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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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課

禱告

組長。求神藉著祂的靈引導我們， 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及這一課有關建立教會的學習交托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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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
馬可福音 1:1 – 4:20

分享 (20 分鐘)

輪流簡短分享 (或從你的筆記讀出) 你從指定經文(馬可福音 1:1-4:20)所得的靈修領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次靈
修。
專心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領受。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只需寫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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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品格]
(1) 哥林多後書 3:18

背誦 (5 分鐘)

經文背誦的第五個 系列(E) 是有關「基督徒品格」。五處經文的標題是：
(1) 基督樣式。哥林多後書 3:18。
(2) 純潔。彼得前書 2:11。
(3) 愛心。馬可福音 12:30-31。
(4) 信心。羅馬書 4:20-21。
(5) 謙卑。腓立比書 2:3-4。
兩人一組地默想、背誦和複閱。
(1) 基督樣式：哥林多後書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着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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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 (85 分鐘)

[教會節日]
聖誕節: 紀念基督的誕生

簡介。耶誕節是我們紀念耶穌基督誕生的基督教節日。我們將會學習聖經所教導有關耶穌基督第一次來到這個
世界。我們將瞭解舊約如何預言祂的第一次來臨，祂在地上出生時候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祂來到這個世
界對我們這麼重要。
A. 最早的人類歷史描述神對人的第一個應許
聖經中的第一個應許是在創世記 3:15。當時地上沒有罪，魔鬼以蛇的形態出現在第一批人亞當和夏娃面前。從
上下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一個強大的、會說話的惡魔躲在這條蛇的背後。這個惡魔被稱為 「魔鬼」， 意
思是誹謗者或指控者，而「撒但」的意思是反對者，甚至是 「龍」 (啟示錄 12:9)。他引誘第一個男人和女人
違抗神的命令，於是他們從純真的狀態倒下到罪的狀態。
神懲罰了他們，並指出魔鬼的 「後裔」和女人的 「後裔」 (字面意思是「種子」) 將會有持續的敵對和衝突。
魔鬼的 「後裔」是那些站在魔鬼一邊的惡魔和邪惡的人，而女人的 「後裔」是那些站在神一邊的人。將來，
女人的一個後裔會傷魔鬼的頭，魔鬼則會傷他的腳後跟，且傷得他很重。因此，神把第一批人和魔鬼之間災難
性友誼變成了敵對。神指出魔鬼的後代和女人的後代之間會有持續鬥爭，並談到了最終的勝利！
根據新約的啟示，我們知道這場鬥爭最終是魔鬼 (撒但) 和耶穌基督之間的鬥爭。耶穌會受苦，首先是透過祂的
舊約子民，然後是祂自己的身體在十字架上。在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時，祂打破了魔鬼的力量 (但還沒有結束
他的力量)。新約揭示了神用這個預言 (或救贖的應許) 來預告最後的戰爭將是在兩個人物之間，就是魔鬼和那
從一個婦人所生的耶穌基督。魔鬼會攻擊耶穌，並試圖殺死祂，因為神預言祂將傷魔鬼的頭。耶穌雖然會因
「魔鬼傷祂的腳跟」而受苦及死在十字架上，但祂會征服魔鬼，並最終粉碎他！耶穌會得勝！
B. 舊約的歷史渉及阻擋神的應許得應驗的鬥爭
1. 從亞當到挪亞的激烈衝突。
(1) 亞當和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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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將第一個拯救的應許 (創世記 3:15) 給了第一個男人和女人，即亞當和夏娃。一個從女人中出生的人會傷魔
鬼的頭。起初，亞當和夏娃只有兩個孩子， 該隱和亞伯。該隱對亞伯產生嫉妒和憤怒，並殺害了他 (創世記 4:
1-8)。看來，魔鬼想毀滅女人的後代，那麼神的救贖應許就不會實現。

但神把其他的孩子賜給亞當和夏娃，就是男人和女人 (創世紀 5:1-5)。這樣，人類可以繼續下去，而神的應許
將得到實現！人類還繼續活下去，因此神要透過一個從人而出的人來成就祂的救贖應許，是仍然可能的！
(2) 賽特和挪亞。

