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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异象和启示中成长 

第五篇 耶稣降生的异象和启示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壹、耶稣降生的叙述 

我们这一系列信息的中心负担是异象和启示。

我们不是讲道理、教训，甚至于也不是讲真理，

我们主要的负担是：在新约圣经里，找出异象和

启示的例证。所以，有约瑟所得的异象，撒迦利

亚所得的异象，马利亚所得的异象。今天我们看

下一个——在野地里牧羊人的异象，就是说到主

耶稣的降生，和联于祂降生所成的事。 

一、主耶稣生在路边 

凯撒奥古斯都要做人口普查，命令各人各归

各城。约瑟和马利亚也到了伯利恒，因为他们是

大卫城的人。马利亚的产期到了，在路上生了耶

稣，因为没有客店为着他们，他们就把耶稣用布

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也可翻作牛槽，因为它是

一个喂牲畜的地方）。（参路二 1-7） 

没有客店为着他们，大概有三个可能：第一

个可能，是祂所生的地方没有客店。第二个可能，

是也许有客店，但是客满，因为大家都回去报名

注册。第三个可能，是客店比较昂贵，超过了约

瑟和马利亚可以负担的。无论哪种可能，有一件

事很特别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生在路边的。 

二、天使报喜信，牧羊人去寻找 

主耶稣降生了，没地方住，约瑟就把祂用布

包起来，放在槽里。天使却见证了天上的喜乐，

他就寻找一班夜间在野地里牧羊的人，向他们宣

告了这大喜信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的大

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光是以色列，是

关乎万民的，就是包括你和我。“因今天在大卫

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他就

不再仅仅说祂是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

的耶稣，而是说祂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

里，那就是记号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

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

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马利亚和约瑟，又

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

孩子的话传开了。（参路二 8-17） 

贰、耶稣降生中的异象和启示 

这段经文有六个重点，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

必须要认识的，必须要经历的，必须要享受的，

必须要珍赏的。这六个点，每一个点都是和我们

息息相关的。第一个，降生在路边；第二个，伯

利恒和槽；第三个，夜间野地的牧羊人；第四个，

用布包起来；第五个，放和卧；第六个，救主就

是主基督。  

一、降生在路边---是为着作全人类的救主 

婴孩耶稣是降生在路边。意思就是，卑微到

不能再卑微。这个是人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们的

孩子生在医院里，以前的时代生在家里，也是有

收生婆来接生。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人知

道这个人将来会怎样，因为祂是生在路边的。一

个人若生在皇宫里，我知道他将来怎么样；若生

在富裕的家里，我知道他将来怎么样；就是生在

一个平凡的、贫穷的家里，我也知道将来他是做

什么的。 

但是生在路边，是神主权里的许可。神说，

我不要你生在任何人家里，我要你生在路边，因

为你不是为着皇家的，你也不是为着富裕的人，

你也不是为着贫穷的人，你是为着全人类的。所

有的人都要走路，所有走路的都要碰见主耶稣，

来作他的救主，成为他的救恩。 

一面来说，生在路边说出祂的贫穷，说出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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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凡；另外一面来说，生在路边也说出祂的伟

大，说出祂托付的伟大，说出祂在一生中活出来

的伟大——祂不仅要成一个人的救主，一种人的

救主，一类人的救主，一个种族的救主，祂更要

成为全人类的救主！所以祂是生在路边。 

二、主耶稣成为放在槽里供人吃的粮 

不仅是伯利恒，也是槽 

因为没有地方住，约瑟就把婴孩耶稣放在伯

利恒的槽里。“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家，它

也是大卫的城，就是作王的意思。是作王供应粮

食的。“槽”是一个得着喂养的所在。牛在这里

可以得喂养，马在这里可以得喂养，所以你可以

翻成马槽，你也可以翻作牛槽，不是马的问题，

不是牛的问题，而是说，“我是被放在一个叫各

种的畜类都可以得饱足的地方。” 

这里有个宝贝。一面来说是在“伯利恒”，

一面来说是一个“槽”。伯利恒是粮食之家，但

不是你可以吃到的地方，你所吃到的是一个槽。

以赛亚一章 3 节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

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神

说，“你们这些我的子民哪，连牛都比不上”。

意思就是“我来啦，我要为着那些堕落的人，忘

恩负义的人，不认真的人，贱卖他自己的人，糟

蹋恩典的人，我要为着这一班人，成为丰富的生

命粮食的供应”，所以祂才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吃我的人他就不饿了，喝我的人他就不渴了（参

约六 35） 

有一个先知说，犹大地的伯利恒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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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二 6）

