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福音 2 : 1 - 12 

Matthew 2 : 1 - 12  

圣诞节的再思
Rethinking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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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Jesus was born in Bethlehem in Judea, 
during the time of King Herod, Magi from the 
east came to Jerusalem

2.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

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and asked, "Where is the one who has been 

born

king of the Jews? We saw his star in the east and

have come to worship him."



3.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

也都不安。
When King Herod heard this he was disturbed,

and all Jerusalem with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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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he had called together all the people's chief 

priests and teachers of the law, he asked them 

where the Christ was to be born.



5.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

着，说："In Bethlehem in Judea," they replied,

"for this is what the prophet has written:

6.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

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

我以色列民。」"`But you, Bethlehem, in the land of

Judah, are by no means least among the rulers of 

Judah; for out of you will come a ruler who will be the

shepherd of my people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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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Herod called the Magi 

secretly and found out from them the exact time

the star had 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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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sent them to Bethlehem and said, "Go and make a 
careful search for the child. As soon as you find him, 
report to me, so that I too may go and worship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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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

头停住了。After they had heard the king, they 

went on their way, and the star they had seen in

the east went ahead of them until it stopped over 

the place where the child was.

10.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
When they saw the star, they were overj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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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coming to the house, they saw the child with 

his mother Mary, and they bowed down and 

worshiped him. Then they opened their treasures 

and presented him with gifts of gold and of 

incense and of myr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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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aving been warned in a dream not to go 

back to Herod, they returned to their country by

another route.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约翰福音 1 : 11)

今天多少人在圣诞节来临之时思想过耶稣基督为何
降生？基督与我有何关系？有多少人真正认识耶稣
基督？人们往往忙着在庆祝圣诞节，在享受着美好
的假期，但却看不见基督。我们所看到的是圣诞老
人、圣诞舞会与圣诞大餐等等，这些与基督降生毫
无关系的东西，却被用来代替了耶稣基督。



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意义？

圣诞节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圣诞节难道不是为了纪念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圣诞节难道不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
身」吗？

今天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们必须知道圣诞的真正主角就是耶稣基督，祂为

我们降生来到世上。

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模糊这个

焦点，但是「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却是很清楚知

道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焦点与中心。

以至于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回应，这也是我们应该要

做出的回应。



东方博士做出了三个正确的回应：

第一个回应：「积极地寻求主」

第二个回应：「虔诚地敬拜主」

第三个回应：「绝对地顺服主」



(一) 积极地寻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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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生下来作犹太
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
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
人也都不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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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2 : 1 – 5)



(一) 积极地寻求主

第一种人就是「希律王」

第二种人就是「祭司长和民间文士」

第三种人就是「东方的博士」

这三种人反映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有着三种不

同的态度。



(一) 积极地寻求主

第一种人就是「希律王」，态度就是「敌对」。

他就「心里不安」。为什么他会不安？因为他听到

有王要诞生，这可能会取代了他的地位，因为他想

要永远地作王，他想要一直坐在宝座上面不可被取

代，以至于感到不安。

「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那是因为恐怕要
发生一场屠杀或战争了。





(一) 积极地寻求主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马太福音 2 : 8)

我们看到希律王去拜耶稣，但却是「别有企图」的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主需要怀有一颗单纯的心
来敬拜主，并尊耶稣为王，让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
宝座上。我们将不至于像希律一般有着不对的心态
来敬拜神。



(一) 积极地寻求主

第二种人就是「祭司长和民间文士」，态度是非常

的「冷漠」。

「祭司长和民间文士」所代表的就是经常在圣殿中

进进出出的宗教领袖与人们，这也彷佛就是今天的

我们，我们也需回到神的面前来反省，我们是否也

是对神冷漠，对属天的事情、对神的旨意非常冷漠

毫不在乎？



(一) 积极地寻求主

第三种人就是「东方的博士」，态度是「积极地寻

求」。

为什么他们会积极地寻求呢？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

需要，有一个积极渴慕的心，有一个不满足感，想

要积极地寻找到答案，因此积极地寻求耶稣是一个

必然的反应。



(一) 积极地寻求主

Are you a seeker or a sitter？

你是个寻求者还是个坐失良机的人？

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寻求者，我们才能够遇
见耶稣，否则将会坐失良机。



(一) 积极地寻求主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
给你们开门。」

(马太福音 7 : 7)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see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ed to you.

