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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批判學者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
在新約正典形成 初代教會制定聖經正典時
在新約正典形成、初代教會制定聖經正典時，
分辨哪一些書卷是 / 不是上帝的話語時，
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非矛盾律 ，
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非矛盾律」，
 如果兩卷書相互矛盾的話，
這兩卷書不能同時作為上帝的話語，
被收錄在聖經的正典當中
 初代教會在篩選聖經正典時，
初代教會在篩選聖經正典時
把一切跟使徒傳下來的信仰有矛盾的書卷都剔除掉了
所以我們就要問了 – 大公教會
在制定正典的時候，有可能收錄兩卷
們 為是 顯 相矛盾的 音書嗎
他們認為是明顯互相矛盾的福音書嗎？
馬太跟路加的耶穌族譜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如果仔細去研究 會發現這些不同的地方
如果仔細去研究，會發現這些不同的地方
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輔相成。

上一堂我們講到耶穌是永生上帝，
而永生上帝成為了人 –
祂在這個世界上有父母、有祖先。
有
有 先
聖經有兩份耶穌族譜：
 一份在馬太福音，第一章
 一份在路加福音，第三章 23 – 38
兩份族譜有很多相異的地方 其中 些出入比較好解釋
兩份族譜有很多相異的地方，其中一些出入比較好解釋，
另一些地方可能需要比較仔細地去解釋，譬如 –
 路加：耶穌是大衛的兒子、拿單的後裔
路加：耶穌是大衛的兒子 拿單的後裔
 馬太：耶穌是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的後裔
所以耶穌到底是誰的後裔？
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有兩個爸爸。
十九世紀開始很多的聖經批判學者就認為
聖經在這裡出現了矛盾、這是聖經有誤的一個證據…

馬太福音
使用正敘
 從亞伯拉罕祖先開始講
一直講到子孫，
講到基督


路加福音
使用倒敘法
 從耶穌開始講
從子孫開始追溯回祖先，
追溯回亞當


亞伯拉罕是以色列的始祖，
 以色列人稱呼亞伯拉罕作我祖亞伯拉罕，
基督徒說他是信心之父
 上帝與選民立約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由亞伯拉罕作為選民的代表
 亞伯拉罕之約出自 創十二到十七，
神多次跟亞伯拉罕立約，應許亞伯拉罕
要從他的後裔生出一個國度來，
這個國度就是上帝自己的國度

創十七6b 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君王是複數的，但以色列歷史上所有的君王都指向一位 –
就是耶穌基督 祂是萬王之王
就是耶穌基督、祂是萬王之王。
馬太用亞伯拉罕作為這份族譜的開始，
要強調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的那個約
要強調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的那個約、
就是建立上帝國度的那個約，
 神所差來的基督要作這個國度的百姓的救主
祂要作這個國度的君王
 耶穌是以以色列人的救主的身分被放在這份族譜上面
馬太在講國度的時候，其實已經超脫了種族的侷限…
太廿八 大使命，耶穌吩咐門徒說：
你們要去，使萬民都作我的門徒。
所以馬太筆下的上帝國度，
並不是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而是應許的後裔。

上帝與亞當立約，神學上叫做「亞當之約」，
亞當代表的是全人類 不光是上帝的百姓 上帝的選民
亞當代表的是全人類，不光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選民。
這個約在神學上又稱為行為之約、工作之約，
 只要亞當在行為上順服上帝，
上帝就把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
 但是假如他不順服，
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就必定死
結果亞當選擇墮落 亞當作為全人類的代表
結果亞當選擇墮落，亞當作為全人類的代表，
沒有滿足行為之約的條件，
因此得不到行為之約的應許。
路加以亞當作為耶穌族譜的上的始祖，是要告訴我們 –
亞當所失 的那 點
亞當所失敗的那一點，就是基督為我們成就的那一點
是基督為我們成 的那 點
亞當沒有成就的義，現在由基督成就了
亞當沒有順服上帝，耶穌卻已完全地信靠、順服了上帝
正如保羅告訴我們的 – 耶穌就是第二位亞當。

馬太敘述完耶穌族譜以後，接著就記載天使對約瑟顯現，
吩咐約瑟要給孩子取名叫耶穌 – 就是「拯救」的意思，
就是「拯救 的意思
因為祂要把祂的百姓從罪中拯救出來，
 這百姓並不是種族上的猶太人
 誠然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但這後裔
不是從肉身生的 是從應許生的
不是從肉身生的、是從應許生的
所以聖子來到世界上，
要作亞伯拉罕後裔的救主 要作這國度的君王
要作亞伯拉罕後裔的救主、要作這國度的君王。
這個是馬太所側重的，
所以他以亞伯拉罕作為族譜的始祖。
馬太講的天國乃是召自萬民的一個國度，
而這側重點在路加筆下的耶穌族譜就更明顯了 –
路加筆下的耶穌族譜不是以亞伯拉罕為始祖，
而是直接追溯到亞當 – 他是全人類的始祖。
這要告訴我們耶穌來，是要作萬族萬民的救主。

