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聖誕？

馬太福音

1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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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3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安；
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
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
5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他
答說 「在猶太的伯利
為有先知記著 說
6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
因為將來有 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
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
牧養我以色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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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
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
「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
尋到了就來報信 我也好去拜他
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9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
忽然在他們前頭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頭停住了。
10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
11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開寶盒 拿黃金 乳香 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12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
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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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有關於耶穌降生的記載，只見於路加和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用廣角鏡，素描羅馬帝國的虛幻絢麗之後，
將焦點落在巴勒斯坦一個小城伯利恆的某角落，
 再以天使的宣告和頌讚襯托真正的福音
再 天使的宣告和頌讚襯托真正的福音 –
主耶穌基督的降生
 最後以牧羊人的榮耀頌和讚美詩壓軸，耶穌誕生的故事
最後以牧羊人的榮耀頌和讚美詩壓軸 耶穌誕生的故事
就好像一個陣容過百人的樂團，協奏出激昂輝煌的樂章
馬太福音描述的時候，氣氛、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馬太福音描述的時候
氣氛 情況 是完全不 樣的
耶穌的降生同樣是伯利恆城，可是我們在讀的時候，
就感覺氣氛是非常的陰暗、濕冷，那是大希律執政的時候，
 濕冷不僅僅是因為冬春之間、讓人哆嗦的刺骨寒冷
 濕冷是因為大希律他的嫉妒
濕冷是因為大希律他的嫉妒、猜疑、殘酷，
猜疑 殘酷，
糾纏而成的陰森肅殺
在猶大地 沒有人不知道 不相信大希律的性情
在猶大地，沒有人不知道、不相信大希律的性情，
是可以隨時帶來悲劇的…

從歷史的記載，大希律懷疑覬覦他王位的家人，
殺了三個親生的兒子 自己的夫人
殺了三個親生的兒子、自己的夫人，
為了鞏固自己的王位，殺掉備受尊敬的拉比，
所以怎麼又會在乎毫不認識的蟻民百姓呢？
按聖經所說，境內所有兩歲以下男孩都被宰了，
這是耶穌誕生的時候歷史的背景。
這是耶穌誕生的時候歷史的背景
明白這個歷史背景，
我們大概就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
如果耶穌不出生、哪會有這樣的悲劇呢？
如果能夠明白剛剛我說那個歷史背景的時候
如果能夠明白剛剛我說那個歷史背景的時候，
大概能夠知道大希律殺害二歲以下小孩的悲劇，
不是因為耶穌 是因為大希律
不是因為耶穌、是因為大希律。
歷史記載很清楚地顯示：
大大小小環繞大希律發生的悲劇
大大小小環繞大希律發生的悲劇，
從未間斷，原因是因為大希律的凶殘成性！

聖誕快樂？我們常說：聖誕快樂

Merry Chrismas！

這句話講得太習慣了，使得我們在讀馬太福音的時候，
忽略了馬太福音有很重要的信息…
那幾位從東方來的智者、博士，
當找到耶穌的時候的確是非常歡喜的 (二10)，
也許他們也會說 聖誕快樂，因為看到了耶穌，
聖誕快樂 因為看到了耶穌
這是馬太耶穌誕生故事，唯一一次非常歡喜。
在那個晚上，東方來的智者博士，
在那個晚上
東方來的智者博士
看到了、找到了耶穌，非常的歡喜、快樂，
可是卻因為夢中的信息，這幾位從東方來的智者博士，
沒有回報大希律，他們改道而回。
回家的路上，他們還會歡喜 快樂嗎？我想應該會的，
回家的路上，他們還會歡喜、快樂嗎？我想應該會的，
只是必定是夾雜著憂心、難過、哀慟的，
他們擔 的不僅僅是嬰孩耶穌
他們擔心的不僅僅是嬰孩耶穌，
也是境內的其他的嬰孩兒童。

在我們所熟悉的歷史，過去的、現在的、也許將來的，
將會有層出不窮的悲劇 只是悲劇的發生
將會有層出不窮的悲劇，只是悲劇的發生，
責任不在那些暴露罪惡的人、不在那些被罪者，
責任是在於那些行惡的人身上。
境內兩歲以下的孩子被殺，責任不在於耶穌的降生，
責任在於大希律的凶殘 嫉妒 惡毒的生命；
責任在於大希律的凶殘、嫉妒、惡毒的生命；
所以當大希律聽說有猶太人的王出現的時候，
他那種猜疑 凶殘成性的那種性格 生命
他那種猜疑、凶殘成性的那種性格、生命，
接著下來的悲劇，幾乎是意料中事。
經文告訴我們說「大希律的不安」，可是這個不安
經文告訴我們說
大希律的不安」 可是這個不安
使得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跟他一樣地慌張不安。
在伯利恆和附近的地方 根據馬太福音記載
在伯利恆和附近的地方，根據馬太福音記載：
耶穌誕生沒有唱頌的詩班、
只有百姓憂愁嗟怨的聲音、泣訴即將的悲劇，
馬太福音的聖誕並不快樂！

聖誕之所以應該慶祝，是那稱為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在苦難中與我們同行
神與我們同在，在苦難中與我們同行。
神的子民猶太人一直在等候，
相信再大的苦難和痛苦，
會因為彌賽亞的來臨而不存在。
馬太福音降生的敘述，卻告訴我們另外的 面，說：
馬太福音降生的敘述，卻告訴我們另外的一面，說：
彌賽亞已經來臨，哪裡有苦痛憂患、那裡就會經歷彌賽亞。
2015/2/10 殉道的
殉道的一位姊妹
位姊妹 Kayla Mueller，是美國的女孩子，
被 ISIS 劫持為人質、最後被殺死。她死前有這麼一段話：

