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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基督早年的生活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4课。我们希望来学习耶

稣早年的生活。圣经对此的记载非常稀少，不过，在本课我们将注意 3 件事。 

第一，耶稣在圣殿中被献与主，在《路加福音》第 2 章 21-39 节；第

二，我们要学习博士朝拜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2 章；第三，我们学习耶

稣在逾越节期间进入圣殿，在《路加福音》第 2 章 40-52 节。因此，先来看

耶稣在圣殿被献与主。耶稣不仅是上帝的儿子，祂也由女子所生，因此祂生

在了律法以下。祂必须在第 8 天受割礼，祂被称为耶稣，意思是救主，正如

天使加百列所说过的。 

但当耶稣 40天大的时候，约瑟和马丽亚必须再次带祂进入圣殿。因

为摩西律法说，头生的孩子，就是头生的男孩要归给主，因此父母要带上孩

子和祭物一起去圣殿把孩子赎出来。这样，约瑟和马丽亚带着作祭物用的鸽

子一起来到圣殿，鸽子是穷人用来赎孩子的祭物。 

当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把孩子抱

在自己怀中。这人是谁呢？他是西面。西面是一个虔诚的义人，住在耶路撒

冷，敬畏主。然而，不仅如此，主也应许西面，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

的基督。所以，在这天的早上，他被圣灵带领来到圣殿，在那里，他藉着信

心得以看见这婴孩，就是当约瑟和马丽亚进入圣殿的时候。他把孩子抱入怀

中，就赞美上帝，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藉着信心他给这个婴孩作见证，尽管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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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个看起来跟别的孩子没有区别的婴孩，但却是上帝应许的那位婴孩。

我们不知道西面多大年纪，但我们相信，任何上帝的百姓都可以为此作见证，

就是当主如此清晰启示自己的时候，他们乐意死去。这是西面所说的话，如

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让我死吧，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你的救

恩。同时，他给马丽亚祝福，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许多人跌倒，许

多人兴起。” 

我们可以在基督的一生和服侍中看见这一点。祂要叫许多人跌倒，那

些不信祂的人，那些拒绝祂的人，他们会跌倒，会灭亡。但祂也会叫许多人

兴起。将会有许多藉着信心仰望祂的人，相信祂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他

们会升入到永恒的荣耀中。当西面正在祝福他们的时候，一个老妇人进入圣

殿，她是亚拿。她已守寡多年。但她也看见了这个婴孩，为此她赞美上帝。

她不仅仅在圣殿里赞美上帝，不，她走遍耶路撒冷，将这消息告诉一切盼望

救主降临的上帝的百姓，祂果真已经降临了。 

接着，我们看见约瑟、马丽亚和孩子一起返回了耶路撒冷的住处。他

们并没有返回拿撒勒，他们要再等候主。在他们在伯利恒停留的这段时间，

我们就来到了本课第二部分，就是博士的朝拜，在《马太福音》第 2章。我

们说，这些博士是谁呢？他们来自何方呢？那时候的博士是指占星师，因为

在许多东方文化中，这些占星师会通过研究星相来为他们周遭的事情做决断。

我们称他们研究的东西为星相图。 

突然有一天，他们看见一颗星星，一颗独特的星星，一颗他们从来没

见过的星星。我们相信这让他们想起了巴兰和但以理的预言，因为这些人仍

然与生活在他们土地上的犹太人保持交流。这样他们便相信这颗星代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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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的星，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藉着信心，他们做好了预备，将一切

安排妥当，准备开始从阿拉伯长途旅行，我们相信他们就住在那里，一路到

耶路撒冷。我说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藉着信心前往耶路撒冷。没有星星指引

他们去耶路撒冷，但他们推断说：“犹太人的王会降生在哪里呢？当然在耶

路撒冷。” 

