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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王降生 
 (太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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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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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6『犹大地的伯利恒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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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甚麽时候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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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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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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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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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圣诞的节期，今天又是主日，感谢神! 让我们因基督降生感恩，渴慕地到教堂敬拜神。有
些人辛苦了一年，现在正在旅途中要与亲友团聚。然而，这几天中西部大风雪，发生了许多车
祸，也有数十万的人家断电。飞机班次停飞，无数归心似箭的游子被陷在飞机场。美国科技发
达，全球之冠，仍然无法解决天灾带来的困扰，人的力量实在有限。我们不但力量有限，我们的
智慧也有限，我们不能凭着有限的头脑推测或掌控未来的事。 
 
    几周前，有人问我关於「世界末日」即将临到的豫言，我很坦白的告诉他们我根本不信。玛雅
文化预测的 12/21/2012「世界末日」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我告诉他们，这些不用辩论，到了
时候就自然会显明。我完全不信玛雅历的推测，这是甚麽原因呢? 因为耶稣已经告诉我们祂来的日
子没有人能知道，「世界末日」一定会来临，但是没有人能推测。预言没有应验後，又有人说，
这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我们不要担心「世界末日」何时来，或是「新世纪」何时开始。基
督这为新生王第一次来的豫言已经百分之百的应验，「新世纪」在公元转换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神要我们积极参与传福音，扩展神国度的工作，竭力拯救失丧灵魂，这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
机会，让我们能在祂国度临到时有分於等候万王之王第二次的再来。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一、 新王取代旧王希律 
 
1. 神掌管人类的历史 
 
「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
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但 2:20-21) 
 
    神藉但以理告诉骄傲自大的尼布甲尼撒王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
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
谁．」(但 4:2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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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让被掳的犹太人归回 

 
 (1)  巴比伦亡於玛代波斯是因着巴比伦王拿波尼达 (Nabonidus)将被掳来的神带回巴比伦，供奉

在巴比伦玛督 (Marduk)神的艾萨基那庙宇(Esagila)中，为要取悦於众神之首玛督，藉此巩固
巴比伦。没想到如此行触怒了玛督的祭司，加上更改敬拜礼仪，导致玛督祭司向波斯王古
列出卖巴比伦王。古列即位後，将各国的神请回去，不是因为古列宽大怀柔，乃是因着这
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他不得不如此行。否则犹太人怎能得到古列的帮助，返回耶路撒冷重
建圣殿呢? 的确，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我真能看见吗? 

(2) 所罗门建的圣殿的旧址仍在: 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建圣殿。「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   
        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拉 3:3) 
(3) 外邦人没有迁入耶路撒冷: 不像亚述人将外邦人迁入撒玛利亚，「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 
        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 
        撒玛利亚、住在其中。」(王下 17:24) 
(4) 重建圣殿需要有负担的祭司:神感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的日子，长达 1,500 哩的路程， 
        四个月的跋涉，以斯拉和尼希米共有 42,360 人回到耶路撒冷。 (拉 2:64,尼 7:66) 其中超过 
        五千与服事圣殿有关，祭司就有 4,289 人。 
(5) 祭司与君王的职份要分开: 圣殿完工後，祭司占了非常重要的领导地位。在所罗巴伯後，犹
太领袖都由大祭司兼任。祭司是属於利未支派的，在希律王之先，亚斯曼家族兼任祭司和君
王两种身份。大卫家要作王已经被忽略了，希律因着娶了亚斯曼家族的女儿，被罗马看好，
任命为犹大君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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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如此让人
想起，将要来的弥赛亚不是利未支派，乃是大卫的後裔。 

 
3. 神兴起犹太人的王希律 
 
    希律为人极其残酷诡诈，将妻子米利暗处死。(29BC) 囚禁儿子，最後将他的母亲也杀掉。
(28BC) 他被罗马皇帝任命为犹大君王，也是散住在各地犹太人的王。他建圣殿，该撒利亚港口，
并重建撒玛利亚。 
 
二、 新约证实旧约豫言 
 
    旧约是为了豫表新约，新旧二约都是从神启示的。新约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信心我们就可
以进到神面前。(来 7:19) 既说有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要快归於无有
了。(来 7:19) 新旧二约启示的中心都是以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为救主。律法原是後来之事的影
儿，那真实的形体却是基督。(西 2:17)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靠他的人都得着神的义。(罗
10:4) 
 
