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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圣诞历史中的圣诞 路加福音第二章

是我们在教会中很熟悉的圣诞节的故事。

路加福音有意让我们看到 ─路加福音有意让我们看到
圣诞节是发生在罗马帝国某一个特定的地点，

耶稣诞生的历史真正发生在地球上，耶稣诞生的历史真正发生在地球上，

在世界的历史真实的发生过

不是一个传说 也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不是 个传说、也不是 个神话故事，

而是真正上帝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二1-2 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民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该撒亚古士督 ─
主后第一世纪，主后第 世纪，

罗马皇帝的名称就叫作该撒，

好像是埃及王的名字叫作法老好像是埃及王的名字叫作法老，

它的抬头、名衔。

这个时候作罗马皇帝的叫作亚古士督，
作王的期间是主前三十年到主后十四年，

相当于中国的汉朝时间。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叙利亚的巡抚居里扭作叙利亚的巡抚 ─
主后第一世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以色列国，

以色列国在主前 586 年就亡国被掳 ─ 亡于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
波斯帝国倾覆了巴比伦之后，

波斯王古列使他们归回，重新修造圣殿
耶稣降生这时刻，罗马帝国兴起，代替希腊、、玛代波斯帝国玛代波斯帝国

当时的选民没有一个政治型的实体，只有一个圣殿
维系他们的是旧约律法，使他们有一个分别的生活方式维系他们的是旧约律法，使他们有 个分别的生活方式

能够在世界上存立得住，其实是一个神迹 ─
没有被外邦国家给同化掉没有被外邦国家给同化掉

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刻，巴勒斯坦 ─ 当年的迦南地，
是罗马帝国的 个行省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有罗马帝国派来的巡抚，代表罗马皇帝来统治。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希律王希律王 ─
罗马帝国喜欢让所统治的不同民族的地方，

有自已的王统治，使得当地有相当的平安；

希律王就是分封的王，治理加利利地方。

加四4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当时的罗马帝国，算是安定和谐、语言也还统一，
是一个大帝国、多元民族的文化

在耶稣基督降生的当代，巴勒斯坦人 ─ 这些选民，

他们的口语、日常用语，是亚兰语，

是耶稣在传道、会话当中，所用的语言是耶稣在传道、会话当中，所用的语言

福音书写作，是用当时的希腊文写下福音书卷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福音书是耶稣的言行录，

不是耶稣所写的是耶稣所写

是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使徒们的回忆录
回忆耶稣生平当中所发生事情的点点滴滴

路加就真正考察 追溯

回忆耶稣生平当中所发生事情的点点滴滴

去考察过、有次序的传讲当中写下来

路加就真正考察、追溯
耶稣是从哪里来的

社耶稣降生之前社会、历史的情境是如何

特别喜欢把耶稣降生、所发生的事迹，

都放在罗马历史的脉络当中

在这个皇帝 ─ 该撒亚古士督的治下，

在这个时候，耶稣降生

‧历史背景‧耶稣降生 ‧报佳音‧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耶稣是降生在约瑟家，
约瑟是大卫家族、耶稣肉身的父亲；

家乡是在拿撒勒，靠北方、在加利利。

约瑟是大卫家 户口所在是伯利恒约瑟是大卫家，户口所在是伯利恒，
必须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二4-5)

在上帝所安排的时间当中在上帝所安排的时间当中，

带着妻子 ─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要从北方的拿撒勒走到伯利恒要从北方的拿撒勒走到伯利恒。

马槽剧会说 ─ 马利亚
小驴驹 伯利恒

二7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

骑在一匹小驴驹上，回到伯利恒。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历史背景‧耶稣降生 ‧报佳音‧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场面，好像还蛮浪漫的 ─
天使来、星光闪耀、博士来…