因此，他们前往耶路撒冷。当他们进入城中，他们可能会感到惊讶，

因为看不到犹太人的王降生的迹象，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在庆祝。然而，他们

藉着信心问道，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他们问着街上的人，但

他们满脸惊奇地看着他们。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最终，他们来到了希律王的

宫殿，来问他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希律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

担忧，因为希律非常害怕有别的王来夺取他的王位。他之前甚至杀了几个自

己的亲族，他觉得他们对他构成了威胁。因此，他不知道答案。但他叫来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他问他们，他说：“犹太人的王要生在哪里？”他们知道

答案，他们知道圣经。他们说：“这记载在《弥迦书》第 5 章 2 节，救主要

降生在伯利恒。”因此，希律叫来博士，对他们说：“你们必须去伯利恒，那

作犹太人之王的婴孩就在那里。”但他继续说：“当你们到那里找到祂的时候，

一定要回来告诉我祂在哪里，我好去敬拜祂。”但这并非他的意图，他其实

想杀掉这个婴孩。博士们离开了耶路撒冷。 

请注意，他们看见的那颗星立刻又在东方出现了，并直接把他们带到

了伯利恒的一间屋子，约瑟、马丽亚和婴孩就在那里。他们屈身，跪拜这作

犹太人之王的婴孩。他们还带来了礼物。请注意这些特别的礼物，他们带来

了黄金、乳香和没药。黄金是给君王的礼物，乳香是给祭司的礼物，没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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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死人用的。他们是否晓得耶稣要作君王和祭司，并且也要为祂的百姓而死

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们被一个天使警告，让他们不要回到希律那

里去，所以，他们沿着另一条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希律等了一段时间，

发现自己被愚弄和欺骗了以后，他满腔怒火，充满了魔鬼般的憎恨。他执行

了自己魔鬼般的计划，派自己的士兵来到伯利恒，吩咐他们杀掉所有两岁以

下的男婴。但主知道万事，祂也知道这件事的发生，祂已经差遣了一个天使

去警告约瑟，带着马丽亚和孩子逃亡埃及，待在那里，直到上帝再传话给他。

我们想一想祂收到的礼物。金子可以让他们在埃及生活，可能他们已经购买

了一头驴来助他们赶往埃及。 

但我们必须再次留意，上帝的计划必实现，耶稣从埃及被召出来的预

言要以这样的方式成就。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埃及住了多久，但圣经说他们一

直住到了希律死去。他们再次收到天使的指示，让他们返回家乡，回到拿撒

勒，因为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这样就进入了本课的第 3 部分，耶稣在圣

殿里，在《路加福音》第 2 章 40-52节。耶稣在拿撒勒长大，跟其他孩子一

样，只是没有罪。当耶稣 12 岁的时候，祂同祂的父母一起去耶路撒冷过逾

越节。他们在耶路撒冷守满节期以后，就准备返回。 

按照习俗，他们是男人结伴而行，女人结伴而行。所以他们没注意到

耶稣还留在后面。祂还待在耶路撒冷。第一天行程结束之后，当他们夜晚安

营的时候，他们找不见祂。他们担心了起来，第二天回到了耶路撒冷就开始

寻找祂。最终，第三天，他们发现耶稣与教师和文士一同坐在圣殿里。祂向

他们提问，回答他们的问题。圣经说凡听见的都希奇祂的智慧。我们不应该

希奇，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充满了上帝的智慧。但我们听见马丽亚说：“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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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么做呢？你父亲和我到处找你。”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

为念吗？”耶稣在这里告诉马丽亚，祂正在做祂父的事。祂正在做上帝差遣

祂所要做的，教导和传道。但耶稣还是跟约瑟和马丽亚回到了拿撒勒，服在

他们权下直到三十岁。 

这里也有一个功课，是给我们的青年人和孩子的，就是顺服我们的父

母，正如耶稣顺服祂的父母一样。这也是第五条诫命对我们的教导，要孝敬

父母，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愿我们能真正看见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一个祝

福。愿这成为我们的渴慕，正如耶稣一样。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