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耀归与神  

 (路 2:8-20)  
 

大纲 
 
一、 豫言发光如星的荣耀 
 
    神让罗马皇帝该撒亚古士督降旨，下令要众人归回本乡。(路 2:2)如此应验了圣经中关乎
弥赛亚要在大卫的城伯利恒出生的豫言。(弥 5:2) 这里显明神在一切事上掌权，君王是神的
仆人。(罗 13:1) 豫言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启 19:10) 
 
二、 向牧羊人四射的荣光 
 
    耶稣诞生的那夜，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卑微的牧羊人见到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是多
麽荣耀的属灵经历.愿神让牧羊人经历的异象也成为我们一生的异象. 
 
三、 天使天兵归荣耀与神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悅
的人.神在天上立定宝座,一切被造的,都要称颂祂.(诗 103:19-20)基督将祂自己的平安赐给了
祂所喜悅的人.我们心中有平安吗? 若有平安,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人.若没有平安,我们没有
住在基督里.若悔改,必得平安.(腓 4:7) 
 
四、 牧羊人将荣耀归与神 
 
    牧羊人听见天使报的信息,就相信,并且采取行动,去寻找基督.既然找着了就将基督传开,凡
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路 2:18) 我们得了神有关救恩的启示,也当立刻采
取行动,将赞美都归给神.(路 2:20) 
 
五、 神以荣耀召人进荣耀 
 
耶稣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民的荣耀.(路 2:32) 这是何等
的启示!神豫定我们蒙召,称义,成圣,得荣耀.(罗 8:30)基督召我们经历苦难,得享祂永远的荣耀. 
(彼前 5:10)基督将要领众子进荣耀里去.(来 2:10) 
 
 
在圣诞节即将来临前，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一位耶稣究竟是怎样一位荣耀的救主。为何在
他诞生两千年後，他的生日仍然是蒙最多人纪念的日子?为何公元是由他出生的那一年推算
的? 为何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世界的影响力能与耶稣相比? 不管人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不可否认的是他给人类带来了真实的盼望，改变了人败坏的生命和性情，改写了人类罪恶
充斥的黑暗历史。耶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在世上只活了三十三年半，他出生在被



罗马帝国征服的犹大国小国，生在犹大的一个小城，名叫伯利恒。他没有显赫的身世，没
有佳形美容，人们也不羡慕他,没有机会受正式的教育，也没有写过一本书。他成长在加利
利，拿撒勒这一个小小的城的木匠家中，也默默地作一个卑微的木匠，直等到他三十岁的
时候才出来传道。 
 
    让我们从圣经的启示中一同来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救赎主。他本是神的儿子，不是被造
的，因位祂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物都是藉着祂造的，又是为祂造的。祂却因着愿意拯救
人类，甘愿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耶稣的诞生与世上所有的人都不同，祂没有世上的
父亲，乃是因着圣灵感孕。耶稣拥有完全的神性，乃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耶稣
经过童贞女马利亚怀孕，成为人子，是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在亚当堕落後，耶稣是
唯一没有受到罪的玷污的人。耶稣自己说:「父阿! 现在求祢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
界以先，我同祢所有的荣耀。」 (约 17:5)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是一位完美的人，祂毫无瑕疵。没有人能找出祂的过失，祂的母亲不
能。祂的弟弟们、妹妹们不能。他的亲戚朋友们不能。祂的门徒不能。宗教家不能。甚至
他的敌人也不能找出他的过犯来。耶稣是一位完美的人。祂是神所定意要赐给人的最好的
礼物，就是永远的生命。耶稣是神的羔羊，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圣洁羔羊。祂将自己完全
献上，为了要除去世人的罪。祂是唯一有能力击败撒但、疾病、死亡，将世人从悲惨结局
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路加福音第一章豫言救恩要因着信耶稣，白白地临到我们这些死在
罪恶败坏中与神隔绝的人。  
 
    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基督诞生前後所发生的事。论及救主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救恩，
救我们脱离惧怕，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自我。其中每一段跟人都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带给人真实的盼望，和事奉神的机会。我们应当喜乐，因为这大喜的
信息临到我们这一个世代，让我们因豫言准确应验而喜乐。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
豫言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启 19:10) 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罗 10:4)律法的功用是
将人引到基督面前来，使我们因信称义。(加 3:24) 
 