亞當和夏娃的第三個兒子賽特是預設為神救贖應許 (創世記 5:6-32) 的繼承者。多年後，地上充滿了人。亞當和
夏娃所傳給他們的後裔有關永活神的知識，已經變得模糊了，以至人順從於完全腐敗的生活方式。「神的兒
子」(賽特的後裔代表繼續跟隨神的人) 開始娶「該隱的女兒」 (該隱的後裔代表只跟隨其他人的人) (讀創世記
6:1-4；參見申命記 7:1-4；哥林多前書 6:14)。結果，地上的邪惡極其增多。「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
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創世記 6:5)。因此，神決定用洪水摧毀整個人類 (創世記 6:5-7, 11-13)。看起來似乎魔
鬼會成功毀滅那承載著神救贖應許的人類。

但神在那時代的人中找到了一個正直的人，過著無可指責的生活：挪亞。「他與神同行」 (創世紀 6:8-9)。神
拯救了挪亞和他的家人，免受洪水的毀滅 (創世記 6:14–8:22)。人類還繼續活下去，因此神要透過一個從人而
出的人來成就祂的救贖應許，這仍然是可能的！
2. 從挪亞到猶大的激烈衝突。
(1) 亞伯拉罕 (公元前 2157-1992 年)

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神賜予亞伯拉罕 (亞伯蘭) 和撒拉 (撒萊)救贖的應許，就是透過即將到來的救主得拯救。
神應許他們的後代 (字面意思是 "種子") 將會好像「天上的星星」 和 「海裏的沙子」般眾多。神應許說：「地
上的萬族 (國家)都要因你 (從字面上看: 在你的後裔中)得福。」(創世記第 12: 3) (讀創世記 11-32；創世記 15:
5；創世記 22:17-18)。從人的角度來說，這個應許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亞伯拉罕和撒拉年事已高，他們的身體
就像死了一樣，且撒拉是不孕的。看來似乎魔鬼又一次會勝利。

但奇蹟發生了。亞伯拉罕一百歲時，神奇蹟地給了亞伯拉罕和撒拉一個兒子，名叫以撒 (創世記 21: 1-7)！神拯
救的應許的紅線還在繼續！
(2) 以撒 (公元前 2067-1887 年)

那透過即將到來的救主得救的應許賜給予以撒 (創世記 26:4)，但他的妻子利百加也是不孕的 (創世記 25:21)。
似乎魔鬼又一次會勝利。

但以撒向神禱告，神給了他們兩個孩子， 以掃和雅各。
(3) 雅各 (公元前 2007-1860 年)

那透過即將到來的救主得拯救的應許賜給予以撒 (創世記 28: 13-14)，但他的兄弟以掃想要殺他，因為雅各欺騙
了他，使他失去了長子的權利 (創世記 27:41)。似乎魔鬼又一次會勝利。

但神親自應允雅各，無論他走到哪裡，祂都會保護他 (創世記 28:15)。雅各繼續活著，神救贖應許的紅線還繼
續下去！
(4) 猶大。

然後，那透過即將到來的救主得拯救的應許賜給予猶大，他是雅各與利亞的兒子 (創世記 49:10)。在應許的救
主來到之前，王權是不會離開猶大支派。那救主將成為君王，地上所有國家有一天都會服從他 (參考以賽亞書
45: 22-23；腓立比書 2: 9-11)。
3. 從猶大到摩西的激烈衝突。
(1) 雅各和猶大的後裔：以色列人

公元前 15 世紀到 11 世紀之間，那透過即將到來的救主得拯救的應許賜給予以色列。因為魔鬼沒有滅絕始祖亞
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以他把他的敵意轉向雅各的後裔以色列人 (創世記 32:28)。以色列人已被註定要帶來
救主 (約翰福音 4:22)。在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的 430 年期間 (出埃及記 12:40)，他們成為一個大國。最終在埃
及會有一個君王不曉得約瑟是誰，他壓迫以色列人，最後更下令殺死以色列人的所有男嬰 (出埃及記 1: 7-22)。
似乎魔鬼又一次會成功地摧毀那「女人的後裔」的應許。

但神保護了以色列人。你可敢相信，祂在國王的宮殿裏把摩西興起，後來叫他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奴役到
應許之地 (出世記 3: 1-12)。
(2) 摩西 (公元前 1527-1407 年)