亞當作為全人類的代表，離棄了神；
現在耶穌作為上帝召自萬民的百姓的代表，
現在耶穌作為上帝召自萬民的百姓的代表
就滿足了祂作為人與神所立的約，
祂滿足了上帝所要求的完美的義。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見
 路加以亞當作為始祖，就強調了救恩
是要賜給萬國萬民的百姓，
而不是侷限於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
 在這裡馬太的神學跟路加的神學
是完全一致的
而他們不同的側重點相輔相成 –
告訴我們耶穌是以色列的救主、
是萬民的救主！

第二個不同點…
 路加記述耶穌族譜，說耶穌是大衛的兒子拿單的後裔
路加記述耶穌族譜 說耶穌是大衛的兒子拿單的後裔
 馬太卻說耶穌是所羅門的後裔
所以從大衛之後這兩份族譜分成了兩條線，
一直到所羅巴伯才有短暫的結合，
兩代之後這兩份族譜又分開了，
一直到約瑟跟馬利亞的時候才又合在一起。
很多聖經批判學者說馬太跟路加是相互矛盾的
很多聖經批判學者說馬太跟路加是相互矛盾的。
但一個古老的理論、到今天仍然是福音派神學主流的解釋：
 馬太所記載的是耶穌的父系族譜
 路加所記述的是耶穌的母系族譜，是馬利亞家族的族譜
但是批判聖經的學者說
但是批判聖經的學者說：
至今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的考古文獻顯示，
在新約時代不論是猶太人、希臘、羅馬人，
有記述母系族譜的習慣…

馬太跟路加都強調耶穌繼承了大衛的寶座，
祂是猶太人的王
猶太
– 祂自己說祂是為此而生。


在律法上，祂的父親必須是大衛的後裔，
馬太的族譜讓我們看見，祂的父親約瑟是大衛的子孫，
所以耶穌在律法上有資格繼承大衛的寶座
 耶穌必須在血緣上也是大衛的子孫，
耶穌必須在血緣上也是大衛的子孫
耶穌跟約瑟之間沒有血緣關係…
這個血緣就必須從祂的母親而來，
這個血緣就必須從祂的母親而來
所以耶穌的母親也必須是大衛的後裔，
這就是路加的側重點 – 用這份族譜要告訴我們
耶穌在血緣上也是大衛的子孫
所以馬太跟路加相輔相成：
基督在律法上、血緣上都是大衛的後裔，
因此祂作為完全的人 真人，就繼承了大衛的寶座，
因此祂作為完全的人、真人，就繼承了大衛的寶座，
統治上帝那眼不能見的天國、也就是無形的以色列。

在那個歷史文化背景
記述母系族譜是非常不尋常的，
記述母系族譜是非常不尋常的
但是路加在記述耶穌族譜的時候，
 記述的乃是永生上帝道成肉身
 而且是歷史上面，有一位童貞女生子
這是極不尋常的事件
這是極不尋常的事件。
路加筆下的耶穌族譜是從子孫的名字開始記載，
記載追溯回到祖先，這種倒敘法
在那個時代的族譜當中，也是非常少見的。
所以這更加說服我們路加是故意用不尋常的記述法，
來記述耶穌的族譜：
倒敘法加上母系族譜，
這種不尋常的敘述法，
其實就最適合這麼 個
其實就最適合這麼一個
不尋常的童女生子的事件。

第三點、馬太記載耶穌族譜記載了四十一代，
路加記載了七十六代 這個沒有問題
路加記載了七十六代，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猶太人記載族譜總是有跳代的習慣。
 路加是用比較客觀的方式記載所搜尋到的史料，
他找到耶穌的母系族譜，就照著抄錄下來，
這份族譜從亞當到耶穌記了七十六代，
而這中間肯定會有斷代的，七十六就是七十六，
它沒有特別的文學上的 或者屬靈上的含意
它沒有特別的文學上的、或者屬靈上的含意


馬太所記述的這份耶穌族譜也是合乎史實的，
馬太顯然沒有抄錄那 份耶穌的父系族譜
馬太顯然沒有抄錄那一份耶穌的父系族譜，
而是選擇性地從他所找到的族譜記載了四十一代，
這 十 代 十 為單
分成了 組
又把這四十一代以十四為單位、分成了三組…