一、 豫言发光如星的荣耀 
 
    首先神让罗马皇帝该撒亚古士督降旨，下令要众人归回本乡。(路 2:2) 如此应验了圣经中
关乎弥赛亚要在大卫的城伯利恒出生的豫言。(弥 5:2)这里显明神是在一切事上掌权的主宰。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 21:1) 罗马皇帝也是神使用的器皿之
一，正如神要让波斯王下诏让以色列人归回重建耶路撒冷时，就膏古列王作祂的牧人。(赛
44:28) 神要兴起巴比伦王刑罚埃及时，就召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为祂的仆人。(耶 43:10) 所
有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 13:1) 神能让世上君王的决定来完成神的计划。基督不能生在
犹太人的敬拜中心，圣城耶路撒冷，也不能生於耶稣生长的拿撒勒。基督只能生在大卫的
故乡伯利恒。(撒上 16:1) 弥迦书第五章豫言这位弥赛亚的降临，最少有以下十个特点: 
 
  1. 将在以色列中为神作掌权者。 
  2. 祂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3. 祂是生产的妇人所生下的子。 



  4. 祂称许多人为弟兄。 
  5. 这些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6. 祂必倚靠神的大能。 
  7. 倚靠耶和华祂神之名的威严，牧养祂的羊群。 
  8. 羊群必安然居住。 
  9. 祂必日渐尊大。 
10. 直到地极。 
 
    在弥迦书中第五章，基督诞生在伯利恒的一处豫言就包涵了如此独一的豫言，并日後一
一应验。谁作过神的谋士? 主的名就是奇妙、策士。主的安排奇哉! 妙哉! 让人赞美神如此
巧妙的安排万事，惊讶於神丰富的智慧，完美的安排，与精准的应验，因而将一切的荣耀
归与神。 
 
    神又定意让弥赛亚降临人间成为人类的盼望，神豫知马利亚将成为一位蒙大恩的女子，
因为她信靠神，情愿为主所用，以至童女怀孕生子的豫言得蒙应验。(赛 7:14) 马利亚的决
定是甘心乐意顺服神的旨意，她为此也愿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可能当众受羞辱，可能
被约瑟休掉，也可能被石头打死，即使约瑟不采取任何行动，马利亚也可能一辈子被人轻
看。我们不禁要问，付出这样的代价来事奉神值得吗? 马利亚的事奉应验神藉摩西在创世
记中就清楚显出的女人的後裔要与撒但争战而得胜的豫言。(创 3:15) 基督既然只能是女人
的後裔，基督就不可以从约瑟而出，基督的出生必须在约瑟和马利亚成亲以前。神的时间
一点也不能错。 正像圣经所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祂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
在律法以下。」(加 4:4) 神安排最恰当的时间藉着基督来到世间，拯救世人，带给人永恒的
盼望，也感动了马利亚与约瑟来参与这重大的事奉。虽然马利亚与约瑟不明白为何这麽重
大的豫言应验在他们身上，他们忠心於神的托付，完全相信，也完全顺服。神在他们身上
得了荣耀。 
 
二、 向牧羊人四射的荣光 
 
    我们略略地看过神让罗马皇帝该撒亚古士督降旨，成就了救主降生在伯利恒的伟大豫言，
接着神在夜间藉着天使向在伯利恒野地里牧羊的人显现。 
 
    在耶稣诞生的那夜，卑微的牧羊人在旷野看见了天使，见到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你
想这是多麽荣耀的属灵经历。新约为神重用的使徒保罗曾被光四面照着他，以致眼睛失明，
尚且三日三夜不能看见。(徒 9:3,9) 牧羊人没有高人一等的身份，也没有崇高的地位，和丰
富的学问，神竟然差遣天使向他们显现。这是何等荣耀的光照现。当时他们的反应并不是
极其兴奋，反倒是非常惧怕。(路 2:9) 为甚麽? 不论我们是如何刚强的人，在某种情况下，
我们都会惊慌害怕。牧羊人害怕甚麽呢? 他们是保护羊群的人，他们有能力，有责任，也
有把握将那些袭击羊群的野兽赶走。他们是一群牧羊的人，并不是孤单的，随时可守望相
助。他们是有经验的人，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也通晓当地的语言、文化、风俗、民
情。然而此时此刻他们所面对的是远超过他们已往的经验所能依靠的範围，在这新的领域
中，他们手足无措，惊慌惧怕。天使向他们说话，有大的祝福突然临到他们。愿神开我们



