兒子，最後將他的母親也殺掉。(28BC) 
他被羅馬皇帝任命為猶大君王，也是散住在各地猶太人的王。他建聖殿，該撒利亞港口，並重建
撒瑪利亞。 
 
二、 新約證實舊約豫言 

 
舊約是為了豫表新約，新舊二約都是從神啟示的。新約引進了更美的指望，靠著信心我們就可

以進到神面前。(來 7:19) 既說有新約，就以前約為舊的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要快歸於無有
了。(來 7:19) 新舊二約啟示的中心都是以耶穌基督為彌賽亞、為救主。律法原是後來之事的影
兒，那真實的形體卻是基督。(西 2:17)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靠他的人都得著神的義。(羅
10:4) 

 
聖經的記載不是以人為中心，乃是以神的旨意為中心。舊約的內容，從一開始就宣告在「起

初」乃是神創造了天地，然而神的心意卻又是以人為祂施恩的對象。創世記第一章第二十六節講
出神創造人的心意，這位創造宇宙天地的主宰乃是三位一體的神，萬物的創造乃是按著聖父的旨
意。(啟 4:11) 萬物都是藉著聖子基督耶穌造的。(西 1:16) 聖靈在創造的起頭就運行於萬物之間。
(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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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最後一本書是「瑪拉基書」，它最後一章豫言說，兒女的心要轉向父親。那是指耶和華
大而可畏的日子來到以前，必有「以利亞」為彌賽亞第二次降臨開路，將救主引到以色列人的面
前。(瑪 4:5-6) 然後，神的話語就寂靜了有四百年之久，等候新約的來臨。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施洗約翰出現時，他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路 1:17) 。施洗約翰來到世上是為耶穌第一次降臨
豫備道路。(可 1:1-3) 

 
新約的最後一本書是「啟示錄」，最後一章的最後一句話提到的名字是「主耶穌」。舊約是以

「神」為開始，以「神」為結束。新約以「主耶穌」為結束，那麼新約聖經的起頭應該以誰為開
始呢? 當然是以「耶穌基督」為開始。(太 1:1) 

  
舊約的豫言太豐富了，今天我們來看有關耶穌基督生於猶太地的伯利恆的舊約記載吧。世界之

大，伯利恆這城屬於神應許亞伯拉罕的子孫永遠為業之地。 
 

1.「亞伯拉罕的後裔」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
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創 17:6-7)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8) 
 
2. 巴蘭豫言雅各的星  
 「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色列。」 (民 24:17) 雅各心愛的妻子死在伯利恆，雅各將她葬
在伯利恆。相信雅各的心一直懷念著伯利恆。 
 
3. 猶大家的王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 (就是賜平安者) 來到、萬民都必歸順」(創
49:10) 雅各為他的眾子祝福，豫言猶大支派將要生出彌賽亞來，伯利恆就在猶大支派的產業中。 
 
4. 波阿斯的贖價 
「願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後裔、使你的家像他瑪從猶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於是波阿斯娶
了路得為妻、與他同房、耶和華使他懷孕生了一個兒子。」(得 4:12-13) 波阿斯娶摩押女子為妻，
豫表基督成為人的近親，祂從天上來迎娶我們，救贖我們脫離罪惡和死亡。波阿斯與路得這近親
救贖的事蹟發生在伯利恆。(得 1:19) 當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人間，救贖我們，將我們的產業贖回，
我們驚奇神如何啟示道成肉身的智慧。神的兒子若不取了人的樣式，就不是我們的近親，若不是
神的兒子無力勝過罪惡，無法付買我們的贖價。他必須又是人，又是神。聖經的啟示真是奇妙。
這奧祕必須藉著童女懷孕生子才能完成，這事發生在甚麼地方呢? 發生在伯利恆。 
 
5.大衛的子孫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撒下 7:16) 神安排
大衛必須生在伯利恆。波阿斯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耶西生大衛。他們都住在伯利恆。(得
4:21) 耶穌不但必須是大衛的後裔，也必須要生在伯利恆。經過了一千年，大衛的後裔們都分散在
各地，但是神藉著羅馬皇帝人口普查使得耶穌能生在伯利恆。這不是人的頭腦所能明白，也不是
人的智慧所能成就的。(路 2:1) 
 
6. 彌迦書的豫言 
    然而，最偉大的豫言由先知彌迦宣告，說出以下十二豫言: 
第一，「伯利恆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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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為我作掌權的．」基督降生在伯利恆的新生王。 
第二，他是「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以色列人的王。 
第三，「因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因此他是神。 
第四，「以色列人必交付敵人」，外邦人當時要統治以色列。 
第五，「生產的婦人生下子來」，懷孕生子是重點。 
第六，「那時掌權者其餘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外邦人都必歸順他。 
第七，「他必起來、倚靠耶和華的大能」，他必然完全倚靠神的能力。 
第八，「並耶和華他神之名的威嚴」，神的名完全賜給他。 
第九，「他必然是牧人」。 
第十，「羊群必安然居住」。 
第十一，「他必日見尊大」，他的尊榮必無窮增長。 
第十二，「直到地極」。他的國度沒有疆界。 
 
  「伯利恆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
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敵人、直等那生產的婦人生下子
來．那時掌權者其餘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他必起來、倚靠耶和華的大能、並耶和華他 
神之名的威嚴、牧養他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因為他必日見尊大、直到地極。」(彌 5:2-4) 
  
