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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是耶稣基督要由女人生下来，并击败魔鬼的权势。
那么这个救世主要诞生在那个支派呢？耶和
华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
福”
（创 22：18）；祂又告诉雅各说耶稣是属于犹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

大支派的，
“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

直等细罗（注：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

神、“永在的父、和

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
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
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
就这事。
9:6 里面说到: “他名称为奇妙”。今天有时
候人们滥用了这个字，说什么都把“奇妙、美妙”
搬出来。诸如“有一段美妙的时间” wonderful
time ； 认 识 一 个 非常 美妙 的 个人 ， wonderful
person ； 我 们 有 一 次 美 好 的 奇 妙 的 旅 行
wonderful trip，这个字用的过多以后变得老套
乏味，缺乏新意。其实这个字的只有用在主耶稣
基督身上，才是最恰当不过的，也不怕用得太多，
因为，耶稣确实是奇妙、美妙，wonderful。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思想，祂的名何以称为奇
妙？究竟是哪些地方奇妙？今天分七方面来跟大
家分享。
第一，耶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非常奇妙。
让我们思想主耶稣的诞生是如何应验了圣经
的预言。早在主降生 800 年前，先知以赛亚就预

必归顺。”（创世记 49：10）
圣经又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家
庭，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
果实” （以赛亚书 11:1） 这个家族是从耶西的
根发出来的。
那么，主必诞生在什么地方？神告诉先知弥迦，
这个地方就是伯利恒。
“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
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
太初就有。”（弥迦书 5：2）
早在耶稣诞生之前五、六百年，神告诉但以理，

言了祂的降生，而主也应验了圣经十几次对祂第

这位救世主（受膏者）将按照既定时间出现、受

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情所作的预言，真的

死、而且以后还会再来。（但以理书 9：24-27）

就如圣经所说的降临到这地上，于是才有我们今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祂的儿子，为女子

天的圣诞节。耶稣的降生应验了圣经诸般的预言，

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加拉太书 4：4） 。神

这是史无前例的，祂能够一点都没有差错地应验

通过天使告诉马利亚“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

圣经所讲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

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

能满足这样的预言。在这方面耶稣是奇妙！

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路 1: 31-32）

圣经有关基督的预言从创世之初就出现了。怎

当耶稣降生，天使告诉牧人“今天在大卫的城

么讲呢？ 蛇引诱夏娃犯了罪之后，耶和华对蛇说：

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
（路 2：11）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

又借着星星，指引几个博士到耶稣出生的地方，

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

献上黄金、乳香、没药。（太 2：9）

要伤他的脚跟（创 3:15）。”这女人的后裔指的就

这样一位救主，你说奇妙不奇妙？

第二，耶稣的降生非常奇妙。

除了耶稣基督，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出生是为了受
死？没有。这事不奇妙吗！
第三，耶稣的生活非常的奇妙。
耶稣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祂也做木工。

耶稣是天父在地上的孩子，但是祂同时也是地
上的母亲马利亚天上的孩子。如果让我们安排耶
稣的降生，我们的做法一定有所不同。我们会选
择一个宫廷作为祂的诞生处，神却选择一个卑微
的地方；我们会用铺垫绸缎的、很考究的婴儿床
让祂躺卧，神却选择了一个喂马的饲料槽；我们
会安排一个充满香味的育婴室，神却拣选有臭味
的马厩；我们会让祂穿上漂亮的婴儿服，神却选
择粗糙的襁褓。耶稣是万王之王啊，然而在客店
里却找不到安身之所；耶稣变成祂不应该成为的
那种样式，祂成为罪，以便我们得以上升到原本
不配的地位。借着祂的义，使我们被称为义。
看哥林多后书 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

祂在世上只有短短的 33 年，时间不多，但是祂做
事并不匆忙，因为祂是始，也是终，祂是“阿拉
法”，也是“俄梅戛”，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启示录 1：18，22：13）；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
但是祂自己却常常遭饥饿，在世界上，居无定所，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
的地方。”
（太