以色列人在穿越沙漠到應許之地的旅程中，不斷地陷入偶像崇拜。他們做了一頭金牛犢，並敬拜它 (出埃及記
32:1-6)。神氣憤地想要毀滅所有以色列人， 除了摩西是例外 (出世記 32:10)。似乎魔鬼又一次會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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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摩西為罪惡的國家向神求情，神聽見了他的禱告 (出世記 32: 11-14)，便保留了以色列人。神聽了摩西的禱
告。他在這裡是耶穌基督的「預表」 (表徵)。耶穌基督是最偉大的中保，祂不僅為祂的子民祈禱，且為他們獻
出了自己的生命 (希伯來書 7:25-28)！
4. 從摩西到大衛的激烈衝突。
大衛 (作王: 公元前 1011-971 年)

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那透過即將到來的救主得救的應許賜給予大衛。大衛是猶大支派的後裔。請讀歷代誌上
17: 11-14，這是有關彌賽亞的預言。神應許將王權建立在大衛的一個兒子 (後裔): 即耶穌基督。這個未來君王
將建造「神的家」: 即教會 (參見哥林多前書 6:16 以弗所書 2: 20-22；彼得前書 2:4-6, 9-10)。神應許「這位王的
寶座將永遠建立」 (以賽亞書 9:6；馬太福音 12:28-30；啟示錄 17:14；啟示錄 19:16)。神承諾祂「將成為祂的
父親，祂將是神的兒子」 (詩篇 2:7；馬太福音 3:17；希伯來書 1: 5)。在耶利米書 23:5， 我們讀到：「日子將
到，我要給大衞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後來大衛自己的
兒子押沙龍和大部分以色列民試圖殺死大衛，但也失敗了 (撒母耳 15: 1–19:43)。每一次，看起來魔鬼似乎都要
成功了。

但聖經教導我們，沒有人能阻止神執行祂的計畫。「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怎樣思想，必照樣成就；我怎
樣定意，必照樣成立 . . . 萬軍之耶和華既然定意，誰能廢棄呢？他的手已經伸出，誰能轉回呢？」 (以賽亞書
14:24, 27)！大衛沒有被殺，神的救贖計劃還在繼續！
5. 從大衛到亞哈斯的激烈衝突。
(1) 約西亞 (作王: 公元前 734-727 年)

在公元前 10 世紀和 6 紀之間，那透過即將到來的救主得拯救的應許被南部猶大王國的君王 (兩支半的支派) 所
繼承。以色列北部王國的君王 (九支半支派) 一次又一次地對南部的猶大王國發動戰爭。亞她利雅是亞哈王的邪
惡女兒 (和暗利的孫女)(列王記下 8:18, 26-27)，她和已故國王亞哈謝的母親將大衛王家所有王子暗殺了，因為
她想擁有所有的權力。似乎魔鬼終於成功地切斷了彌賽亞的連續家譜線及附著的救贖應許。

但再一次，至高的神確保魔鬼的計劃失敗！約蘭王的女兒約示巴救了她死去的哥哥亞哈謝的兒子約阿施。約阿
施被藏在聖殿裏 6 年，直到他加冕為國王及亞她利雅被殺 (列王記下 1: 1-21)。如果亞她利雅成功地殺死了大衛
王的所有後代，魔鬼就會勝利，所應許的救主就不會出生。
(2) 亞哈斯 (作王: 公元前 734-727 年)

後來，北國以色列和亞蘭王國 (敘利亞人) 密謀摧毀南國猶大 (列王記下 16: 5)。似乎周圍的列國要毀滅神的子
民 (相信耶和華的子民)，魔鬼便會得勝。

但先知以賽亞對亞哈斯王說：「耶和華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以賽亞書 7: 1-14)。神承諾無論歷史的環境是怎麼困難情，沒有人能夠阻止那即將到來的救主來到這個世界。
那即將到來的救主將被稱為「以馬內利」，意思是 「神與我們同在」 (馬太福音 1:20-23)。聖經說不信的國家
不會成功毀滅神的子民。沒有任何國家和政治領袖都能阻止神執行祂的計劃！
6. 從亞哈斯到以斯帖的激烈衝突。
亞哈隨魯 (薛西一世) (作王: 公元前 486–465 年)