(Matthew 7 : 7)



(一) 积极地寻求主

这里让我们看到并不是博士先来寻求主，而是我们

的主先寻找到他们。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

神家中的一份子，不也是耶稣基督先来寻找到我们

吗？神可能透过你的家人、透过你的亲朋好友带领

你来到神的家中，神也可能透过某些事情的发生或

遭遇到一些苦难，神用祂的慈绳爱索把你牵引到祂

的面前。是神自己先寻找到我们。



(一) 积极地寻求主

神如果能让一颗星在东方寻找到博士，而这群住在外邦
的人可以因着一颗星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那原本是多么
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那么神如果要在我们生命中工
作，那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呢？我们今天认为有许多的事
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却对我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凡
事都能。」求神在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清楚看到，在我
们的家人信主这件事上，神必定要为我们开路。在我们
的工作上、身体的健康上，在我们的亲子、婚姻关系中
与事奉上，虽看起来有许多的不可能，但是耶稣却告诉
我们「在神凡事都能。」



(二)虔誠地敬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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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2 : 11)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俯伏」是一个非常虔诚
的动作，但是光「俯伏」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
真实的敬拜」。这些博士不仅是「俯伏」而已，他
们更是真诚的「敬拜」。



(二)虔誠地敬拜主

〈定义一〉

「敬拜就是对神的认识所产生的回应」。

「你真正的认识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你对祂自然

地回应，那就是敬拜」。

〈定义二〉

「敬拜就是对神的敬畏所活出的人生」。



(二)虔誠地敬拜主

圣经上说博士「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献

给了耶稣」。

博士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首先，献上「黄金」。

「黄金」代表着崇高的地位，是献给君王的，然而
他们不是献给一般的君王，而是那位万王之王，只
有耶稣基督配得。

我们从博士献上的「黄金」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敬
拜的神是一位「崇高的君王」。



(二)虔誠地敬拜主

博士献上的第二个礼物是「乳香」。「乳香」是在

圣殿中唯一献给神的东西。换句话说，「乳香」是

只有神可以接受。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香要成为

「至圣的香」，百姓不可以仿照制乳香的方式为自

己制造香。这个「乳香」最后只能拿到神的面前献

给神，博士献上「乳香」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

神。



(二)虔誠地敬拜主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
拜那小孩子。」

(马太福音 2 : 11)

这节经文说到，博士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而不
是拜「马利亚」。神只有一位，「马利亚」不是神
，「献上乳香」代表神是独一的真神。



(二)虔誠地敬拜主

博士献上的第三件礼物是「没药」，「没药」在当

时的世代是给尸体用做防腐作用的材料。

为什么博士会献上「没药」？那有人在一个婴孩一

出生就献上死亡才用得到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知道博士是受到圣灵的感动，献上神要他

们献上的礼物；而这个礼物却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属灵意义，也就是这个婴孩耶稣将要为我们而死
。



