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者

2021 年 12 月 26 日讲道

马太福音 2：1-12
 讲道人：马特·卡索夫斯基

介绍
今天的经文来自马太福音 2：1-12。
克莱门特为我们读过的。

开始学习之前我们先来祷告。

愿我口中的话语和我心中的思念，得蒙我的上帝，我的磐石和我的救主喜悦。

愿你子民的灵魂今天得到喂养，使他们在心思、意念和行为上得到改变。

荣耀归于你的圣名

阿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故事。我们来问三个问题。

对于那些做笔记的人来说，这样将会很方便。

这还将帮助你最后能够理解主旨。

问题就是：

问题 1：希律在耶 身上看到了什么？稣

问题 2：那些智者即博士在耶 身上看到了什么？稣

问题 3：那些智者做了什么？

当我们问这些关于文本的问题时，我们也在问关于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

我们正在将神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当我们学习圣经时，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们不只是研究有趣的故事。

虽然确实很有趣！

我们不只是研究真实的故事。

虽然确实是真的！

我们研究来自上帝的故事。

这些故事将改变我们思考、感受和行动的方式。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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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律在耶稣身上看到了什么？

我从希律开始，是因为他代表了没有神的生活。

这是他的照片。

有学者认为左边的雕塑是他，但我们不能 100%确定。

右边的图片是希律王在一部关于耶稣诞生的电影中的形象。

这实际上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电影中演员的面孔很好地表达了希律王的一些生活态度。

他以两件事著称：

1） 首先，希律花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巨大的建筑。

他重建了这座寺庙，它很大。

他重建了一个主要城市的港口。

他建造了许多堡垒。

2） 其次，希律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

他处决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和他自己的三个儿子。

如果你继续阅读马太福音 2 章 16-18 节，你就会读到，在耶稣和他的家人逃到埃及之后，希律王杀死了伯利

恒每一个不到两岁的男孩。

那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读的这个故事之后。

在我们的故事中，让我们看看希律在马太福音 2 章 3 节中对智者的第一反应。

“希律王听到这话，就很不安。

当我们看到问题并且不知道解决方案时，我们都会感到不安。

希律王认为耶稣是一个问题。

耶稣是一个问题，因为耶稣对希律王的权力是一个威胁。

耶稣对希律的舒适生活构成了威胁。

希律王是王，他想继续作王。

这就是为什么他杀死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

请注意，他有如此大的权力，就连耶路撒冷的百姓也为除了希律王之外还有人成为王而不安。

据说百姓总是害怕希律王。

但希律注意到这些智者的一些事情。

他不能吓唬他们。

看看他在发现君王耶稣将在哪里出生后对智者说的话。

这是在马太福音 2 章 8 节。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我们知道希律在撒谎。

我们知道希律假装对智者很好，这样他就能找到耶稣，像杀自己的儿子一样杀死他。

但希律王无法阻止神的计划。

在马太福音 2 章 12 节中，智者在梦中被警告不要回到希律王那里。

人们很容易看到希律王，却无法在他身上看到我们自己。

杀死你自己的孩子来保住你的权力真的非常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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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我们有时是否将耶稣视为对我们舒适生活方式的威胁？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事情可能比耶稣更爱？

你看，耶稣为你付出了一切。

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你就可以与神和好！

这就是福音。

这是个好消息。

看看耶稣在这两节经文中说了什么。

马太福音 10：39b 说：

“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耶稣在这里谈论的是永生。

如果你把你的生命献给他，你就会找到永生。

你会找到喜乐，与神和好。

但神仍然是你终极的权威。

事實上，因為耶穌是神，他聲稱也有同樣的權柄。

请看马太福音 10：37 这第二处经文。

“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你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信靠基督，这个真理会在你思考耶稣的教导时帮到你。

信靠他意味着与神真正和好。

但我们不能忘记，他有权柄向我们要任何东西。

因此，这些经文帮助我们思考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能有点像希律王。

希律王爱他的权力胜过一切。

现在想想你一生中最爱的事情。

如果耶稣问你，你能交出这些东西吗？

说实话。

如果你像我一样，有些事情没有神的帮助是不可能投降的。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耶稣会要求我们放弃他让我们放弃的任何东西。