三、 基督接受列邦敬拜 
   
    這段經文也記載一件非常希奇的事，就是題到東方博士們來送禮物給基督。東方的博士們不是
一般的人，他們是很特殊的一班人。他們是在常見王面的尊貴人，他們是有學問的人，懂得觀看
天象，他們來尋找猶太人的王時，帶著隨行的勇士，保護他們和他們所攜帶的禮物不遭強盜搶
劫。當他們看見他的星，就願付代價，行遠路，來朝見這位大君王。也許我們很難明白為何神用
星來引領這些外邦人，原來，外邦先知巴蘭在民數記中早豫言，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
色列(民 24:17)。東方博士們願意跟隨這星的引領，這星如同當年神用雲柱和火柱帶領以色列人走
曠野一般地引領他們。雖然他們也誤以為猶太人的王必定生在猶太的京城耶路撒冷，但是他們得
到先知啟示的話語，又再度得到那星的引領。那星最後將他們帶到基督面前。 
 
    東方的博士們見到基督時的表現顯出他們是神所揀選的人。第一，他們是謙卑的虔誠人，他一
看見耶穌就俯伏敬拜，這敬拜是不憑眼見的，也不是用頭腦來分析的，否則他們怎會去拜一個小
孩子呢? 第二，他們是靈裏明亮的敬拜的人，他們單單拜那小孩子(太 2:11)。雖然馬利亞也在旁
邊，他們沒有連馬利亞也一起拜。第三，他們是殷勤的智慧人。他們是有備而來，他們早將禮物
預備好了。第四，他們是順服神的智慧人，他們所獻上的黃金、乳香、沒藥是被聖靈感動所獻給
彌賽亞大君王的禮物(賽 60:6)。黃金代表基督君王的身分，乳香代表基督的神性和屬天先知的職
分，沒藥代表基督的代死和大祭司的職分。舊約預言講到各地的君王將獻上禮物得以應驗(詩
72:10)，他施(歐洲的西班牙)，示巴(亞洲的中東)，西巴(非洲的北邊)的諸王都要進貢。當年東方博
士獻上的是謙卑誠心的敬拜，和最美好最貴重的禮物。請問在東方博士的眼中約瑟和馬利亞這樣
貧苦的人家那裏配得這樣的昂貴的禮物?但是東方博士所看見的不是約瑟和馬利亞，他們看見了耶
穌基督，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今天我們獻上的應該遠遠超過東方博士所獻上的，因為我們從新
約聖經中明確的知道基督耶穌要如何作王掌權直到永遠，也感受到基督耶穌不但降卑為我們生在
馬槽裏，也為我們捨去自己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因他愛我，為我捨己。我作何事為他? 
    
    耶穌基督就是神賜給人最佳的禮物，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賽 9:6)。明白神愛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你願意接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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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賜的獨生子為最珍貴的聖誕禮物嗎?我們是否願意獻上我們的禮物，學習時時親近神，晝夜事奉
神呢?  

 
詩篇如此宣告：「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

的。」(詩 33:12) 
 

    我們作神兒女的不禁要問，神為我們預備了那些最美好的禮物? 神付出極大的代價與愛心所預備
的禮物，我們接受了沒有?是否我們也用盡心竭力地向神獻上我們的禮物?   
 
    神究竟預備了甚麼禮物給我們呢? 祂如何預備的，我們能知道一點嗎?舊約聖經將神所預備的禮
物逐步地顯明出來。神要賜給我們一位救主，他是女人的後裔，他是代罪的羔羊，他能救我們脫
離罪惡，他是我們一切的滿足，他是賜我們永遠生命的神。 

 
「聽啊! 天使高聲唱」又叫「新生王歌」。查理衛斯理作詞，Felix Mendelssohn作曲。天上地上

都因祂的降臨而歡呼。 
 

新生王歌 (聽啊! 天使高聲唱)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恩典臨地平安到，神人此後能和好!  
興起地上眾生靈，響應天上讚美聲; 天唱地和樂歡騰，基督降生伯利恆。 
副歌：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 
 
基督本有神形像，基督原是永遠王! 竟在末世從天降，藉童女生成人樣;  
神性穿上血肉體，道成肉身何奧祕；甘願作人同人住，以馬內利是耶穌。 
副歌：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 
 
歡迎天來和平王，歡迎公義的太陽，帶來生命與亮光，使人復活醫人傷； 
虛己撇下祂榮光，降生救人免死亡；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能高升。 
副歌：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 
 
萬國救主萬國望，願主居於我心上，魔鬼權勢全瓦解，使我勝過惡世界， 
罪性消除污去清，從此印有主聖型，基督降生救世眾，罪人復得主愛寵。 
副歌：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 
 
    最後，新生王歌讓我想到德國音樂大師 George Fredrick Handel 韓德爾於 1741 寫完彌賽亞，哈利
路亞大合唱。1743 在倫敦演出，不僅當代震驚，轟動一時，直到今日，仍然讓世界最高的君王唱
到「萬王之王」時都站立致敬。韓德爾 55 歲時在貧病交加時，得聖靈啟示，將 Charles Jenens 查理
斯.詹尼士寄給他的五十節與基督有關的經文譜成曲，在 23 天半，廢寢忘食，完成此巨作。寶座上
的羔羊曾在他寫作時向他顯現。為何德國作曲家讓英國的君王都站立呢? 因為十八世紀英國是全世
界最強的國家，英王在全世界諸王中最具代表性。讓我們也向耶穌基督新生王站立，並向東方博
士一樣，不但俯伏敬拜，並獻上最珍貴的禮物給「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阿們! 讓我們一同低頭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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