耶稣其实是非常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

博士还没来

天使在野地里向牧羊人报信…
大概只有马槽中动物的特殊气味

他包着布、卧在马槽里，
却成为天使报信给牧羊人的 个记号却成为天使报信给牧羊人的一个记号。

耶稣降生了，牧羊人要怎么样找着耶稣呢？

二12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成为寻找耶稣、寻找弥赛亚的记号。



‧历史背景‧耶稣降生 ‧报佳音‧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表面看来生不逢时 ─ 出生不能待在舒服的家里，

要报户口、大老远跑到伯利恒，

偏偏没有客房，只能在马棚的马槽中来降生…
这就是上帝工作的所在 ─ 在贫瘠中，展现出上帝的荣美上帝的荣美，

牧羊人就依照这个记号找着了耶稣；

第一群知道耶稣诞生的是一群牧羊人 ─ 世界的小人物。

二10-12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不在乎外在环境如何，当有上帝介入的时候 ─
生命当中许多我们想要欲盖弥彰的软弱处生命当中许多我们想要欲盖弥彰的软弱处，

上帝赋予它新的意义、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 ‧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在第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行列中提到说 ─
耶稣的降生是救主、是主基督。救主 主基督

这个婴孩他不只是救主，他也是主、他是基督。

我们传福音 有时候不小心把福音分成两半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不小心把福音分成两半，
信主之前告诉你说：

是耶稣是你的救主、他要拯救你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

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难处，耶稣会拯救拯救、、帮助你帮助你；；

我们把福音所有正面的好处、给你的祝福、帮助，

都先告诉你

两半福音的后一半 ─
等你信耶稣之后突然告诉你说：等你信 稣 后突然告诉你说

你要聚会、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参与服事…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 ‧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我服事的教会中曾有一位弟兄，作慕道友很久、就是不受洗，
他说：在作你们自己人以前，好像你们对别人都比较好…

有点嫌疑，我们把福音切成两半，

信主之前所传的福音，像是发糖果的耶稣…

当天使传福音 报佳音的时候 就直接说了 ─

信耶稣之后那个福音，突然之间耶稣是主喔…

当天使传福音、报佳音的时候，就直接说了
耶稣的角色、人生使命，救主、主、基督，没有保留…

耶稣就是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 世界的主耶稣就是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世界的主，

当我们开始进入救恩、经历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的时刻，

我们的生命是「六神有主」的我们的生命是「六神有主」的，
在要作决定的当下，可以求问耶稣
不是不会做的事情求问耶稣 最会做 很拿手不是不会做的事情求问耶稣，最会做、很拿手、

很有经验的事，也求问耶稣、学习倚靠他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 ‧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二11 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刻 让主耶稣是救主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刻，让主耶稣是救主，
消极的 ─ 解决生命的困顿、难题，供应生命的缺乏

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是所有优先次序中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是所有优先次序中的主

耶稣，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
喜好的尺度中耶稣是主

惧怕的尺度中耶稣也是主惧怕的尺度中耶稣也是主

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会各就各位、不会不会混乱

当什么事情 或什么人突然插队到耶稣前面的时候

诗十六4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当什么事情、或什么人突然插队到耶稣前面的时候

在那个当下，耶稣不是主了，生命就会出现混乱跟危机。



稣 救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 ‧在圣殿里献耶稣‧耶稣的童年

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耶稣，他是救主、解决人类罪的问题，
更积极的，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内在世界的主，

职场、家庭、生活当中，他就是主；

以致于生命是有目标、有意义的，

不是没由来的走一趟、空忙一场。

当耶稣是主、是基督、是上帝膏立的弥赛亚君王君王，，

我们体会 ─生命的次序被恢复了，

生命当中的尊贵、生命应有的价值，都被恢复了。

天使宣告完，牧羊人就立刻循线去寻找耶稣。

心

常常思想在耶稣身上，上帝所要成就的美事是什么？什么？

二19 马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常常思想在耶稣身 ， 帝所要成就的美事是什么什么

继续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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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

满了八天 就给孩子行割礼

耶稣生在律法之下

二21-23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
与他起名叫耶稣；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
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二24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
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