公元前五世紀，猶太人 (南國猶大的後裔) 生活在瑪代波斯帝國的各處。邪惡的哈曼痛恨猶太人，並欺騙強大的
波斯王亞哈隨魯 (薛西一世) 簽署了一項皇家詔令，命令在十二月的十三日殺戮全國所有猶太人，不論是年輕和
年老、婦女和幼兒，並掠奪他們的財物 (以斯帖記 3:5-10, 13)。攜帶著書函的使者被派往王國的每一個省，命
令在第十二個月的十三日殺戮每一個猶太人， 並掠奪他們所有的財產 (以斯帖記 3: 13-14)。所有猶太人都受到
滅族的威脅。如果哈曼成功， 魔鬼就會勝利，成功阻止神的救贖計劃成為現實。

但神用猶太人王后以斯帖阻撓哈曼的計劃。亞哈隨魯王讓哈曼被絞死在絞刑架上，並頒佈了另一項皇家喻旨，
讓他王國中的猶太人能夠抵禦任何攻擊他們的武力 (以斯帖記 8: 7-11)。後來第 1 2 月(亞達月)的 14 日和 1 5 日
用來紀念這事件，被稱為普珥節。神阻止了這場災難，魔鬼再次遭受了失敗！
7. 從以斯帖到伯利恆的激烈衝突。
(1) 啟示錄 12:4-5：龍與婦人

歷代以來，在這個魔鬼和耶穌基督之間的衝突，都是耶穌基督勝利了！魔鬼和基督在整個舊約期間的衝突，都
象徵性地描述在啟示錄 12:1-5。「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吃她的孩子。婦人生
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女人」舊約時期是神的子
民的象徵。她會帶來應許的救主 (約翰福音 4:22)。「龍」 是魔鬼的象徵 (啟示錄 12:9)，而 「孩子」是彌賽亞
耶穌基督的象徵。縱觀舊約時期的歷史，魔鬼曾試圖阻止那應許的救主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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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確保祂的救贖計劃不會失敗。而它並沒有失敗。沒有人或事物能阻止聖經中神的主權的計劃之實現(以賽
亞書 14:24, 27)！
(2) 約瑟與馬利亞。

最後，那即將到來的彌賽亞的得救應許賜給了馬利亞和約瑟 (路加福音 1:26-38；馬太福音 1: 18-25 章)。當那即
將到來的救世主彌賽亞誕生時，「龍」 做了一些最後的嘗試來防止這情況發生。羅馬希律王 (公元前 37 年至 4
年) 從東方的智者聽到救主已經出生，他便害怕起來。他害怕這彌賽亞君王會威脅他地上的王國。因此，他下
令在伯利恆及周邊地區殺掉所有兩歲以下的男嬰 (馬太福音 2:1-18)。再一次，似乎魔鬼會藉著希律的這個殘酷
計劃獲勝。

但神永恆的旨意和計劃不能落空，也沒有落空！神夜間打發一位天使，吩咐約瑟與馬利亞和孩子一同逃到埃及
去。他們就住在埃及，直到希律王死了。
(3) 耶穌基督。

當耶穌基督在地上的事工開始時，「龍」 試圖透過激烈的誘惑來使耶穌基督服從他 (請讀馬太福音 4:1-11)。首
先，魔鬼誘惑耶穌相信自己 (祂自己的能力，並變得獨立於神)。祂能把石頭變成麵包。然後魔鬼誘惑耶穌以錯
誤的方式應用聖經，使祂對神有虛假的信任。祂可以從殿頂上摔下來，以致天使們可以托住祂。最後，魔鬼試
圖引誘耶穌跪在他面前和信靠他，以便能獲得管治世上所有王國的權柄。