今天这经实化应验了，主耶稣来了！主耶稣生在

哪里？伯利恒。放在哪里？放在槽里。它好像是

告诉你一幅美丽的图画：你要有粮食吗？我这里

有无穷尽的粮食，我是一个粮食之城。你要什么

粮食，我就给你什么粮食。但是这些又太理论。

所以我又是一个槽，我是被放在槽里的，你可以

来吃，你可以来喝，你可以来享受，你需要什么，

我就成为你的供应。 

哇，有多少弟兄能认识这样的槽！我们要起

来说：主啊，谢谢你，我住在哪里？伯利恒，我

享受什么？槽。你说槽是为着牛和马的，但是我

要告诉主，“我比不上牛，我比不上马，我却可

以享受槽中的丰富”。因为我就住在那神圣的粮

食之家的里面。可这些粮食又不是理论的，我有

这个、我有那个……却又是实际的，这粮食之家，

浓缩成为一个槽，主就被放在那里。主就说，你

要粮吗？我就是；你要享受吗？我就是；你要饱

足吗？我就是；你要得力吗？我就是；你要因着

有粮而有喜乐吗？我就是喜乐的源头——因为我

就是生命的粮！  

三、旷野里夜间的牧羊人—忠心照顾羊群 

1、牧养神托付的羊群 

耶稣的降生是为着全地的。但是谁来代表听

到这个大喜信息呢？是那些在夜间、在野地的牧

羊人。这里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我是牧羊的，

我很忠心地照顾我的主人所托付给我的羊群。就

着属灵来说，我们都是牧羊的，我们要忠心地来

照顾神给我们的托付：或者一个弟兄，或者一个

姊妹，或者一群弟兄，或者许多姊妹，或者一个

教会，或者许多教会，原则上我们都是牧羊的。 

天使愿意向谁显现呢？是向那一班忠心于祂

托付的人，把羊托付他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一

个托付，改变所在的城，叫它变成一个全新的繁

华的都市，都没有。主说，我给你的托付很简单，

这城里不是有人吗，带他们得救；这城里不是有

圣徒吗，帮助他们爱主；不是有流失的吗，把他

们带回来；不是有一些无所谓的吗，叫他们摸着

主，认真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牧羊。 

2、在危险、不安定的野地 

但是，这个牧羊，又不是我们领会的。牧羊

是在野地的。弟兄我问你，如果你有一个好车，

有个好房，有个好家庭，你在野地吗？你有感觉

你在野地吗？在野地，你是彷徨的；在野地，你

是觉得有危险的；在野地，你是觉得不够安稳的；

在野地，你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豺狼虎豹就会来吞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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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牧羊很好，我愿意作长老，我愿意作一

个负责弟兄，所以我来照顾我的羊。不，弟兄，

你是在野地牧羊。你也要告诉这些羊，地上许多

的事物不是我们要的，因为我们是在野地的。 

3、在探索、惊恐的夜间 

不仅这样，我们是在夜间，主还没有回来。

主来的时候，才会有白天，我们今天都是在夜间。

（参罗十三 12）在夜间是需要摸索的，是叫你觉

得有惊恐的。但是这一班在摸索、在探索、有惊

恐、又是在野地的人，却是忠心于他们的羊群的。 

如果我们今天一同来问主，“主啊，在我所

在的地方教会，你需要什么？”主就会回答你，

“我需要一班在夜间，在野地牧羊的人。” 

你若是没有看见夜间，地上就会有太多的事

叫你贪图；你若是没有看见野地，你就不会信靠

神，也不懂信靠神；你若是没有看见羊群，你就

没有办法好好地活着，尽你的分。 

四、用布包起来—基督作义袍包裹堕落的人 

他们就把祂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路二 7）。

这句话好像是多余的，因为用布包起来是很正常

的。不仅这样，那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也

说这句话：“你们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起来。”

（路二 12）。圣经两次都说到“用布包起来”，

就叫你感觉这里一定有属灵的含义。 

主耶稣讲过这个“布”。祂说你不要把新布

补在旧衣服上（太九 16）。新布就是新的时代，

恩典的时代，新约的时代。旧衣服就是犹太教的

时代，宗教的时代，律法的时代。你不要把我们

享受的新布——主耶稣的救恩，放在旧衣服上。 

还有，布是做衣服的。对主耶稣来说，它是

一块布；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的是一件衣服。衣

服就代表圣徒的义（参启十九 8）。我们不是义

人，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的软弱，所犯的罪，

也不是人可以说的尽的。但是我们要很感谢主，

因为主给我们穿上了义袍，就好像浪子回家，得

着那上好的袍子（参路十五 22）。 

人穿上什么衣服，就代表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做什么样的事。今天主给我们穿上一件袍子：

这个袍子是用新布做的，这个袍子是义袍，你接

受了主了，有了主了，主就称义你。你接受主了，

享受主了，你就有义的活出，义成为你的所是。

神说我要称你为义，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

的救主。你已经享受了十字架所成功的救赎。 

弟兄啊，我们要很喜乐，主耶稣是一块布把

祂自己包起来。为着我们，这块布要成为袍。主

说，我是用布包起来的。你们是我在十字架上的

工作，我把你们也包起来了。我的死把你们包起

来，我的流血把你们包起来。当我起来说“成了”

（约十九 30），那个“成了”就是“义袍成了”。

你接受祂，你就成为称义的人，你就成为神可以

悦纳的人。 

五、放和卧——安卧在神主权的安排里 

最难却又是最宝贝的学习 

约瑟就把婴孩耶稣“放”在马槽里。但是当

天使对牧羊人讲的时候，却是——你们要看见一

个婴孩用布包起来，“卧”在马槽里。这里有两

个太美丽的字了：一个是我被放，一个是我安卧。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生最难的经历就是联于这两