    圣经的记载不是以人为中心，乃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旧约的内容，从一开始就宣告在「起
初」乃是神创造了天地，然而神的心意却又是以人为祂施恩的对象。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讲
出神创造人的心意，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乃是三位一体的神，万物的创造乃是按着圣父的旨
意。(启 4:11) 万物都是藉着圣子基督耶稣造的。(西 1:16) 圣灵在创造的起头就运行於万物之间。
(创 1:2) 
 
    旧约的最後一本书是「玛拉基书」，它最後一章豫言说，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那是指耶和华
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必有「以利亚」为弥赛亚第二次降临开路，将救主引到以色列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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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玛 4:5-6) 然後，神的话语就寂静了有四百年之久，等候新约的来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施洗约翰出现时，他有以利亚的心志和能力。(路 1:17) 。施洗约翰来到世上是为耶稣第一次降临
豫备道路。(可 1:1-3) 
 
    新约的最後一本书是「启示录」，最後一章的最後一句话提到的名字是「主耶稣」。旧约是以
「神」为开始，以「神」为结束。新约以「主耶稣」为结束，那麽新约圣经的起头应该以谁为开
始呢? 当然是以「耶稣基督」为开始。(太 1:1) 
  
    旧约的豫言太丰富了，今天我们来看有关耶稣基督生於犹太地的伯利恒的旧约记载吧。世界之
大，伯利恒这城属於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永远为业之地。 
 
1.「亚伯拉罕的後裔」 
 「我必使你的後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坚立
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创 17:6-7)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 22:18) 
 
2. 巴兰豫言雅各的星  
 「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兴於以色列。」 (民 24:17) 雅各心爱的妻子死在伯利恒，雅各将她葬
在伯利恒。相信雅各的心一直怀念着伯利恒。 
 
3. 犹大家的王 
「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 (就是赐平安者) 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
49:10) 雅各为他的众子祝福，豫言犹大支派将要生出弥赛亚来，伯利恒就在犹大支派的产业中。 
 
4. 波阿斯的赎价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後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於是波阿斯娶
了路得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得 4:12-13) 波阿斯娶摩押女子为妻，
豫表基督成为人的近亲，祂从天上来迎娶我们，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波阿斯与路得这近亲
救赎的事迹发生在伯利恒。(得 1:19) 当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救赎我们，将我们的产业赎回，
我们惊奇神如何启示道成肉身的智慧。神的儿子若不取了人的样式，就不是我们的近亲，若不是
神的儿子无力胜过罪恶，无法付买我们的赎价。他必须又是人，又是神。圣经的启示真是奇妙。
这奥秘必须藉着童女怀孕生子才能完成，这事发生在甚麽地方呢? 发生在伯利恒。 
 
5.大卫的子孙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撒下 7:16) 神安排
大卫必须生在伯利恒。波阿斯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他们都住在伯利恒。(得
4:21) 耶稣不但必须是大卫的後裔，也必须要生在伯利恒。经过了一千年，大卫的後裔们都分散在
各地，但是神藉着罗马皇帝人口普查使得耶稣能生在伯利恒。这不是人的头脑所能明白，也不是
人的智慧所能成就的。(路 2:1) 
 
6. 弥迦书的豫言 
    然而，最伟大的豫言由先知弥迦宣告，说出以下十二豫言: 
第一，「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 
          中为我作掌权的．」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新生王。 
第二，他是「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以色列人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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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因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因此他是神。 
第四，「以色列人必交付敌人」，外邦人当时要统治以色列。 
第五，「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怀孕生子是重点。 
第六，「那时掌权者其馀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外邦人都必归顺他。 
第七，「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他必然完全倚靠神的能力。 
第八，「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神的名完全赐给他。 
第九，「他必然是牧人」。 
第十，「羊群必安然居住」。 
第十一，「他必日见尊大」，他的尊荣必无穷增长。 
第十二，「直到地极」。他的国度没有疆界。 
 
「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
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
来．那时掌权者其馀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 
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见尊大、直到地极。」(弥 5:2-4) 
  
三、 基督接受列邦敬拜 
   
    这段经文也记载一件非常希奇的事，就是题到东方博士们来送礼物给基督。东方的博士们不是
一般的人，他们是很特殊的一班人。他们是在常见王面的尊贵人，他们是有学问的人，懂得观看
天象，他们来寻找犹太人的王时，带着随行的勇士，保护他们和他们所携带的礼物不遭强盗抢
劫。当他们看见他的星，就愿付代价，行远路，来朝见这位大君王。也许我们很难明白为何神用
星来引领这些外邦人，原来，外邦先知巴兰在民数记中早豫言，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兴於以
色列(民 24:17)。东方博士们愿意跟随这星的引领，这星如同当年神用云柱和火柱带领以色列人走
旷野一般地引领他们。虽然他们也误以为犹太人的王必定生在犹太的京城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得
到先知启示的话语，又再度得到那星的引领。那星最後将他们带到基督面前。 
 