但耶穌基督克服了魔鬼的每一個誘惑，揭開魔鬼的騙子面具 (約翰福音 8:44)！
(4) 應許應驗了: 耶穌基督捆綁了魔鬼。

耶穌基督來到世上要毀滅魔鬼的工作 (約翰福音 3: 8)。耶穌在地上的救贖工作中，把惡靈 (魔鬼的惡魔) 從人身
上扔出去， 建立了祂的國度 (王權) (馬太福音 12:28-29)。耶穌透過十字架上的死，解除惡魔的武器，戰勝了他
們 (歌羅西書 2:15)。耶穌基督透過祂從死裏復活、升天和登基，把魔鬼從「這(罪惡的) 世界的王子」的傲慢地
位趕出來，並在現今得勝的統治所有和每一個人！
從那時起，耶穌基督便將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人吸引到祂自己那裏 (約翰福音 12:31-32)。祂還在繼續這樣做！
透過福音的宣講，人從魔鬼的統治被搶奪過來，帶進了耶穌基督的國度(歌羅西書 1:13)。這樣，神在創世記
3:15 中所應許的就應驗了。耶穌基督是「女人的後裔」，也被稱為 「亞伯拉罕的後裔」 (單數) (創世記
22:18；加拉太書 3:16)，祂 傷了蛇的頭：耶穌基督征服了魔鬼！從耶穌基督的第一次降臨開始，祂便統治地上
所有的勢力、權威和每一個可以給予的頭銜 (馬太福音 28:18；以弗所書 1: 20-22；彼得前書 3:22)！從耶穌基督
的第一次到來開始，沒有人能夠阻止祂把地上各國的人民吸引到自己身上！
C. 舊約先知作了許多有關即將來臨的救主的預言
舊約有關即將來臨的救主的預言，是世界上已經應驗了的最古老預言！眾先知預言這位即將來臨的救主是最偉
大的先知、最終的大祭司和至高的君王。
1. 人類歷史的開始。

神預言那即將來臨的救主從由一個女人而出生，並傷魔鬼的頭 (創世記 3:15；路加福音 3:23, 37)。
2. 公元前 2100 年之前。

神向亞伯拉罕應許， 那即將來臨的救主將是 「亞伯拉罕的後裔」，即是亞伯拉罕的直系後代，祂將會祝福地
上所有的家庭 (創世記 12:3；22:18；加拉太書 3:16)。
3. 公元前 1400 年之前。

先知摩西預言，那即將來臨的救主將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先知。祂會說神的話。神會要求所有人服從祂 (申命
記 18: 15-18；使徒行傳 3: 21-25)。
4. 公元前 1000 年之前。

大衛預言那即將到來的救主將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大祭司 (詩篇 110: 4；希伯來書 3:1；4: 14-15；7: 22-28)。
雖然人會鄙視祂，把祂釘在十字架上，並把祂的衣服分開 (詩篇 22:1-18)，但祂會透過自己的死來救贖人的罪
(以賽亞書 53:6, 10)。
5. 公元前 700 年之前。

先知彌迦預言那即將到來的救主將在伯利恆誕生 (彌迦 5:2；路加福音 2:11, 15)。先知以賽亞預言祂將被稱為
「神與我們同在」 (以賽亞書 7:14；馬太福音 1: 20-23)。祂將因許多人的過犯而被釘在十字架上，從而使他們
稱義 (以賽亞書 53:5, 11；羅馬書 4:25)。先知以賽亞還預言那即將到來的救主將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君王。祂
在本質上與大能的神和永恆的父神在一樣，祂的公義國度永遠不會結束 (以賽亞書 9: 6-7；路加福音 1: 30-33)！
6. 公元前 400 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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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瑪拉基預言那即將到來的救主將有一個開路者，一個為祂的到來作準備的人 (瑪拉基 3: 1; 4: 5-6)。這就是
先知施洗約翰 (馬太福音 11-14；17: 10-13)。
D. 耶穌基督出生前後所發生的事
1. 道成肉身：永恆的神在耶穌基督裏成為人。

耶穌基督的存在並不是在伯利恆出生時開始，祂從亙古開始就與神同在，祂自己是神。祂永遠擁有神聖的本性
(約翰福音 1:1-5, 14-18)。當合適的時機到來時，耶穌基督在不放棄神聖本質的情況下， 取了人性，在地上出生
為人。從那時起，耶穌基督不僅具有神聖的本性，也具有人性。祂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加拉太書 4:
4；腓立比書 2: 5-8；歌羅西 2: 9)。當祂在地上的時候， 人都看到祂成長 (路加福音 2:52)。他們觸摸了祂，看
到了祂的神蹟和無罪的生命，聽到了祂的教導，並經歷了祂的救贖 (約翰福音 1:1-3-3)。
2. 向撒迦利亞的宣告。

