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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會禮拜堂小組講壇回應 

講題 : 聖誕後記 

講員 : 李天鈞博士 

經文 : 馬太 2 章及 18 章: 1-4 

日期 : 27-12-2020 

 

引言 

 今年的聖誕節在疫情中或限聚中有否影响大家的心情？或是更好因多了時間同家人一起？或更

多時間禱告及依靠主？ 

 節日過後，會否回到現實時出現假期後症候群（Post-holiday syndrome/ Blue Monday），因希望與

現實的差距：假日的自由對比工作的壓力（不情願與不受控） 

 故聖誕之後一樣，耶穌出生後也面對著現實的挑戰：出生之後又被人追殺 

 聖誕後記，節日之後又要面對真實的世界該怎回應？從聖經中耶穌出生（生日會）後面對的處境

提醒我們假日之後，或面對真實生活的世界，甚至新一年可以面對各樣挑戰時怎回應！ 

 

1. 生活的把握（2 章 1-11 節） 

 從馬太 1 章的家譜：從 17-18 節見到王者的誕生（希伯來文的大衛是由三個字 DWD 組成，代表

數值的總和 4+6+4 就是 14），指出耶稣是大衛的子孫！他更是聖靈所生，應是普世歡騰 

 但一進到第二章，就面對真實的世界，耶稣出生就要逃亡 

 第二章一開始就交代幾個博士（Magoi）從東方來，不確定是三個（只因三份禮物） 

 博士主要是占星術的人，古代最有智慧（如解夢：約瑟／但以理）的人，但有趣的是他們也不知

也要問人 

 3 節，面對博士的提問，那怕作為皇者，面對挑戰或不能掌握的事情也帶來不安 

 希律王（73BCE-4BCE），以東出生，妻子是猶太皇族，40BCE-37BCE 成猶太的王，在 20BCE

擴建聖殿，但卻是暴君，殺了妻及兒子 

 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不安：怕希律王的兇殘，怕受牽連 

 4-6 節，最有智慧及最有權力的也不能把握一切，最终也要問對上帝心意知道的人，即祭司長和

民間的文士（彌迦書 5:2／撒母耳記下 5:2） 

 7-8 節，希律王於是想除去他的不安 

 9-11 節，博士只有靠上帝指引（2:1 見星 vs.2:9 向前行及停下）才找到耶穌（4BCE 已非嬰兒） 

 

2. 上帝的掌握（太 2 章 12-23） 

 人既不能把握生活中的一切，卻更看到上帝掌握一切 

 12 節，當與主相遇，生命也連於主（由尋找到夢中） 

 面對生命的疑問，如何有智慧的也需要由上帝帶領，而面對生存的問題，也需要由上帝帶領！ 

 16 節，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原文被智慧所勝，即上帝的帶領），派人將伯利恆城裡並四境

所有的男孩，凡兩歲以内都殺盡了 

 伯利恆城是離耶路撒冷五里的小城若有 1000 人故男孩不足 10 多人，兩歲以内代表耶穌已出世，

約 6-20 月），而 17-18 節是引用耶利米書 31: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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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生命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早在希律命令之先13-15節已叫約瑟走去埃及（最近及非希律所管），

而同一年希律也不能保護自己的皇位而去世（4BCE）會過去，最终從埃及呼召回來（何西阿書

11:1） 

 19-23 節：希律死了，仍見上帝的帶領！22 節：去加利利境內（亞基老更兇殘，殺 3000 人於 6CE

被革職），但加利利不是亞基老管，而是由大希律的另一兒子安提帕，但上帝早已掌握，令耶穌

的成長更安穩。 

 馬太不只以先知應驗去表達猶太人應許的連續，也指出在上帝而言早有拯救的計劃，面對多變的

世界，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 

 我們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但我們可以怎回應？等夢見主？等天使報信？經文中也有些提示

令我們可以學習：就是「小孩子」（paidion），原本指主耶穌 

 小孩子在古代是傾向地位低（沒智慧）及無權，是未成的人（incomplete／not fully human） 

 

3. 天國的緊握（太 18 章 1-4） 

 但代表耶穌的小孩子在上帝及馬太福音中並不是如當時的理解，反而是高舉要成為小孩！ 

 馬太 18 章 5 節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18 章小孩、小子、小羊…） 

 耶穌將自己代表為一個小孩，在 18 章 1-4 耶穌更指出要變成小孩才能進天國，凡自己謙卑像這

小孩子的，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 

 ４節，謙卑 （tapeinoo） humble：放低自己（不同太 5 :5 溫柔 praus=謙卑的人有福了！因為他

們必承受地土。） 

 It's not about you!- Rick Warren 

 “But it is part of the discipline of humility that we must not spare our hand where it can perform a service 

and that we do not assume that our schedule is our own to manage, but allow it to be arranged by 

God.”- Dietrich Bonhoeffer, Life Together 

 True humility is able to look at God and proceed on. - Watchman Nee 

 既然生命不能把握，一切也在上帝的掌握，為何仍用自己的方法？ 

 為何經歷上帝，總是在困難中？“When programs, methods, and money produce impressive results, 

there is an inclination to confuse human success with divine blessing. Christians can actually behave 

like practical humanists, living as if God were not necessary. When that happens, passionate longing 

for God and yearning for His help will be missing- along with His empowerment.”- John F. MacArthur 

Jr., Alone With God 因為當人不再靠自己才知一直也有恩典，才求告主及得主加力 

 成為小孩子，就是由上帝的方法／價值去帶領／幫助／工作，才見到上帝的掌管及能力 

 

總結： 

 節日之後的壓力或焦慮是因為，又要面對著種種挑戰的人生，充滿不能把握的無力感 

 透過耶稣誕生後的事件，我們見到縱然面對代表人生智慧的博士及人生權力的帝皇也有不能把握

的現實，上帝才是掌握一切的主宰 

 問題是我們有否成為小孩→經歷上帝的工作？ 

 早期神召會（1914）建立時的處境：1914-1918 WWI，1918-1919 西班牙流感 H1N1 型病毒，

1929-1939 Great Depression，在疫情中長會長 E.N.Bell 太太得了醫治，但 Nellie Andrews Norton

在印度宣教得流感死亡，停止聚會／發展受阻。但神召會在三十年間仍能由 512 人發展至 22 萬

會友（5 千多間教會），因相信上帝的工作: “Yet, early Pentecostals continued to proclaim that God 

was a healer, and many were preserved through the flu or healed of it. In either case, they testified 

https://www.goodreads.com/work/quotes/168889
https://www.goodreads.com/work/quotes/42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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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ir faith in God and prayer got them through the crisis.” 

 今天面對聖誕之後，我們怎回應？會否更多放下自己及以禱告去緊握天國的價值，依靠掌握一切

的上帝，令生命中更有把握 

 這是否妳／你所編寫的聖誕後記？ 

 

思想問題: 

1. 在你／妳的生命中有否經歷靠自己把握不到，但上帝卻介入並帶領渡過困境？試分享其中一件。 

2. 在妳／你現在的處境中那件事最迫切需要上帝去掌管？試分享並一同為此禱告，一同去再次經歷

上帝作奇妙的新事 

3. 在新的一年有那些計劃或挑戰想上帝去帶領？為此去禱告並放下自己的把握與上帝同工 

4. 在我們的生命中最近或最需要放下自己的是什麼？禱告求主賜恩典讓我們放下並緊握天國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