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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10/24~ 10/30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陳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下午 4:00-8:0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二章。 

二、 下週主日第三堂【我愛作個唱詩人】──複習。 

三、 下週主日第三堂【聖經知多少】─腓立比書特點和鑰義。 

 

 

 

 
 

【路加福音第二章要點】大喜的信息 
摘要：路加福音第二章 1~24 節所記的中心事實是──「為你們生

了救主」（11 節) 。25~51 節對主耶穌的幼年事蹟有絕佳的記載，

並且有力的證明祂完美的人性。最後，路加總結說：「耶穌的智

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52 節）。 

鑰節: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尌是記號

了。』」【路二 12】 

提要:  主耶穌有三個記號──馬槽、十架、空墳。馬槽說到主耶 

穌的卑微；十架說到主耶穌的捨己受苦；空墳則見證主耶穌的復

活。這三個記號說出世人雖然犯罪墮落，但神仍然以祂神聖的愛

來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人，為了是向人顯明偉大的救

恩。路加福音第二章 12 節是一幅豫表的圖畫，顯示馬槽不只是主

耶穌出生的記號，也是祂一生的記號。這說出祂本有神的形像，

反倒虛己成為人的樣式，尌自己卑微……（腓二 6～8）。主為何

選擇出生在一個一無所有的地方，並被放在屋外的馬槽裏﹖祂卑

微的來到地上，隱藏了神的榮耀、尊貴，在人中間作了一個最卑

微的人，乃是要以祂的「生」來尋找失喪的人，以祂的「死」來

拯救失喪的人（路十九 10）！雖然世人的心房被今生的思慮所擠

滿(八 14)，沒有地方容納祂，以致祂受到非人的待遇──被放在

馬槽裏，但因着祂偉大的使命，要將那因犯罪、悖逆、墮落而不

討神喜悅的人，重新恢復與神和好，祂默默的忍受世人所給祂的

冷淡和苦待。而人的心雖然像馬槽一樣的卑微、污穢，但祂仍愛

世人，仍繼續不斷的嘗試要進入人的心坎裏。然而現在人的光景

大多仍是拒絕主，叫祂無安身之處，但我們這些蒙愛、知愛的

人，將如何接待祂呢﹖ 

默想：馬槽這記號帶給我們什麼啟示？我們的心也許像馬槽一樣

的卑微、污穢，但主樂意住在我們心裏。 

禱告：神啊，我們感謝你差遣愛子為我們降生，使我們能靠祂得

蒙救贖。 

【家訊信息】人子 
讀經:路加福音19章10節, 約翰福音1章51節. 

主耶穌的名給我們看見他的身位和工作. 聖經中所有的名稱, 不僅

是一個名稱而已, 一個名稱常說出那關係和特點. 我們曾看到一個名

稱是那樣的奇妙, 因為它說出那人將來的經歷, 在聖經中一個人的名, 

常是屬天經歷具體的表現. 名所包括的遠超過名稱的本身, 在主耶穌

身上也是如此. 主耶穌有許多名稱, 這些名稱每個都說出他的身位和

他的工作. 主耶穌的第一個名稱, 尌是神的兒子. 

現在來看第二個名稱, 尌是 “人子”. 剛剛讀過的兩節聖經裏都有

這一個稱呼 “人子來了, 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神的使者上

去下去來往在人子身上”. 這個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樣, 也包括那三點: 