一位天使在耶穌基督誕生前向撒迦利亞顯現，向他宣告他在年老的時候將有一個兒子。他的兒子將會是即將到
來的救主的開路者(先鋒)！撒迦利亞懷疑神的話，因此神給了他一個記號 -- 他在神的話應驗之前說不出話來
(路加福音 1:5-25, 57-79)！神的話應驗後，撒迦利亞唱了一首讚美的歌，說那即將到來的救主將是神成就祂與
亞伯拉罕的約的那一位 (路加福音 1: 72-73)！神給人那不配得的恩典之約，將透過耶穌基督成就在萬國之中。
3. 向馬利亞的宣告。

天使加百列在耶穌基督誕生前向馬利亞顯現，並向她宣佈她是蒙神大恩的 (路加福音 1:26-56)。她會成為耶穌
的母親，但只是按祂的人性！她將透過聖靈超自然的工作懷孕。因此，那將要出生的聖者將被稱為 「神的兒
子」 (路加福音 1:35)。耶穌並不是因為祂的出生而成為神的兒子 (因為祂從永恆已是神的兒子)，相反的，祂在
出生時取了人性，但卻沒有放棄祂的神聖本性！耶穌一直以來都是神，但現在祂也取了人性。雖然這在人類歷
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但天使說「沒有什麼事是神不能做的」 (路加福音 1:37)。馬利亞與撒迦利亞不同， 她
沒有懷疑神的話。相反，她用自己的生命服從於神的計劃。
4. 向約瑟的宣告。

一位天使在耶穌基督誕生前在夢中向約瑟顯現，並宣佈他與之 「訂婚」 的女人將會因神的靈在她身上的神蹟
工作而懷孕。在那時代，「訂婚」被視為合法婚姻。約瑟要給祂起名為 「耶穌」，意思是 「救主」。祂會將
祂全世界的百姓從他們的罪中拯救出來。約瑟是個很盡責的丈夫，他相信神的話。他沒有拒絕馬利亞，直到耶
穌出生後他才與她發生性關係 (馬太福音 1:18-25)。約瑟和馬利亞從拿撒勒前往伯利恆，以便在羅馬人口普查
中登記。嬰兒耶穌就在伯利恆出生了 (路加福音 2:1-7)。
5. 向牧人的宣告。

一位天使在耶穌基督誕生後向牧羊人顯現，宣告那即將到來的救主已在伯利恆出生，祂就是那期待的彌賽亞！
隨後，成千上萬的天使出現了，唱著神要給地上所有神喜悅的人帶來平安。凡接受神的恩典的人，都會與神和
好！牧羊人拜訪耶穌後，便四處告訴大家這件事。耶穌在祂出生後的第八天就受了割禮 (路加福音 2:8-24)，因
為祂「出生在律法之下」 (即仍然在舊約的時代) (加拉太書第 4: 4)。
6. 向西面的宣告。

後來，約瑟和馬利亞把耶穌帶到耶路撒冷的殿裏，要把祂呈獻給神 (利未記 12:1-8；出埃及記 13:2, 12, 15)。聖
靈已經向西面透露，他在看見主的彌賽亞之前不會死。當他在殿中看見耶穌時，他預言這個嬰兒耶穌將會是向
外邦人揭示神的光，並會向以色列人揭示神的榮耀。他預言耶穌被命定要把以色列中不信的人和相信的人分
開。人會被分開 -- 有些人會反對耶穌基督，但有些人會支持耶穌基督。然而，這個耶穌將揭示每個人的內心秘
密 (路加福音 2:25-35)。
7. 給東方智者的警告。

