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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 對耶穌誕生之說, 仍有數種神學論, 但所有理論均無法提出鑿確證明。除此之外,
也有許多因其文化而使用不敬虔的慶祝聖誕方式。撇開那些頗有疑點的爭論, 彌賽亞誕生
在這地是人類歷史和聖經啟示的一個分水嶺時刻。
神的兒子道成肉身屈降在馬槽。以色列的王, 在大衛後裔子系裡為一處女所生。祂是高貴
的, 謙卑的, 和令人敬畏的。這個 "以馬內利" 的名 (以賽 7:14; 8:8, 10) 意: "Im" – 與;
"Anu" – 我們; "El" – 神. "神與我們同在" – 神來, 轉化成嬰兒的樣式與我們同在。
這而有從 Don Finto (集牧師, 門徒, 和屬靈父親於一身) 發的一些感言:
"我懷疑有多少基督徒真正了解我們所唱的許多關於基督降生的歌。上禮拜天, 當我們在聚
會中一起唱 "Noel" 時, 這些特別的字眼使我震驚。"以色列的王誕生了!"

以色列的王! 祂不僅為全人類的救贖誕生了,且也以以色列王的身分降生。祂仍是以色列的
王, 且會回來在耶路撒冷, 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撒迦 14:9,使徒 1:6-11) 。
在耶穌上十架數時前, 祂被比拉多問及 "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約翰 18:33) 。 耶穌回答, "
我是王，這是你說的。我的使命是為真理作證，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上。”
"主─上帝要立他繼承他祖先大衛的王位。他要永遠作雅各家的王，他的王權無窮無盡！"
這是耶穌被懷的那晚對馬利亞說的話 (路加 1:3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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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基督, 這位彌賽亞 , 這位被膏的, 以世界救贖主, 來到這世上, 祂是以色列快來的王。現
在, 一位猶太人坐在父神的右邊, 等待祂回來的時刻來臨。在進入神與人共住在永生中, 地
上完全恢復以前 , 祂會統領這地和平千年 (以弗 1:19-20, 以賽亞 65:18-25,啟示 20-22)"。

摩西的誕生
這禮拜, 世界各處猶太集會所朗讀舊約章結部分在 "Shemot" (出埃 1-5), 敘述著摩西的出生。
在摩西和耶穌的出生之間, 有著數點有趣對比之處。
1. "處女" 馬利亞 Miriam – 一個 "處女" 生以馬內利的預言 (以賽亞 7:14) 使用了一特
殊的字 Alma, 而不是通常形容處女所用的 Betulah。 Alma 這個字是在利百加的故事裡尋著
(創世 24:43), 其中, 亦載明 - 她是一處女 (創世 24:16) 。
在摩西出生的故事裡, 他的姊姊米立暗,也叫做 Alma (出埃及 2:8) 。耶穌的母親瑪莉的原名
是, 馬利亞 Miriam。所以從以賽亞書裡, 我們悉知彌賽亞會從 Alma 出生。從創世紀裡, 我
們得知 Alma 將會是一個處女。從出埃及記裡, 我們得知她的名將會是馬利亞 Miriam。會
有一位 Alma, 她是一處女; 她的名是馬利亞, 她生以馬內利。
2. 濫殺無辜 – 在摩西出生時, 法老中邪似的要殺害埃及所有男嬰。在耶穌出生時, 希律王
中邪似的要殺出生在伯利恆所有的西伯來男嬰。這個彌賽亞後裔誕生的悲慘爭戰, 從伊甸
園狡猾蛇作為就開始了(創世 3:15) , 且持續直到末世 (啟示 12:4, 17) 。
3. "摩西" 的名 –在希伯來文中 (或埃及文), 摩西的名子是 Moshe 。 "mosheh" 這字意從水中
脫出。這個名子, 包含著一個有關在耶穌復活的時候, 神將彌賽亞從地獄中脫出的預言。
死亡的力量被預表為 "眾水", 而 "mosheh" 這字可在詩篇 18:16 裡尋著。所以, 摩西的出生,
包含了一個彌賽亞從地獄中脫出的一個預言。
4. 救世主的誕生 – 兩個預言都包含了"救世, 救贖主" 誕生的預言。摩西把以色列從埃及中
救贖。耶穌把人類從罪和死亡中救贖。摩西他自己就是耶穌的一個影子 (申命 18:15) 。
5. 神的大天使 – 在這同樣的段落中, 在荊棘火的啟示裡, 摩西遇見耶穌, 祂出生前以神的大
天使顯現, 為拯救以色列人, 祂從天降臨。天使使者的的影像, 同時是神的化身 。 "我是自
有永有的, 我是你祖先的神。" 是神的化身, 與耶穌在千年以後誕生是對比的。
6. 頭生 – 以色列被稱為是神的 "長子" ,

就像耶穌是神的長子的身分 (出埃 4:22-23) 。

7. 割禮 – 耶穌 (當初以神的大天使顯現) 嘗試殺摩西, 因他忘了給他的兒子行割禮。耶穌祂
自己會在祂出生八天後被施行割禮 (路加 2:21) 。摩西和耶穌的事工是根據神, 祂與亞伯拉
罕所立信實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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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請求:
- 為 Eddie, Jackie, Mati, 和 Alex 在印度的事工; 為 Liat 和 Anya in 在瑞士, 為 Jonathan 和
Simcha 在美國的事工禱告。
- 為 Kay Wilson 禱告, 當她在上禮拜的刺殺案中恢復之際; 為 Kristine Luken's 謀殺案餘波之
後, 能有一個有利的證人站出來; 以使攻擊者能繩之以法。
- 為以色列軍隊數千名的彌賽亞士兵禱告, 包括 Hezi, Ami, Netanel, Yoel, Elena, Adina,
Sarah, Herut, David, Shir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為我們持續的, 在以色列本地的復興運動, 植彌賽亞集會所, 門徒訓練中心, 以希伯來文先知性禱
告, 讚美守望, 和為那些財務幫助所需的事項禱告。
請將這些近日訊息傳給你相信他們會從中得益處的人。
請與我們在財務上同工, 來加強在以色列彌賽亞肢體的力量, 照應這兒的復興工作, 且對國際傳講以
色列, 教會, 和末世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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