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經：腓立比書 2 章 5-11 節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2: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2: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2:9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2: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金句：路加福音 2 章 11 節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今天我們思想《我的主！我的神！》這個題目。 

 

基督教最重要的節日其實不是聖誕節，而是復活節。從教會歷史來看，第

一、第二世紀的時候，教會似乎還沒有特別提出舉行記念耶穌降生的聚會，也沒

有任何記載基督徒慶祝聖誕節的文獻，因為初代教會宣揚的重點都是「耶穌基督

的死而復活」。 

 

使徒們教訓百姓，本著耶穌，傳說死人復活。使徒行傳 17 章 32 節，經文

說：「眾人聽見從死裡復活的話，就有譏誚他的；又有人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

罷。”」 

 

保羅在亞略巴古講道的時候，不信的人譏笑他，因為不信死人還能復活。

使徒行傳 26 章 8 節，保羅說：「神叫死人復活，你們為什麼看作不可信的呢？」

羅馬巡撫非斯都說保羅癲狂了。這個名叫耶穌的人是已經死了，保羅卻說祂是活

著的。保羅回答非斯都：「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 

 

所以每年教會最重要的節日是「復活節」，早期教會歡慶復活節不是一天、

兩天，甚至不是一個禮拜，而是連續七個禮拜，一直到五旬節。那麼「聖誕節」

意義何在呢？就是記念耶穌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人間。 

 

 

 

 



有人不接受「聖誕節」，主張要改成做「耶誕節」。說：「記念耶穌降生的日

子，中文稱之為“聖誕節”有所不妥，應以“耶誕節”為宜。」理由是，「如果耶穌降

生，叫“聖誕節”，那麼，其他先聖、先哲的誕辰又該叫什麼？把耶穌誕生的日子，

叫“聖誕節”，是否就是默認耶穌是世界上唯一的聖人呢？」為了這個理由，有些

人就把「歡慶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叫「耶誕節」。卻不明白，耶穌基督不是人

間的「聖人」，祂乃是那位「聖者」。 

 

路加福音 1 章 34-35 節記載：「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

事呢？”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

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 

 

「以色列的聖者」，指的是神。哈巴谷書 1 章 12 節，先知哈巴谷說：「耶和

華我的神，我的聖者啊！」以賽亞書 40 章 25 節，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

叫他與我相等呢？」神和其他「不是神」的絕對不同。 

 

哥林多前書 8 章 5-6 節，保羅說：「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

那許多的神，許多的主；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

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

的。」 

 

所以這位獨一的聖者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間，神的兒子來作人的日子叫

「聖誕節」。提摩太前書 3 章 16 節，保羅說：「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

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神介入歷史，差祂的獨生子以「超自然」的途徑生在

世上。提摩太前書 1 章 15 節，保羅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 

 

提摩太後書 1 章 9-10 節，保羅又說：「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

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

我們的，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才表明出來了。他已經把死廢去，

藉著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對照羅馬書 1 章 2-4 節，保羅說：「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

應許的，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

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怎麼知道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呢？因為祂廢掉了死亡，藉著福音把生命和

不朽彰顯出來。使徒行傳 1 章 3 節，路加說：「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

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祂從死裡復活，就是神叫萬人可以信的「憑據」，證明萬古之先，神確實按

照自己的旨意，在愛子裡把這恩典賜給了我們。這恩典隱藏在舊約，卻顯明在新

約。而耶穌基督的降生，就是宣告救贖宏恩的「黎明」來到了。 

 

當耶路撒冷公義又虔誠的西面，受聖靈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約瑟和馬

利亞抱著嬰孩耶穌進來，西面知道眼前的是誰，就恭敬用手接過嬰孩耶穌來，稱

頌神說：「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

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

的榮耀。」可以參看路加福音 2 章 29-32 節。 

 

神救眾人的恩典，在創世記 3 章 15 節已經宣告，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蛇要傷他的腳跟。啟示錄 12 章 9 節提到：「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

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神要顯出

祂的救恩、能力、國度，和祂所立的基督的權柄。 

 