自私在他的国度里没有立足之地。

當你想到要失去你最愛的東西，並且害怕这么做的时候，你已经在更进一步的将自己的心交给耶稣。

自私是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问题。

要把它弄出来，你需要允许上帝进入那里。

这需要信心。

这个故事中的智者以多种方式表现出的信心。

因此，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问题。

智者在耶稣身上看到了什么？

虽然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希律的信息，但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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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2 章 1 节说他们来自“东方”。

有各式各样的人住在伯利恒和耶路撒冷以东！

他们可能是波斯人或巴比伦人，即今天的伊拉克或伊朗。

或者他们可能是阿拉伯人。

许多阿拉伯人住在希律王国的东边。

或者智者可能来自更远的东方，可能是维吾尔人，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的祖先。

他们甚至可能是中国人！

圣经老师并不真正知道是哪种人。

但他们确实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

这些人很可能不是犹太人。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以一颗星星带领他们。

这些人没有圣经。

如果他们有圣经，他们就不需要和希律王说话了！

不，神通过他的创造物带领了这些人。

透过他创造的一颗星星。

神现在可以以类似的方式对我们说话。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跟随一颗星星向西前往科罗拉多州或其他什么地方。

神带领这些智者的方式是特别的。

但上帝可以用其他方式对你们说话。

我会提出一个建议。

这张照片是夜空中的银河系。

如果你在远离城市灯光的地方旅行，你可以看到它。

上帝创造了那张照片中的每一颗星星。

它们的数量多得数不清。

它们中的大多数比我们的太阳大。

当我们看到它们时，我们可以记住，创造它们的上帝就是那个数过你头上的头发的上帝。

我说的“神数过你头上的头发”这句话，出自路加福音 12：7。
这来自神所说的话。

这是圣经。

这就是神最广为人知的方式。

当我们看到希律王的宗教领袖如何在马太福音 2 章 4 节中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是如何进入

这个故事的：“基督在哪里降生？

这些宗教领袖不看星星。

他们看圣经中神的启示。

当时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旧约。

有趣的是，他们用了”基督”这个词。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词主要是因为耶稣基督。

       One Voice Fellowship       4



这几乎就像他的姓氏。

但它的真正含义是“弥赛亚”。

“基督”是希伯来语单词的希腊语形式，听起来有点像”弥赛亚”。

以下是一些直接翻译的列表。

定义“弥赛亚”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蒙拣选拯救上帝百姓的那一位。

它实际上比这更复杂。

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

但我将重点介绍两件事：

（1）首先是弥赛亚是带领上帝百姓的君王。

马太（这卷书的作者）引用了一位先知的话，这位先知比他早 700 年写作，比我们早了近 2700 年。

这位先知的名字叫弥迦。

他的话在马太福音 2 章 6 节。

你还记得我们上周看过这段经文吗？

马太福音 2：6。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

民."
牧养是指代国王的另一种方式。

所以弥赛亚应该是一个君王，但是一个特殊的君王。

这位国王会像牧羊人一样统治。

在历史上，这不是人们通常谈论国王的方式。

一些文化说，国王个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战士。

他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打败任何想成为国王的人。

一些文化认为国王首先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智者或学者。

知道的比其他人都多。

一些文化认为国王首先应该是最富有的人。

这样他就可以建造坚固的大型建筑，雇佣最庞大的军队。

一些文化认为国王首先应该是军队的伟大领袖。

因为如果你不能带领一支军队走向胜利，那还有什么用呢？

当然，对于国王来说，这些都不是坏事。

但圣经首先谈论的也是谈论最多的就是君王弥赛亚是一个牧羊人。

这强调了领袖要照顾那些非常需要帮助而不是非常聪明的受造物。

照顾绵羊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随便问一个牧羊人吧！

因此，君王弥赛亚不是要成为伟大而强大之人的领袖，而是要成为软弱和愚蠢之人的领袖。

这难道不是我们对耶稣的了解吗？

耶稣是好牧人，他为他的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他在约翰福音 10：11 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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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弥赛亚这个词，我想提到的第二件事与敬拜有关。

希律和智者提到“拜”弥赛亚。

这个想法从何而来？

有很多地方你可以找到这一点，但我们今天只看一个地方。

我们把它作为今天呼召敬拜的一部分，从以赛亚书 9：6-7 开始。

它们来自另一位先知，写于弥迦之前大约 50 年。

他的名字叫以赛亚。

以赛亚在以赛亚书 9：6-7 中这样说时，他是指着弥赛亚说的。

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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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所应许的弥赛亚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的君王。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永在的父”。