个字。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这两个字中间来挣扎。

第一个，我们不愿意被放，我觉得很委屈，我可

以做这个，你为什么不叫我做这个？我可以成为

什么什么，我如果没做错那个决定，我今天已经

是大富翁了，或者我今天已经是高官贵爵了……

那就是我们不愿意被放。 

我现在问你，谁是你的老板？主耶稣；谁掌

管你的前途？主耶稣；谁定规你的人生？主耶稣。

但是当主耶稣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是不是乐意说，

“主啊，你放吧，你放我在这个城里，阿们！你

放我在美国，阿们！你放我在中国，阿们！你把

我放在什么地方我都愿意。然后你把我放在一个

公司里，叫我满有盼望，阿们；你把我放在一个

公司里，叫我知道没有升迁的可能，我的一生会

很艰苦，但是主啊，如果是你放的，我都阿们！ 

主耶稣被放的榜样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祂也活在人的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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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你怎么放，我就怎么让你放。有些弟兄讲：

我进不了一个好大学，我就进普通大学吧，这是

放。但是有人讲，不！我很不满足，天下像我这

样又聪明、又有学识的人，进这种烂学校，这算

什么？ 

基督徒的宝贝之处，是让主来放你，而且要

安卧在主的膀臂中：我的一生是让主放的一生，

我的一生是安卧在主把我放的所在里的一生。因

为这样的学习，我一生有说不出的甘甜。主啊，

你可以放我，我也可以安卧在你放的里面。你把

我放在哪里，我就阿们。对我来说，只要是出于

你的，都是安详的，我愿意卧在那里。是约瑟把

祂放在槽里，是牧羊人来见证，祂是卧在槽里，

这个“卧”是天使宣告的！ 

六、天使的启示 — 救主基督就是受膏的弥赛亚 

神的救恩不仅是为着人，更是联于神的旨意 

末了，天使对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

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基督”

这个词出来了。“基督”就是弥赛亚，在旧约是

弥赛亚，在新约就是“基督”。意思就是神所膏

的一位，来执行、来成就神经纶的一位。祂来了，

祂是救主。可是你要注意：祂不单是为着救你，

祂是为着神的旨意来成为救主；祂不是因为你要

得救祂才来救你，祂是来救你，好叫你有份于基

督的工作，来成就神永远的旨意。 

一生操练这六个诀窍， 

赞美荣耀归神，平安临到我们 

你这一生离不开这些诀窍：放在路边，是一

个诀窍；不断地享受粮食之家，就是伯利恒和这

个槽供应的所在，是另外一个诀窍；要成为一个

牧羊人，认识是夜间，也认识是野地，但是却忠

心地对主尽你所得着的托付，这是另外一个基督

徒的诀窍；下面一个，用布包起来，认识了我的

义是从主来，我可以活出的义也是从主来，是主

自己成为我的袍，我也在这个义袍里活出神圣属

性所带进的人性美德。不仅这样，我愿意被放，

我也安息地卧在主的膀臂中。我们有首诗歌，“安

稳在基督手臂，安稳在主怀里”（生命诗歌 371

首；北美版 294 首）。但是我又问你，一个不让

主放的人，怎么会有卧？主给你一点带领，你就

吃惊；主给你点安排，你就抗议……你却要欢喜

说，主啊，你放我，然后欢喜说，主啊，我愿意

卧下来，我安卧在你主权的安排里…… 

你有没有觉得何等甜美！我跟随主，竟然生

在路边；我跟随主，可以享受伯利恒和槽；我跟

随主，要是一个在夜间野地的牧羊人；我跟随主，

要享受基督给我的义；我跟随主，要让主有主权

来放我，我也安详地卧在祂的主权里！末了我看

见，祂不仅是我的拯救，是耶稣；祂也是神经纶

的成就者，是基督，我们有这种的认识，就带进

天使天军的赞美：“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

地上平安临到祂所喜悦的人。” 

我们愿意告诉主，主啊，我愿意操练这六个

点，我愿意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好叫这个荣

耀归于你，好叫平安归于我。神和人都得着完全

的满足。我们要敬拜主，我们可以有这么甜美的

人生。主祝福我们！（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耶稣出生在路旁，说出那两面的含义？ 

2、伯利恒的槽的含义？如何认识并取用伯利恒的槽？ 

3、你有牧养神的羊幺？你有在野地和夜间的经历幺？ 

4、解释“包起来的布”和“作成功的袍”的属灵含义。 

5、“被放”与“安卧”是最宝贝的学习。有否见证？ 

6、你的得救不仅是为着你的，更是为着谁的？根据？ 

 

二、彼此分享： 

1.哪些话，最触动你？ 

2.哪些话，让你转了观念？ 

3.哪些话，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4.哪些话，你蒙了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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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歌： 

1.生命诗歌 24 首    哦，神，是你召我们 

2.生命诗歌 143 首   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