8:20）；祂是生命的活水，但祂经

常忍受饥渴；祂是保惠师，是安慰者，但是祂也
哭泣；祂有大能命令风和海平静，但祂有爱心，

神的义。”祂担

把一个孩子抱在膝上上面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

当我们罪，让我们因信称义，何等奇妙的一件事

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

情啊！ 祂本来享有天上的一切荣华和尊贵，却为

人。
（马可福音 10:14）
“；祂可以向几千人讲道，

我们来到地上变成贫穷、受尽凌辱，我们却因为

也可以单独地向井旁的一个妇人讲道；祂没写过

祂的下降蒙受恩典，享受丰盛！ 以祂是人来说祂

任何一本书，但是全世界书刊、报章、杂志、媒

被人轻视，以祂是神来说祂被天使所敬拜；祂道

体不断的提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祂没有设立

成肉身，降卑来到世上，好叫我们因信靠祂，罪

过任何大学，但是祂的话语的权威超越所有的学

得赦免、重生、得救。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像耶稣

者，任何人“从来也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约翰

这样出生的。

福音 7：46）； 耶稣把荣耀的冠冕搁置在一旁，

成为罪，好叫我们在，里面成为

有一个城市，因为垃圾堆得象山一样，无法处

接受荆棘的冠冕，祂是万王之王，但是世界上的

理，竟出动世界上最大的推土机，在地上挖了一

君王却想杀害祂；耶稣可以使送殡的行列停止前

个巨大的深坑，把垃圾掩埋在地下了。神也是这

进，叫死人复活，却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祂为我

样，差遣祂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

们受死；祂将唾沫和了泥土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面，

罪死在十字架上，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掩埋掉。

叫瞎子能看见，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却吐唾沫在祂

脸上，鞭打祂，脸上唾沫和血水混在一起； 祂的
手能够触摸那个发热生病的人，使病人得痊愈，
但是人的手反过来了攻击主耶稣。

第四，耶稣的死非常奇妙。
耶稣被不义的人所谋害。当祂受死的时候，连
大地都反叛。地大震动，太阳也穿上丧服，不放

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神的儿子耶稣基用过差

光，大地一片黑暗，连坟墓也裂开了。世人愚昧

不多 200 个名字。对建筑师来说，祂是房角石；

无知，“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把耶稣

对艺术家来说，祂诚然美丽可爱；对面包师傅来

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还傲慢地挑战说“你如果是

说它是生命的粮；对生物学家来说祂是生命的原

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太 27：40）

始，是创造者；对建造商来说，祂是坚定的根基；

冷漠的兵丁，在十字架旁粘阄分耶稣的衣服。然
而，感谢神，有一个同时被钉的强盗，看清耶稣
就是那救恩的泉源，相信耶稣能把他的罪愆全部
洗清。
耶稣没犯过任何罪，祂所戴的荆棘冠冕和所背
负的十字架，本来应该是我们来承受的，因为是
我们犯罪。然而，祂代替我们担当了那个刑罚。
因为祂的死我们得生。世界上有哪一种宗教的教
主有此代死的救恩？没有。耶稣的死是何等奇妙
的事情！
第五，耶稣的复活非常奇妙。

对木匠来说祂是门；对医生来说，祂是大医生；
对教育家来说，祂是伟大的教师（夫子）；对工程
师来说，祂是又新又活的路；对农夫来说，祂是
播种者，而且是庄稼的主；对花店来说，祂是沙
崙玫瑰和谷中的百合花；对地质学家来说祂是万
古磐石；对珠宝商来说，祂是一颗重价的珠子（太
13:46）；对慈善家来说，祂是无法述说的礼物；
对哲学家来说，祂是神的智慧；对传道者来说，
祂是神的道；对雕塑家来说，祂是活石；对仆人
来说，祂是良善的主人；对罪来说，祂是神的羔
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有两
百多个名字，而且跟事实都吻合？奇妙！
祂是生命的主，是始，也是终。有个小孩问妈
妈：“神造人，那么谁造神呢？“ 妈妈答不出来，