耶稣所生的家庭不是富豪之家，
所 的祭物是在旧约律法 所提到的穷苦人家所用的祭物是在旧约律法中，所提到的穷苦人家，

献不起燔祭祭物的时候，可以用斑鸠、雏鸽来代替；

所以单单用祭牲来看，耶稣是生在寻常百姓家的。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在圣殿里献耶稣 ‧耶稣的童年

在献祭、完成律法要求的当下，就有西面、老亚拿进来，
似乎说明 ─以色列人等候、期待

二29 31 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上帝要借着耶稣所带来的救恩，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他看见的是婴孩耶稣
二29-31 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像孔老夫子说的 ─ 朝闻道夕死可也，像孔老夫子说的 朝闻道夕死可也，
不知我们在第一次领受福音真理的时候，，

有没有这一份喜乐、兴奋？有没有这 份喜乐、 奋

这个垂垂老矣的老人家，

讲出这么令他兴奋、雀跃的词句，讲出这么令他兴奋、雀跃的词句，

这是他在迎接耶稣的时候，亲口所说的。

‧历史背景 ‧耶稣降生‧报佳音‧在圣殿里献耶稣 ‧耶稣的童年

二34 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
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马利亚也会伤心

西面的预言在后来路加福音耶稣生平 果真这样展现开来展现开来西面的预言在后来路加福音耶稣生平，果真这样展现开来，展现开来，
某些人心态上是不接受、是敌对的

有许多人是迎接耶稣的 特别是贫穷 软弱软弱的的人人有许多人是迎接耶稣的 ─ 特别是贫穷、、软弱软弱的的人人

许多人不接受，叫许多以色列人跌倒、成为毁谤的话柄毁谤的话柄
耶稣走向十字架 是因 这些 的毁谤 拒绝拒绝耶稣走向十字架，也是因为这些人的毁谤、、拒绝拒绝

西面见着耶稣当下，把耶稣生平的事都讲出来。

旧约 ─ 要由两三个人的口来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

除了西面，还有亚拿 ─ 女先知，除了西面，还有 拿 女先知，

她也来见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完成救赎的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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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9-41 约瑟和马利亚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二46-47 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都希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这个场景又是在圣殿 似乎熟悉、好像又很陌生这个场景又是在圣殿，似乎熟悉、好像又很陌生，

耶稣在圣殿八天的时候被认出来

这时在圣殿 没跟随父母回去 让父母非常焦急这时在圣殿，没跟随父母回去、让父母非常焦急，

在这当下，耶稣跟马利亚的对话 ─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

这是耶稣的优先次序

二49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

这是耶稣的优先次序。

之后，他仍然是顺服肉身的父母亲，与他们回到拿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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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2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耶稣 是人群中的人子耶稣，是人群中的人子，
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点一滴 ─

每 个挣扎 兴奋 期待 耶稣都经历过每一个挣扎、兴奋、期待，耶稣都经历过。

在耶稣短短的童年记录里，让我们了解 ─
他如何又是神的儿子他如何又是神的儿子
同时又是完美的人子，他在马利亚跟约瑟的家中成长家中成长

耶稣的童年让我们认识，

耶稣真实的成为一个人的形像；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片面、生命的角落角落，，

都可以称耶稣为主都可以称耶稣为主，

因为他了解、他知道、他成长过。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称呼你为主的时刻，我们真的知道 ─
你不折不扣的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不折不扣的是我们生命的主。

当我们仰望你、祷告你的时刻，
不论我们现在生命的处境是如何 你都能够了解不论我们现在生命的处境是如何，你都能够了解，

因为你曾经降卑、曾经成为一个青少年的男孩子…
在我们现在生命的处境 让我们都可以认定你为主在我们现在生命的处境，让我们都可以认定你为主，

你为我们生命付了最高的代价；
你一点一滴走过了人生的岁月、成长的步履、挣扎。岁

耶稣我仰望你、求你祝福，
让我们听你话语而乐意遵行的人，

让我们生命是蒙着恩典的、可以活出你话语的真实，
可以经历到你是我的主，你为我生命负全部的责任。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