(二)虔誠地敬拜主

敬拜就是对神的认识所产生的回应，当我们看到所

敬拜的耶稣基督是「崇高的君王」，是「独一的真

神」，是「舍命的救主」，我们的回应会是什么呢
？



(二)虔誠地敬拜主

从博士所献上的礼物不单是告诉我们所敬拜的是一

位怎么样的神，他还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地来敬拜？

他告诉我们敬拜的意义是什么？「敬拜」是「我们

对神的敬畏所活出的人生」。



(二)虔誠地敬拜主

博士献上了「黄金」，献上「黄金」就是献上最好

的、献上最宝贵的。

如果按照人的一生来说，献上最好的就是献上你年

轻的岁月；如果我们不再年轻，献上最好的就是「

今天」，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明天」才献上，不

要等到「明天」才追求，不要等到「明天」才爱主
。



(二)虔誠地敬拜主

博士不只是献上了「黄金」，他们还献上了「乳香

」。

「乳香」是要用火来烧，烧的香气就化成烟达到主
的面前，「乳香」本身就不再存留。

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也应该是毫无保留的
来敬拜神。



(二)虔誠地敬拜主

博士献上第三样礼物，就是「没药」，「没药」所

代表的意义就是「死」，一个真正敬拜的人我们要

向世界「死」。



(二)虔誠地敬拜主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
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
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上架上。」

(加拉太書 6 :14)

May I never boast except in the cros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ich the world has been 
crucified to me, and I to the world. (Gal. 6 :14)



(二)虔誠地敬拜主

曾经有人问圣徒玛迦流：「到底什么是向世界死」
？

圣徒玛迦流这样的回答：「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

向世界死？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到一个墓地，然

后向着坟墓里面的人说话，你先跟他说一些咒骂的

话，说完了后你再说一些赞美的话，然后你看看到

底会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二)虔誠地敬拜主

那个人回来说：「我没有听到有任何的反应。」

玛迦流接着说：「那就对了。一个真正向世界死的

人，当人夸赞你的时候，你不在那里自我陶醉；当

人辱骂你的时候，你也不会非常的愤怒。」

就是真正的向世界死，也就是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任
何的影响力。



盖恩夫人（Madame Jeanne Guyon，1648－1717）
—馨香的没药 (Fragrant Myrrh)



(二)虔誠地敬拜主

盖恩夫人曾经说：

「向世界死就是这个世界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我人生最大的祝福就是得着基督。我最需要的就是

主自己，其他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次要的。」

这就是真正的向世界死。



(二)虔誠地敬拜主

博士所献上的礼物，教导了我们两件重要的真理：

第一就是「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认识耶稣基督

是君王、是独一的神、是为我们舍命的救主；

第二，教导我们「如何活出敬拜的人生」。我们一

个敬拜主的人，首先必须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
必须毫无保留的，并且真正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着。



(三)绝对地顺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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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2 : 12)

And having been warned in a dream not to go back 
to Herod, they returned to their country by another 
route.                                              (Matthew 2 : 12)



(三)绝对地顺服主

希律是王、耶稣也是王，但到底要听那一个的？听

从天上的君王耶稣基督这叫做「绝对的顺服」。

到底我们有没有将神放在至高绝对的权柄位置？

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至高的权威？

今天神设立许多的权柄在我们的生命中，但不要忘
记我们最终要顺服的是我们的主。



(三)绝对地顺服主

博士做了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考：

一个就是「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另一个就是「从
别的路回本地去」。

什么是「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呢？希律王所代表的
就是那个一直想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也就是当我
们认识耶稣基督后，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
交给基督，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



(三)绝对地顺服主

什么叫做要「从别的路回本地去」？

我们可以将意思引申为：当我们生命中遇见神之后

，我们不要再走原来的路回去，我们生命中必须换

个方向，我们不要再回到原来的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是追求属世界上物质的享乐，但

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追求属天的；我们原本是看重今

生，现在我们开始要看重永恒。



一幅儿子的画像

律师说：「按照这个主人的遗嘱，谁买到这幅儿子
的画像，其他所有的画都归给他。」

律师又说到：「依照父亲的心意：谁接受了我儿子
的，就拥有一切。」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the father: whoever takes 
the son, gets it all.



一幅儿子的画像

在两千年前，我们的天父上帝也做过这样的宣告，
这也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天父曾经按照祂的旨意，做出这样得宣告：「谁接
受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得到永生，得到神
一切的丰盛。」

这幅儿子的画像只能卖给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的
生命与永生却是给一切愿意接受相信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