法利赛人很关心耶稣复活的预言，要求官府派
兵丁把守在墓口。因为担心有人会去偷耶稣的身
体，巡抚彼拉多下令用罗马的封印把坟墓的门封
闭起来。但是，主正如祂自己说过的，死后第三

打发孩子去玩，可是孩子坚持要答案。妈妈灵感

日从坟墓里复活了，这使那些不信耶稣是神儿子

一现，指着手上的戒指说“孩子，你看这个戒指

的人非常惧怕。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后躺在

啊，有头有尾没有啊？”
“没有，没头没尾？”妈

又冷又黑的墓穴当中，身体裹着布，但是死亡没

妈于是说“神就是这样，无始也无终。祂本身就

有办法拘禁耶稣，祂从死里复活了！祂是我们信

是开始，也是终了。”奇妙！

靠的复活之主，何等奇妙！

前几天，我为何伯伯家举行家庭的追思。感

耶罗姆(St. Jerome)，一个早期的教父，主后

谢主，他的女儿女婿都信主了。我就讲到，有一

400 年的时候到伯利恒去，在那里把圣经翻译成

天，因为耶稣复活，我们也要复活，因为耶稣是

拉丁文，到现在这部 Vulgate 译本还是拉丁文通

初熟的果子。世界上有哪一种宗教，他们的教主

俗版圣经的标准本。他在那里一呆就是 35 年。有

说过“因为我复活你们也要复活”？从来没有。

一个人告诉他要到伯利恒来朝圣，他就写信告诉

穆罕默德，释迦牟尼……都死了。耶稣却是复活

那人“你不必来了，你在英国跟在这里离天堂是

之主，独一无二。奇妙！

一样近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天国就在我们心
里。

第六, 耶稣现今的事工很奇妙。
第七，耶稣拯救的大能是奇妙的。

耶稣不只是在巴勒斯坦是一个被人纪念的人

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得救？我何德何能？犯

物而已，祂说过“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

罪作恶，说谎、嫉妒、憎恨、纷争……各种败坏

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的事情心里都有过。但是，耶稣基督居然能够拯

18:20）祂又应许我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

救我们脱离罪恶，靠的是神的大能，这是非常奇

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妙的一件事情。

了。”（太 28:20）耶稣的同在使我们心中温暖，

有一次，有一个人坐在火车里，经过芝加哥这

不论我们在哪里，在家、在路上、在天涯海角，

个地方，他面对窗外，每20-30 秒就说一下

祂都与我们同在。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是何等美妙

“wonderful!”旁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这人真

的事情！

有点奇怪，冬天的这个地区寸草不生，一片荒芜，

有个基督徒乘坐飞机，从口袋里拿出一本袖珍

有什么wonderful的呢？“这人回答说“我告诉你，

圣经在读。邻座的人对他说“我不信宗教那一套。

从3岁时候我的眼睛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我接

你怎么会相信已经死了的耶稣呢？”这位基督徒

受了一次眼部手术，今天是我第一次重见光明，

回答“你说什么?死了？祂刚才还跟我交谈呢！

我怎么能不从心底欢呼奇妙呢？”

“ 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你随时随处可以向祂祷

当一个人重生得救，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看见

告求助，世界上有谁可以做你这样亲密的朋友？

真理的时候，怎能不赞叹我们的主，就像《奇异

祂住在你心里，与你同行；你呼求祂，帮助马上
下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蒙福。主与基督徒
同在的事工，是极其美妙的一件事情。

恩典》里所唱的“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
得看见“。感谢我们的奇妙救主耶稣基督！

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
来到袮面前。以前我们瞎眼，现今我们看见，袮
是这位奇妙的主，你在生活中与我们同在， 袮也
祝福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因为信靠袮，有永生
的盼望，人生不再渺茫，何等美妙！主啊，袮也
是我们生命的粮，靠着袮我们在灵里面得饱足。
今天，在圣诞的节期里面，我们再一次思想，我
们拥有这一位奇妙的耶稣，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
群。求主你教导我们，爱主，把自己献上，跟随
主，一生不远离。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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