属天的眼睛，让牧羊人经历的异象也成为我们一生的异象。你惧怕吗? 请谦卑地来到神的
面前。 
 
    天使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甚麽? 第一句话不是责备的话，不是恐吓的话，乃是安慰的
话。 「不要惧怕」是何等的应许。(路 2:10) 这句话不像一般人随口说的安慰话，撒但邪灵
是说谎的，天使是不能说谎的。天使安慰他们的凭据是甚麽呢? 天使乃是神派来的使者，
负责传报大喜的信息，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与你，与我有重大关系的。注意听哪! 天
使所传的信息有惊人的内容，这信息是大喜的信息，是宣告以色列人等候已久的救主已经
从天降临到地上。降生的时间就是今天，降生的地点是在伯利恒，降生的记号是一位婴孩，
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降生的目的是让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让在地上平安归给神所喜悦
的人，这位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 
 
三、 天使天兵归荣耀与神 
 
13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14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悅的人。 
15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 
     主所指示我们的。 
 
    天使对牧羊人说完这话，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
神、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悅的人。 
 
1. 赞美神 
 
    神是配得赞美的。赞美与宝座有关。「但祢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诗 22:3)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
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作他的诸军作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
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诗 103:19-20) 
 
2. 荣耀归於神 
 
    众天使离开牧羊人升天去了，天使宣告，在天上荣耀归与神。启示录中记载了天上的敬
拜赞美。「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
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
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 5:11-13)  
 
3. 平安归与人 
 
    虽然在地上有苦难，我们却能享有平安，主将祂的平安赐给我们。主应许赐下圣灵保惠
师，要将一切事指教门徒。并且让门徒想起主对他们说的一切话。接着主说: 「我留下平



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
不要胆怯。」(约 14:27) 
 
    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约
17:33)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我们唱平安夜。真有平安在我们心中。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
喜悅的人。你我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心中有平安吗? 若有平安，我们就是神所喜悦
的人。若没有平安，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因此要立刻到神的面前去悔改。神的应许就必
临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腓 4:7) 
 
四、 牧羊人将荣耀归与神 
 
    最後，那些牧羊人听见天使从高天之上向他们报的信息，就相信，并且急忙采取行动，
去寻找基督。既然找着了就将基督传开，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路
2:18) 那些听见的人为何诧异呢? 是因为牧羊人宣称看见了天使，并且听见天使所传的信息
吗? 还是因为神不启示君王，领袖，长老，文士，守殿官，法利赛人，或大祭司却向一群
牧羊的人显现呢? 牧羊人是没有学问的人，对神的律法也不太清楚。神为何向他们显现呢? 
这些牧羊人是一群单纯的人，他们相信所看见的启示，他们真的离开野地到伯利恒小城去
寻找马利亚，约瑟，和婴孩。(路 2:23) 这些牧羊人顺服神赐下的异象，为神所用，将救主
降临的大喜信息报给万民。 
 
我们得了神有关救恩的启示有何反应? 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话，我们也可以忽略神的话。牧
羊人有何反应? 他们信靠神，愿意立刻采取行动，起身到伯利恒去，去寻找救主。他们去
了後眼睛就开了，亲眼看见了天使所说的圣婴，知道天使所说的话果然一一应验，都是真
实的。他们的顺服使他们得到所应许的福分。牧羊人不但有信心，有行动，他们有福气，
也愿作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们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人都诧异牧羊之人
对他们所说的话。(路 2:18) 诧异与满心相信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单凭自己的头脑来分析，
不相信别人的见证。马利亚却有不同的反应，她相信天使藉牧羊人所说的话，把这一切的
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最後，牧羊人因所听见有关救恩的大喜信息，和他们亲眼所看见
的救主，将荣耀，赞美都归给神。(路 2:20) 
 