我在那些痛苦的眼神裡面遇見了神
「我在那些痛苦的眼神裡面遇見了神，
神如何向我顯現，我將永遠這樣地追隨祂、一直地追隨神。
有 在教會 有 在 自然中 有 在愛
有人在教會、有人在大自然中、有人在愛裡面找到神，
找到神
我卻是在苦難中找到神。
我知道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已經好一段時間了，
就是用我的雙手，去減輕別人的痛苦。」

耶穌的降生，就是用祂的生命挪去世人的痛苦，
 我常常會以為神的兒子降生，用祂的能力改變一切，
我常常會以為神的兒子降生 用祂的能力改變 切
很簡單、有力、自然，就是那麼地快樂、簡單
 像古時的猶太以為苦痛、患難，因為彌賽亞來臨都不再有
可是馬太福音告訴我們，不是的！
哪裡有苦難 痛苦 就會經歷彌賽亞 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哪裡有苦難、痛苦，就會經歷彌賽亞，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再大的苦難、痛苦，也不能使我們與祂的愛隔絕。
 祂的愛是在耶穌基督裡的，因為耶穌基督的降生
 我們在苦痛裡面，可以特別地經歷上帝的同在，
在歡騰喜樂中 洞見憂傷哀號 苦痛憂慟的人
在歡騰喜樂中，洞見憂傷哀號、苦痛憂慟的人，
可以因為同行者，體會以馬內利而繼續同行
聖誕節應許的喜樂，不是因為消費、歡娛、燈飾、禮物、
聖誕節應許的喜樂
不是因為消費 歡娛 燈飾 禮物
不是因為聖誕大餐所帶來的滿足和高興，
是在任何處境 都可 得到力量 勇敢的生命
是在任何處境，都可以得到力量、勇敢的生命，
為什麼？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 以馬內利！

有理由說聖誕快樂，可是不能停留在聖誕快樂，
必須要知道 – 聖誕節帶來的福音，
聖誕節帶來的福音
就好像光照在黑暗裡，黑暗不接受光、
就要抗拒這光，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預計、想像，也的確會有種種大大小小不同的
逼迫 患難 痛苦，發生在我們身上 周遭的人身上
逼迫、患難、痛苦，發生在我們身上、周遭的人身上。
因為這個理由，我們不能夠讓只有快樂的這一面，
存留在我們所謂的聖誕節裡面
存留在我們所謂的聖誕節裡面。
新約聖經記載耶穌降生的只有兩個版本：
路加福音 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那個圖畫，是那麼地歡愉、那麼地喜樂，
那麼多的讚美詩 那麼多的榮耀
那麼多的讚美詩、那麼多的榮耀頌
 馬太福音我們看到的圖畫是另外一面的
兩面都很重要，所以每當我們在過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還是存著感恩的心說：聖誕快樂！

我希望你能夠想一想 –
聖誕快樂帶來 意義是 麼
聖誕快樂帶來的意義是什麼呢？
如果說請你說一說 –
 聖誕快樂的理由，你會說哪些理由呢？
聖誕快樂的理由 你會說哪些理由呢？
 這些理由使得你經歷喜樂的同時，
是不是也能夠讓其他的人經歷喜樂呢？
在今天這個經文的裡面，你能夠明白聖誕節
可能帶來一個憂患的意識嗎？
你能夠接受這個憂患意識嗎？
聖誕節根據馬太福音的記載，是何等大的一個信息
聖誕節根據馬太福音的記載，是何等大的
個信息 –
 就是神來到我們中間、與我們同在！
 可是這個信息也帶來我們一個很震撼的圖畫：
可是這個信息也帶來我們 個很震撼的圖畫
這個消息會引起一些人不安，甚至這些人是有權勢的人，
會
會使用他們的權勢，製造更多的悲劇、更多的苦難
權
製造
劇
難
那是我們說聖誕節有憂患的意識。

可是我們說的時候，也不要忘了
聖誕節帶來 個更深的憂患的意識
聖誕節帶來一個更深的憂患的意識。
苦難不因為彌賽亞耶穌基督來而消失，
在苦難裡面我們會更加地體會
耶穌基督與我們同在、以馬內利。
是因為這樣子，每當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敏銳那些痛苦的肢體 – 那些沒有
足夠的食物、衣物、水、足夠的教育…
被壓迫的朋友，
他們在苦痛當中，需要經歷上帝的同在，
他們在苦痛當中 需要經歷上帝的同在
他們需要福音，
就是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的福音
就是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的福音。
重新祝福觀眾朋友聖誕快樂，
更重要的是聖誕平安
更重要的是聖誕平安，
因為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你差派你自己的獨生兒子來到我們當中，
你差派你自己的獨生兒子來到我們當中
與我們同在、與我們同行，
從今以後我們看到的世界、所體會的生命，都不再 樣了。
從今以後我們看到的世界、所體會的生命，都不再一樣了。
是的，我們還是會經歷苦痛、憂患、疾病，
可是我們也正確地知道你的同行 你的同在
可是我們也正確地知道你的同行、你的同在。
因為你兒子的誕生，我們說快樂、喜樂，
可是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也願意睜開我們的眼睛，
看見有需要的人群 –
就是那些在痛苦當中、在疾病當中、
在缺乏當中的朋友們 求主幫助他們；
在缺乏當中的朋友們，求主幫助他們；
也求主教導我們，藉著我們使這些朋友能夠體會
以馬內利 神同在的這福音的能力
以馬內利、神同在的這福音的能力。
求主幫助每一位聽眾朋友，充滿喜樂的心說：聖誕快樂！
也滿有主的恩情，活出聖誕平安的生命。
滿有
恩情
聖誕平安
命
聽我們的禱告和立志，靠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