    东方的博士们见到基督时的表现显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人。第一，他们是谦卑的虔诚人，他一
看见耶稣就俯伏敬拜，这敬拜是不凭眼见的，也不是用头脑来分析的，否则他们怎会去拜一个小
孩子呢? 第二，他们是灵里明亮的敬拜的人，他们单单拜那小孩子(太 2:11)。虽然马利亚也在旁
边，他们没有连马利亚也一起拜。第三，他们是殷勤的智慧人。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早将礼物
预备好了。第四，他们是顺服神的智慧人，他们所献上的黄金、乳香、没药是被圣灵感动所献给
弥赛亚大君王的礼物(赛 60:6)。黄金代表基督君王的身分，乳香代表基督的神性和属天先知的职
分，没药代表基督的代死和大祭司的职分。旧约预言讲到各地的君王将献上礼物得以应验(诗
72:10)，他施(欧洲的西班牙)，示巴(亚洲的中东)，西巴(非洲的北边)的诸王都要进贡。当年东方博
士献上的是谦卑诚心的敬拜，和最美好最贵重的礼物。请问在东方博士的眼中约瑟和马利亚这样
贫苦的人家那里配得这样的昂贵的礼物?但是东方博士所看见的不是约瑟和马利亚，他们看见了耶
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献上的应该远远超过东方博士所献上的，因为我们从新
约圣经中明确的知道基督耶稣要如何作王掌权直到永远，也感受到基督耶稣不但降卑为我们生在
马槽里，也为我们舍去自己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因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作何事为他? 
    
    耶稣基督就是神赐给人最佳的礼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赛 9:6)。明白神爱
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你愿意接受神
所赐的独生子为最珍贵的圣诞礼物吗?我们是否愿意献上我们的礼物，学习时时亲近神，昼夜事奉
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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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如此宣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祂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诗 33:12) 
 
    我们作神儿女的不禁要问，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些最美好的礼物? 神付出极大的代价与爱心所预备
的礼物，我们接受了没有?是否我们也用尽心竭力地向神献上我们的礼物?   
 
    神究竟预备了甚麽礼物给我们呢? 祂如何预备的，我们能知道一点吗?旧约圣经将神所预备的礼
物逐步地显明出来。神要赐给我们一位救主，他是女人的後裔，他是代罪的羔羊，他能救我们脱
离罪恶，他是我们一切的满足，他是赐我们永远生命的神。 
 
  「听啊! 天使高声唱」又叫「新生王歌」。查理卫斯理作词，Flix Mndlssohn作曲。天上地上都因
祂的降临而欢呼。 
 

新生王歌 (听啊! 天使高声唱)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与新生王，恩典临地平安到，神人此後能和好! 
兴起地上众生灵，响应天上赞美声; 天唱地和乐欢腾，基督降生伯利恒。 

副歌：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与新生王」。 
 

基督本有神形像，基督原是永远王! 竟在末世从天降，藉童女生成人样; 
神性穿上血肉体，道成肉身何奥秘；甘愿作人同人住，以马内利是耶稣。 

副歌：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与新生王」。 
 

欢迎天来和平王，欢迎公义的太阳，带来生命与亮光，使人复活医人伤； 
虚己撇下祂荣光，降生救人免死亡；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能高升。 

副歌：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与新生王」。 
 

万国救主万国望，愿主居於我心上，魔鬼权势全瓦解，使我胜过恶世界， 
罪性消除污去清，从此印有主圣型，基督降生救世众，罪人复得主爱宠。 

副歌：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与新生王」。 
 
    最後，新生王歌让我想到德国音乐大师 Gorg Frdrick Handl 韩德尔於 1741 写完弥赛亚，哈利路
亚大合唱。1743 在伦敦演出，不仅当代震惊，轰动一时，直到今日，仍然让世界最高的君王唱到
「万王之王」时都站立致敬。韩德尔 55 岁时在贫病交加时，得圣灵启示，将 Charls Jnns 查理斯.
詹尼士寄给他的五十节与基督有关的经文谱成曲，在 23 天半，废寝忘食，完成此巨作。宝座上的
羔羊曾在他写作时向他显现。为何德国作曲家让英国的君王都站立呢? 因为十八世纪英国是全世界
最强的国家，英王在全世界诸王中最具代表性。让我们也向耶稣基督新生王站立，并向东方博士
一样，不但俯伏敬拜，并献上最珍贵的礼物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
告。新生王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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