五、神以荣耀召人进荣耀 
 
    耶稣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民的荣耀。(路 2:32) 这
是何等的启示!神豫定我们蒙召,称义,成圣,得荣耀.(罗 8:30)基督召我们经历苦难,得享祂永远
的荣耀. (彼前 5:10)基督将要领众子进荣耀里去.(来 2:10) 
 
    接着圣经又描述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西面。他是一位敬畏神，有盼望，有目标的智
慧人。西面有四个特徵：1 公义，2 虔诚，3 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4 又有圣灵在他
身上。(路 2:25) 西面的事奉是先知启示性的事奉，他是一个专心等候主的人。他得到圣灵
的启示，知道在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有时我们也希望神将祂的旨意启示我们。
但是，我们不肯等候神，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公义，虔诚，等候主再来，又被圣灵充满的人。
西面完全不惧怕死亡，为甚麽他不怕死亡呢? 我们都知道死亡是人最大的死敌，没有人能



胜过死亡啊！死亡是肉身生命的休止符。世人汲汲营营，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切，在死亡临
到时，都得被迫放弃。西面不惧怕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确实的盼望，他得到圣灵的启示，
知到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路 2:26) 
 
    他不但有圣灵的启示，他也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迎接圣婴耶稣基督。(路 2:27)看
见了就用手接过孩子来，并且称颂神。他是一位先知，有神的话临到他，他说出基督就是
救恩。(路 2:30) 救主与救恩有很大的分别，救主有能力也愿意付代价救我们，耶稣诚然是
救主; 他有能力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这名字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是救主。的
确，耶稣是救主，他是自有永有的神，耶和华是祂的名。这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除了
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 4:12) 
除了耶稣没有人能赦免别人的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除了耶稣也没有人能死後三日复活，
没有人能胜过死亡的权势，也没有人能应许我们死後可以复活，活到永远。这是讲到耶稣
是独一的救主。然而，耶稣不但是救主，他还是我们的救恩。祂不但为我们付了救赎的代
价，是我们的救主，祂自己成了那赎罪的羔羊，祂是代罪羔羊，是我们的救赎。祂是那位
爱我们愿将自己性命为我们舍去的神，祂所付出的救赎代价，不仅是祂拥有的万有，乃是
祂的圣洁生命。西面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耶稣，他知道耶稣就是神的救恩。 
 
    西面看见耶稣是神的救恩，他还进一步宣告耶稣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是照亮外邦
人的光，又是以色列民的荣耀。(路 2:32) 这是何等高的属天的启示! 西面宣告救主不但是
神为以色列人受设立的，也是为神为所有的人所预备的。耶稣为救主不但是为一些特别的
人所设立的，也是为万民所设立的。 
 
    西面是一位公义、虔诚的人，他也是神的先知。神藉着他来祝福别人，神也藉着他说出
关乎救恩极重要的豫言。他祝福约瑟和马利亚，并又说了未来要发生的四件事：1 讲到基
督被立将有许多以色列人跌倒，2 有许多人要被兴起，3 有许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
的意念显露出来，4 马利亚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这些豫言都应验了，首先，以色列人凭外貌认人，拒绝接受耶稣为救主。然而，有信心
的人後来被神兴起，跟随主，甚至愿意与主一同受苦。接着，敌挡神的势力日渐加强，最
後，耶稣要被世人弃绝，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时，他母亲马利亚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结
局，她的心如同被刀刺透。这是耶稣在地上完成救赎大工所经过的四个阶段。 
 
    耶稣在拿撒勒谦卑地等候时候满足，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盼望我们在圣诞节的节期中
思念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救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以祂的宝血除去世人的罪孽。我
们应当谦卑地顺服神，站在人的地位，归荣耀给神。我们因着信靠救主耶稣基督，回到父
神家中，成为神的儿女，得享神儿女的地位、圣洁、公义、慈爱、恩典、智慧、平安、喜
乐、享受、祝福、奖赏、冠冕、产业、永生、荣耀、尊贵、称赞、权柄、和能力。愿我们
将一切的荣耀归与神! (路 2:8-20)  

 
 

      www.jamessun.net  N03022S 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