同一時間，約瑟、馬利亞和耶穌住在伯利恆的一間房子裏。神用一顆星星引導一些智者從東方來到彌賽亞-君
王和世界救主的誕生地。這些智者可能熟悉舊約中的預言，就是他們在猶太人流亡東部 (巴比倫和瑪代-波斯帝
國) 時聽過這些預言。他們找到耶穌後，就給祂禮物，其中包括他們昂貴的珍寶，他們也拜了祂。他們是最早
在耶穌面前屈膝的人之一。神在夢中警告他們不要回到邪惡的希律王那裏，他們於是走了另一條路回到東方。
希律王和所有與他一起的耶路撒冷人，都對有關那即將到來的彌賽亞-君王的消息感到不安。他們當中許多人
並不尋找祂敬拜，而是要消滅祂 (馬太福音 2:1-12)。
8. 逃往埃及和返回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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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離開後，一位主的天使在夢中向約瑟顯現，吩咐他要逃到埃及去，因為希律計劃殺死耶穌。當東方的智者
沒有向邪惡的希律王報告彌賽亞-君王的位置時，他便下令殺害伯利恆及其附近所有兩歲及以下的男孩。似乎
最後魔鬼會贏得這場戰鬥。

但有一位天使叫約瑟逃到埃及去。在希律死後，有一位的使者向約瑟顯現，叫他回到以色列。約瑟在夢中被警
告不要回到猶太，於是約瑟、馬利亞和耶穌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因為他們害怕新的王，他是希律的兒子，並
且住靠近猶太伯利恆的耶路撒冷。因此，耶穌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長大 (馬太福音 2:13-23)。
E. 耶穌基督出生的意義
1. 耶穌基督出生作為一個可看得到的人，是為了啟示那看不到的神。

約翰福音 1:1, 14, 18 說神在耶穌基督裏取了人性，並住在人中間，以便我們認識神。耶穌說：「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約翰福音 14: 9)。歌羅西書 1:15 說：「耶穌基督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可見之像」。
耶誕節是神的光的節日！耶穌基督是神榮耀所發出來的光輝 (希伯來書 1:3)。
2. 耶穌基督出生在人中間，是為了拯救那些從罪惡中悔改的人。

約翰福音 3:16 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而約
翰一書 4:10 說：「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聖誕節是神的愛的節日，祂是賜永生的神！神在祂偉大的愛中，把祂最大的禮物 (聖誕禮物) 耶穌基督給了世
界。約翰福音 3:16 不是教導普世救贖！約翰福音 3:16 中的 「世界」 是 「人類生活的世界，與神的生命隔
絕，充滿罪惡，暴露在審判之下， 因此需要救贖」。它是人類的世界，不分種族或國籍。這也是神仍然關心
的人類世界。神把耶穌基督賜給世界來拯救世人。凡信耶穌基督的人， 絕對不會滅亡，反而得永生！
3. 耶穌基督出生在人中間，是為了審判那些不悔改的人。

路加福音 2:34-35 說：「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作毀謗的話柄，叫許多
人心裏的意念顯露出來」。
聖誕節是分開人的節日。耶穌基督會使許多人升高，其他人倒下。因此， 所有的人都必須為耶穌基督作出選
擇，是支持還是反對耶穌基督。根據馬太福音 21:42-44 和彼得前書 1:6-8 所記載，耶穌將成為許多人的「基
石」。相信祂的人永遠不會蒙羞！對其他人來說，祂將成為 「絆腳石」。那些不服從祂的人，必定會失腳跌
倒。對於耶穌基督第一次來到這世界，沒有人能夠保持中立！對於聖誕節的信息， 沒有人能夠保持中立！

5

[回應]
回應神話語的禱告

禱告 (8 分鐘)

在小組裏輪流向神簡短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向神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6

[作業]
預備下一課

預備 (2 分鐘)

(組長。 寫下這預備部分或讓組員抄下來，讓他們回家作準備)。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門徒及基督的教會。
2. 宣講、教導或研習 「聖誕節 – 紀念基督的誕生」 - 與一位或幾位組員一起做。
3. 與神的個人時間。安靜的訮讀馬可福音 4：20 – 7：37，每日研讀半章。
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並寫下筆記。
4. 背誦。 (2) 純潔： 彼得前書 2:11。 每日複閱最後背誦的 5 處經文。
5. 查經。閱讀約翰福音。下一課將會介紹約翰福音。
6. 禱告。 在這星期為某人或一件特別事情禱告，看看神會做些甚麼 (詩篇 5:3)。
7. 更新你的筆記有關建造基督教會的材料，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查經筆記及這份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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