加拉太書 4 章 4-5 節，保羅說：「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

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神差祂的兒子降世，是為了為世人的罪作挽回祭，好叫有罪的世人能藉著祂的代

贖犧牲重新與神和好。這救贖的行動，為的是要顯明神的公義，叫我們知道祂是

絕對公義的，同時知道祂算那些信耶穌的人是義的。 

 

因為耶穌基督是從天上來的，所以祂講的話跟人間聖人講的話不一樣。約

翰福音 16 章 28 節記載，耶穌說：「我從父出來，到了世界；我又離開世界，往

父那裡去。」人間有哪一個聖人講過這樣的話呢？ 

 

約翰福音 3 章 31 節，約翰說：「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來的，

是屬乎地，他所說的，也是屬乎地；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請注意，從

地上來的，所說的只能屬乎地，只能講說人間的事。因此孔子不能論天道，因為

「不可得而聞」，他不知道，只能講論父子、夫婦、君臣、....等等，人跟人之間

的倫理，不能像耶穌這樣說話。因為耶穌所說的話帶著「神性」的印記。跟人間

有罪的人覺悟罪，盼望脫離罪的捆綁，渡化眾生，這些求道的人講的話是不一樣，

不能等量齊觀的。 

 

比如約翰福音 6 章 28-29 節記載：「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什麼，才算作

神的工呢？”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神的工。”」耶穌不是說：「諸

惡莫做，眾善奉行」，而是要人信祂。 

 

 



約翰福音 17 章 3-5 節，耶穌向父禱告說：「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

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

已成全了。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

榮耀。」沒有一個人間的聖人能像耶穌這樣說話的。試問，誰能夠搆到「未有世

界以先」的事？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對於人生前死後的問題，只能「存

而不論」。但耶穌是「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約翰福音 3 章 13 節），祂能說：

「我就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為祂是太初與神同在的道。 

 

約翰福音 8 章 56 節，耶穌說：「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

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猶太人很驚奇，說：「你還沒有五十歲，豈見過亞

伯拉罕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哇，猶太人拿石頭就要打他。因為耶穌說：「我是。」出埃及記 3 章 14 節，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而耶穌說：「我是」，等於告訴猶太人，祂是

那自有的，祂就是神。他們拿石頭要打耶穌，因為他們認為耶穌說了僭妄的話；

明明是個人，卻將自己當作神。 

 

耶穌怎麼回答呢？約翰福音 10 章 37-38 節，耶穌說：「我若不行我父的事，

你們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又知道，

又明白，父在我裡面，我也在父裡面。」 

 

耶穌不是憑著自己說話行事，乃是住在祂裡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約翰

福音 14 章 11 節，耶穌對門徒說：「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即

或不信，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耶穌所行的神蹟記在福音書裡的有三十五件，

包括使水變酒、平靜風浪、在海面上行走、趕逐污鬼、醫好長大痲瘋的、用五餅

二魚餵飽上萬人....，每一件都是祂在地上展現神兒子的權能。 

 

我提其中的一件，馬可福音 2 章 5 節，耶穌對一個癱子說：「小子！你的罪

赦了。」當時的法利賽人和文士感到不可思議，心裡議論：「他說僭妄話了，除

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馬可福音 2 章 8-12 節記載：「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樣議論，就說：“你

們心裡為什麼這樣議論呢？或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來，拿你的褥

子行走”那一樣容易呢？但是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

子說：“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罷。”那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

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

事！”」 

 



因為耶穌是那聖者，祂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祂在拉撒路的墳墓前呼

叫，說：「拉撒路出來！」那死人就出來了。祂吩咐「大利大古米」，睚魯死了的

女兒就活了。約翰福音 10 章 18 節，耶穌說：「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

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穌死後三

天自己復活了，因為祂是生命的主。之前祂對馬大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親愛的朋友，你信這話嗎？若是你過去從來沒有好好認識這位聖誕節的主

角－耶穌基督，以為祂只是「普通人」，頂多是個「聖人」，請你再好好想一想。

耶穌基督是誰？祂是神所差來的救主，祂是神的兒子。以賽亞書 45 章 22 節，

基督的靈感動先知以賽亞說：「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神，

再沒有別神。」 

 