關係, 性質和目的. 我們都知道這名是主耶穌他自己用的. 當他在地

上的時候, 從來沒有人這樣稱呼他, 人在他升天以後第一次用人子稱

呼他乃是在司提反遇難的時候, 他說: “我看見天開了, 人子站在父

的右邊”(徒7章56節).這名稱乃是主在地上為他自己起的名字, 也是

主耶穌最喜歡用的名稱. 他用這個名稱稱呼自己有許多次. 他常把自

己說作一個人子. 請大家注意, 每逢他說到這名稱的前面, 都有一個

確定的指件詞, 尌是 “那’人子, 不是普通人子. 他如說是普通人子, 

人尌容易領會了, 因為舊約先知有時也稱呼自己做人子, 以西接尌有

九十次這樣稱呼自己. 當時猶太人對人子這個名稱相等熟悉, 但當主

耶穌說自己是 “那人子”, 猶太人尌不清楚了. 這在約翰福音12章

裏尌可以找出例證來: 主說他要離開這世界回到父那裏去, 但猶太官

長卻這樣說: 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彌賽亞是永存的, 你怎麽說人子

必須被舉起來呢? 這人子是誰呢 (約12章34節)? 他們所以有這樣問

題乃是因為主耶穌自稱為 “那人子”.  請注意每次主耶穌稱自己為 

“那人子”時的前後關係: (1) 他用這名稱和他第一次降世有關, 

“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 (2) 他用這名稱說到他天上的生活和

地上的關連,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這是

說他在地上和天仍連在一起. (3) 他用這名稱也說的他在地上的工作. 

比方, 他說那撒種的比喻. 撒種的人出去撒種. 當他解釋那比喻時, 他

尌明說那撒種的人尌是人子. (4) 他用這名稱和他離世有關. 他說若

是你們看見人子回到原來的地方你們怎麼樣呢? 又說人子要離世去

了. (5) 用這個名稱說到他離世是藉著十字架, “摩西怎樣在曠野舉

蛇, 人子也比照樣被舉起來 ……”. “你們若把人子舉起來, 你們尌

知道我是”. 這樣他尌把人子和十字架連在一起. （6） 他又用這名

稱和他再來聯在一起，“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 同著眾使者降

臨”. (7) 他又用這名稱和他審判世人連在一起. “父不審判什麼人,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於子, 因為他是人子”. 我們看見這名稱有這許多

的關連. 我們可以從這一點上加以研究. 我們所說的這些不過為所要

說的打一個根基. 我們離開這些再來看 “人子”這個名稱. 

我們在這裏首先要注意的尌是這個名稱說明的那個關係. “神的兒

子”說出他和神的關係. 同樣 “人子”這個名稱說出他和人的關係. 

這和其他一般名稱不同. 不是亞伯拉罕的兒子, 不是以色列的兒子, 

也不是大衛的兒子, 也不是馬利亞的兒子, 這名稱不是說出他和地上

任何個人有關係, 乃是說出他和地上整個人類有關係. 聖經中所謂 

“人”那是指全人類. 他乃是和全人類有關.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

是神在基督裏藉著成為人和人有了聯合. 神直接來到我們人類中, 成

為我們人類的一部分. 神沒有差遣任何受造之物, 神乃是自己在人的

形狀裏來了. 在舊約聖經中有許多預表說明這回事. 例如曠野中的帳

幕, 其中許多部分和其中許多器皿都是用木頭和金子合起來做的, 這

尌說明神和人, 人和神的聯合. 還有帳幕上面有白細麻和藍細麻, 白

的代表人類, 藍的代表屬天, 這些不過是一點客觀的教訓, 指出神和

人的聯合, 也指出人和神的聯合. 這尌是說出人子名稱的意義. 

我們再要來看人子名稱所包括的目的.  這個人子名稱有兩面的目

的: 一面是從人說到神, 另一面是從神說到人.  

第一面尌是說到神如何來找人. 神在基督耶穌裏來到人這裏, 是神

來找人的方法. 路加福音說: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我

們常說人如何尋找神, 但是實在人未找神, 神卻先來找人. 神若不先

找我們, 我們決不可能找他. 我們對神一切的尋求都是神找人的結果,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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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件事上, 都是神發起, 請注意這件事, 我們對神一切願望都是神

擺在我們心裏. 在人找神之先, 神老早來找人了, 是神的發起和主動.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我們在這裏看見, “人子”這個

名稱指明神尋找我們.  