他是“和平的君”。

他的政府将永无止境。

他将永远统治。

这是取了人的样式的上帝。

这就是耶稣在圣经中多次多方所宣称的。

现在你明白智者如何透过两种方式看待耶稣弥赛亚了吗？

首先，通过天空中受造的星星。

其次，他们在神的话语中看到弥赛亚耶稣将出生在伯利恒的一个小镇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

问题 3：智者做了什么？

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

A：智者孜孜不倦地寻找耶稣。

无论这些人来自哪里，他们旅途中都必定要穿越沙漠。

沙漠之旅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需要花多长时间旅行！

B： 智者向耶稣献上了他们的时间和财宝。

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他们看了多久的夜空，寻找来自上帝的记号。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走了多久。

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不是一件小事！

他们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藏。

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他们给耶稣的是什么，你在 11 节中看到了这一点。

       One Voice Fellowship       6



马太福音 2：11。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

他。”

我们知道金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造硬币，珠宝，甚至一些电子产品。

但另外两个对我们来说并不常见。

当你燃烧乳香时，它会发出浓烈美好的气味。

它被用于寺庙的崇拜，非常有价值。

没药也很有价值，而且有浓烈的气味。

没药用于香水，油，富人在下葬时会将这抹在身上。

现在讨论这三种礼物如何象征着耶稣的生活和工作，这将是非常有趣的。

我鼓励你们研究这个问题。

但可悲的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这样做。

我们足以知道这些礼物非常昂贵和有价值。

这些智者不只是给了耶稣一点点。

他们给了他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智者牺牲了他们的时间和财宝，但他们也做了第三件事：

C：智者在敬拜中献出了他们的心。

让我们看第 10 节。

马太福音 2：10。
“他们（智者）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

这句话有点奇怪，我们在英语中不怎么用。

但是，因为它很奇怪，它使这一点更加清晰。

这些家伙真的很高兴能这样做！

他们的所做作为出自他们的内心。

他们的心满溢而敬拜。

他们用眼睛看见一个小男孩，但在心里他们却看到了弥赛亚。

這三個答案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框架，去將這段經文應用到我們的生活中。

这是我们的主旨：

耶稣是应许的弥赛亚。

他是成了人的样式的“全能神”。

他是爱我们的王，以好牧人的身份带领我们。

因此，我们必须抵制自私的诱惑（就像希律王一样）。

相反，我们必须像智者一样，拥抱因做三件事而有的喜乐：

A：首先，当我们在创造和启示中殷勤地寻求耶稣时，我们会找到喜乐。

花点时间真正欣赏一下上帝创造的世界。

力量，美丽，精致，幽默。

但更重要的是，请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上帝的启示。

我们即将开始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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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尝试开始新的习惯。

求神帮助你制定一个计划，通过他的话语认识耶稣。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没有任何想法，请向弟兄姐妹寻求建议。

B： 其次，当我们把时间和宝藏交给耶稣时，我们会找到喜乐。

在新的一年里，花点时间向神祷告，求他帮助你分析该如何使用你的时间和你的财富。

也许你需要在一些事情上付出更多。

也许你需要在一些事情上减少付出。

也许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些事情上。

也许你需要花更少的时间在其他事情上。

我为你我祷告，求神在我们考虑这些事情时赐给我们智慧。

它们非常重要！

C： 第三，我们在敬拜耶稣时找到喜乐。

这是你所一切的寻求和付出的基础。

你越是把你的心献给神，你就越会感觉到他的喜乐通过你的心倾注在你周围的一切事情和每个人身上。

這可能是可怕的，因為當我們把心完全交給神時，我們會發現自己是多麼自私。

但在你的心里，不要逃避耶稣。

他是弥赛亚，是关心你我这样的迷失的羊的领袖。

在他里面，你可以有一个让你大大欢喜的生活。

无论生活环境如何。

让我们祷告吧。

主啊，感谢你通过你所造的和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

请帮助我们的头脑看到你。

请帮助我们的心去爱你。

请帮助我们遵循您良善的命令。

感谢你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

我奉耶稣的名如此祷告。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