十字架是祂為你我受羞辱和痛苦的頂點。當時與耶穌同釘的一個強盜，從

基督虛己的榮耀裡，看出了祂的榮光，臨死前懇求說：「耶穌阿！你得國降臨的

時候，求你記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但願聖誕節不是只讓我們享受一些歡樂的氣氛而已，而讓我們思想甘願到

世上來，親身擔當我們的罪，要把我們帶回父家的那位聖者，接受祂勞苦代贖的

功效。保羅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是的，「就可以得救」！這位兩千多年前大衛的城裡所生的救主，是人間最

寶貴的「聖誕禮物」，請問你是否已經收到？ 

 

請我們一起禱告： 

「主啊，感謝你，為了愛，你來到世界上。你本有神的形像，卻不堅持自

己與神同等，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不但如此，你自己卑

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父神將你升為至高，又賜給你

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你的名，無不

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主啊，是的，你是基督，是永

生神的兒子。你是我們的主，我們的神。藉著今天的信息，求主幫助還不認識你

的朋友，從你是“神”這個觀點和角度，來理解你的生平、言行和一切違反自然

律的神蹟。因為認識你，恭敬向你跪拜，讚美父神的大愛。主啊，當你掌權的日

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甘心犧牲自己，他們多如清晨的甘露。但願榮

耀、權能歸給你，直到永永遠遠。禱告祈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聖嬰孩主耶穌》 

1. 聖嬰孩主耶穌曾來自天堂，降生在馬棚裡無枕也無床； 

高天上眾星星都環環護衛，聖嬰孩在槽中於草上安睡。 

2. 一聽見馬鈴聲聖嬰孩忽醒，不啼哭帶笑容乃耶穌聖嬰， 

我甚愛主耶穌切求你垂聽，在床上安睡時願你在我旁。 

3. 求耶穌靠近我不離我身旁，朝護我夕助我身心不受傷， 

也慈憐眾孩童那時必安慰，在世上愛耶穌在天同相會。 

 

2020年 12月 22日灵修短文摘自考门夫人《新荒漠甘泉》 

耶穌基督生在最卑微的馬槽，但天上滿是天使和天軍讚美神的聲音。景星引導東

方的博士遠到而來朝拜祂。 

 

祂的出生違反了一般生命的律，由童貞女感孕而生。祂的死也違反了死亡的律，

因為第三天祂復活了。祂所行的神蹟，連同祂的教訓，和祂在地上的生活都是那

麼令人費解。祂沒有麥田，也沒有養魚場，但卻能五餅二魚讓五千男人加上婦人、

孩子吃飽。沒有屬世的紅毯迎接祂，祂卻走在水面上，讓海水托住祂。 

 

祂被釘在十字架上，是無法之人最卑劣的惡行；但在神這一邊，卻是為救贖我們

而甘心付出的重價。當祂斷氣時，只有很少的人為祂哀哭，但是太陽為祂掛起黑

紗，從午正起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雖然人們不為自己的罪顫抖，但地卻震

動，磐石也崩裂，整個自然界都在尊榮祂，只有罪人拒絕祂。 

 

祂沒有犯過任何罪，罪未曾侵擾過祂。因此，祂的身體不見朽壞，祂所流的血所

染過的地不能叫祂歸回塵土。 

 

祂在地上傳道三年多，沒有寫過一本書，沒有建過一間禮拜堂，無錢無勢，可是

一千九百多年後的今天，祂已成為人類歷史的中心人物，所有講台所傳講、永無

休止的主題、歲月周行所有發生事件環繞的中心，唯一能給人類帶來新生的救

主。 

 

在兩千年前降生的祂，難道只是約瑟和馬利亞的兒子嗎？在加略山為了救贖罪人

所流出的，難道只是普通人的血嗎？千百年來，蒙恩的人生命的改變，乃至國家

經歷新生，難道只是碰巧偶然的嗎？ 

 

任何有思想的正常人，都會禁不住驚呼：「我的主，我的神！」－美國基督徒作

家凱思‧布魯克斯(KeitL. Brooks,1888-1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