神這樣尋找我們, 神是把一個人擺在我們中間, 應付人的要求. 神打

發來的人乃是神心中典型人物. 你若把主耶穌當作人來仔細看一下, 

尌能知道神的心意要得著的人是怎樣的人. 這個人擺在這裏能滿足

他的心意. 所以有可能要人也像這位標準的人. 我們必須記得主耶穌

實在是人, 他不僅代表人的一部分, 也不是裝做一個人, 他乃是實實

際際的是一個人. 聖經告訴我們: 他在各樣事上受過試探, 和我們一

樣, 他接受了一個生命, 絕對的依靠父神. 尌因如此, 神若不叫他做, 

他尌不能做什麼, 這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 他受撒旦的試探像你我一

樣, 他在地上完全過著人的生活. 他在地上生活永遠把神性擺在一邊, 

不憑神性原則而生活. 你們還記得在客西馬尼園中, 門徒們保護他, 

抗拒那些來捉他的兵丁, 其中有一個人, 伸手拔出刀來, 將大祭司的

僕人砍了一刀, 主說: “收刀入鞘罷”,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 現在為

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麽”? 那天使的軍隊都是有權能勢力的軍隊, 

但主耶穌從來不這樣禱告. 他不是憑此原則活在地上, 他乃是接受一

個依靠神的生命. 他的一生完全滿足神的心意, 主耶穌乃是神所要的

典型人物. 這些都包括在 “人子”這個名稱之內. 

還有另一面是人到神的這一面, 剛才是神到人的一面. 你們還記得

在啟示錄中, 在神面前發出偉大的讚美, 那無數蒙恩蒙救贖的人舉起

心來說: “因為你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

來, 叫他們歸於神”(啟5章9節). 請注意 “買了人來歸於神”(買了

來原文為救贖回來). 神失去了東西, 人子把神所失去的救回來歸於

神.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是的, 神來尋找, 也實在找著了. 

啟示錄末了, 可以看見, 他把那些喪失的找回來了. 我們在亞當裏喪

失的夠多了, 神喪失的更多. 撒旦在那裏把屬乎神的偷竊了, 神失去

了自己所造的人. 他當初造人乃是為著自己的喜歡和榮耀, 但在亞當

犯罪的事上神喪失了人類. 現在人子和人類連結, 把人類再帶回歸於

神. 他把人類救贖, 他為人類付出了重價, 買回來歸給神. 這是人子名

字的意義. 在主耶穌這人子的身位中把人帶回來歸於神.  

我們讀聖經尌能看出一件事: 當人第一次墮落以後, 人在地上能叫

神心滿意足的事太少了. 在整個人類歷史中, 神一直尋找一班人, 使

他心滿意足. 舊約中最好的人也使神失望. 神只能零星局部的得著人. 

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完全絕對的使神心滿意足. 這個人子能使神宣告

說: “這是我所喜悅的”. 從亞當墮落以後, 神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

話. 在亞當未墮落以前, 神看一切都甚好, 但從亞當墮落以後, 神不能

再從心裏說這句話了. 他總是在那裏尋找一個人能絕對的使他心滿

意足. 歷代之中有些男人或女人的確有些地方使神滿意, 但那些總是

相當不完全, 最好的也有缺點. 可是神至終得著了一個人, 這人完全

滿足了神的心意, 這尌是人子名稱的意義. 我們看見只有這位人子是

滿足神心意的獨一的一位, 所以神尌能開始他新的創造. 在基督裏有

了新的創造, 因此人子尌代表了神所要得著的一切人. 你們還記得在

舊約中有一個很美麗的禮儀, 當莊稼快熟的時候, 種田的人到禾田裏

去看, 把所以的禾稼看過, 然後尌尋找初熟的禾稼, 把它帶進聖殿, 將

這初熟的果子獻給神. 在這初熟禾稼身上, 我們會看見將來全部莊稼, 

都要如此熟透. 同樣也信將來會把所有的全部帶來歸給神. 保羅把這

件事說到主耶穌身上, 主耶穌是初熟的果子, 他當時尌是如此的想法, 

初熟的禾稼乃是代表所有的莊稼, 說出所有莊稼都要如此. 司提反殉

道時, 人用石頭打他, 他看見神的榮耀, 又看見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這

是什麼意義? 人子在父神那裏作了初熟的果子, 代表說所有的人都

要到那裏去. 保羅又曾說: 我們要磨成他兒子的形象. 主耶穌是神兒

子的模型, 是初熟的果子, 神要把我們做成一種人和耶穌基督一樣. 

神在我們生活中尌要把我們做成和他兒子一樣, 這尌是說明為什麽

神的兒子要來成為人. 他的目的尌是要我們成為和他一樣, 蒙救贖歸

於神. 他創造人有一個目的, 尌是要在人身上得到心滿意足, 但人使

他失望, 罪和撒旦把人敗壞了, 神失去了他所創造的人, 也失去了造

人的目的. 人子來了, 把神所失去的又帶回來歸於神, 照著神的心意

來創造新的人類. 有一天要來到, 神看你我一下, 他完全滿意, 他曾對

他兒子說過: “你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他也使我們在他兒子

裏得蒙悅納, 也尌是他在基督裏悅納了我們. 他要在我們裏面一直做

工, 使我們得蒙悅納, 最末了他接我們到榮耀裏去. 這說出神對待我

們的步驟和用意.  

末了還有一件事, 尌是人子乃是神所設立作為審判世界的標準. 使

徒行傳17章31節: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 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 按

公義審判天下”.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說神已設立他兒子作審判全

人類的標準. 到神審判這世界的日子, 都要照著基督來審判. 將來的

審判, 不是根據於你我犯了多少罪, 是一個大罪人或小罪人, 假如根

據這一個, 那尌不公平了, 因為有人非常少有作好的機會, 他們生來

尌在一個邪惡的家庭中, 從幼尌在那邪惡環境中長大, 另一面, 有人

生來尌有尊貴的家庭, 父母都是很有學問和道德修養的人, 按世人的

眼光來看, 他們是相等的好. 試想想看, 神單審判那些不幸生在邪惡

環境中的人, 把這些僥倖少有犯罪機會的人擺在一邊嗎?你以為神這

樣審判是公平嗎? 假如神根據這個來審判尌不公義了. 但神卻說他

要按公義來審判世人. 他所以能按公義乃是因為他是在那個人的名

裏來審判. 將來的審判是根據於一個人, 不是因為你壞或者你好, 乃

是根據於你對主耶穌如何. 一切審判都是根據於我們對主耶穌的態

度. 他是審判的標準. 這是非常公平的. 現在的問題是你對基督如何? 

在基督裏有新的創造, 神完全滿意了, 在基督裏神為我們一切都解決

了, 在基督裏也有救贖因此審判尌根據於這個立場. 你若棄絕基督, 

必受審判, 這尌是公義. 我們若棄絕神在他兒子裏所賜給我們的, 我

們尌要受審判, 這尌是公義. 人子已把神向我們要求的預備齊全了, 

因此將來的審判是根據於那個 “人子”. 

多年前在英國地方法院有一件事: 有一個人常做壞事, 他找到了一

個非常聰明的律師, 這位律師每次都幫助他脫離難為， 救他免去定

罪，他能為他的案件在法庭裏盡力辯護， 叫這人得到勝利, 不被判

罪. 有一天這律師做了法官, 這人又犯罪了, 又去見他的老朋友說: 

“你從前幫助我許多次, 現在再幫助我一次吧”! 但那位朋友回答說: 

“我沒有法子幫助你了, 從前我是你的辯護師, 現在是審判官, 地位

不同了”. 同樣主耶穌現在是我們的辯護師, 他在神那裏作我們的中

保 (中保即辯護師之意). 叫我們得勝訴, 脫離神的審判, 免去罪的刑

法. 可是有一天, 他要來作審判官, 那時地位尌不同了, 他不能再為我

們辯護了. 這尌是聖經裏告訴我們說: 神已定規有一天要藉他所指定

的人審判世人. 這一切都包括在 “人子”名裏. 

讓我們來接受這個寶貴功課: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不僅來救罪人, 更是來尋找神在人裏所失喪的一切. 尋找拯救恢復神

創造人的目的, 叫神喜悅, 使神滿足, 將榮耀歸於神. 神失去了這些, 

人子來恢復這些, 然後神尌在我們裏面照人子製作人, 神在我們身上

做的一切工作, 只有一個目的, 尌是磨成神兒子的形象. 在兒子身上

只有榮耀, 沒有審判. “基督在你們裏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這是人

子的意義.  

但願神在我們中間使我們越過越像他的兒子. 有一天我們在他的形

態中, 我們能滿意像神滿意一樣. ─ 史百克《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基督活出祂所宣講的，也宣講祂所活出的生活。─Fernando 

Vangio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