太一17 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

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
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那十四是什麼意思呢？
有時聖經用一些數字，
純粹是記載史實、沒有特殊的寓意，
但是有 些數字在聖經文學中是有特殊含意的
但是有一些數字在聖經文學中是有特殊含意的…
「十二」代表的是上帝的揀選，
舊約有十二支派 新約有十二使徒
舊約有十二支派、新約有十二使徒
「七」是屬乎上帝自己的數字，
代表的是上帝的完美、上帝的主權，
所有七以及七的倍數，
都與上帝自己息息相關
馬太選擇性地抄錄耶穌族譜，
以 七」的倍數作為單位，
以「七」的倍數作為單位，
很顯然是要刻意強調
這段家族歷史是上帝在主導的
這段家族歷史是上帝在主導的、
上帝是這個歷史的主宰。

馬太的耶穌族譜以十四代為一組，每組屬於不同的歷史時期…
第一組 是列組時期到士師時代，
 以色列並沒有君王，耶和華親自作以色列的王
 這一組以大衛收尾、大衛又是第二組的第一位，
就突顯大衛在整個救恩歷史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的角色
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的角色
 他不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第一位是掃羅，
是第 位真正代表以色列領受上帝聖約的君王
是第一位真正代表以色列領受上帝聖約的君王
 耶和華沒有跟掃羅立約，但跟大衛立了大衛之約，
使得大衛成為基督的預表，
大衛因著這個約，他的寶座就指向萬王之王的寶座
第二組 所記載的是猶大的列王，
當中有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看為惡的，
但整體而言，從以色列有了君王開始，
這個國度就已經開始悖逆上帝的旨意、偏行己路了！

上帝允許以色列人偏行己路，
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脫離罪的捆綁。
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脫離罪的捆綁
列王時期就是注定指向被擄時期的，
 先是北國以色列、後是南國猶大，
從亞述、巴比倫、波斯、一直到羅馬帝國，
被擄於異邦，是以色列人
要為自己立君王時就已經注定的事情
 馬太筆下的耶穌族譜第三組就是從被擄時期開始的，
馬太筆下的耶穌族譜第三組就是從被擄時期開始的
 那時大衛王潮已經被廢棄
 以色列人盼望彌賽亞的降臨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不論在巴比倫、耶路撒冷，他們都是客旅、是寄居的，
需要耶和華與他們同在 需要 位真正的救主在他們中間
需要耶和華與他們同在，需要一位真正的救主在他們中間，
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
而基督的降生正好就回應了被擄時期以色列人的呼求，
以及他們最深刻的難題 –
也就是神學上面稱為惡的難題 或者是神義論的難題
也就是神學上面稱為惡的難題、或者是神義論的難題，
探討的就是上帝真的是公義的嗎？
祂真的是慈愛的嗎？祂真的愛我們嗎？
 如果祂是全能者、祂有能力救拔我們脫離苦難
 如果祂愛我們、祂不會願意我們遭受這些苦難

回歸耶路撒冷以後，仍然被外邦人統治、沒有自己的君王，
 可是有很多敬虔公義的人終日等候
是有 多敬虔公義的人
等
彌賽亞的降臨、耶和華回來統治他們
 因為被擄時期教導了他們一個功課，
他們需要耶和華親自來作他們的王

但是很明顯的，以色列人被擄於巴比倫，
眾人都嘲笑他們 – 你們的神在哪裡呢？
人要找神找不到，人找到的一定不是真神，
因此上帝親自來找人 – 道成了肉身，
就回答了被擄時期那個最深刻的問題。

我們看見馬太筆下那十四代一組、共四十一代的族譜，
在在指向耶穌基督…
在在指向耶穌基督
 馬太強調的是上帝在整個歷史當中的引導，
強調人類歷史就是救恩歷史
 路加強調的是歷史的自然性，他作為一位史學家，
找到一份族譜記載了七十六代，就抄錄下這七十六代，
用最自然的方法記載耶穌族譜，
是要告訴我們救恩歷史就是人類歷史
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以色列人被擄於巴比倫，曉得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巴比倫的時候終日以眼淚當飲食，
時時刻刻都想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
時時刻刻都想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
但是被擄歸回以後，追憶當年大衛王朝最輝煌的時候，
在歷代志當中就記載了大衛在耶和華面前說：
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而福音書讓我們看見 –
我們的主耶穌來到這個地上，
我們的主耶穌來到這個地上
狐狸有洞、飛鳥有窩，
人子來卻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
祂在地上走天路，
為的是要帶領我們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為的是要帶領我們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因此馬太、路加筆下，所記載的這段歷史 –
最後這段被擄時期、一直到耶穌降生的時候，
都仍然在羅馬帝國的統治底下，
就教導基督徒就連在今天
就教導基督徒就連在今天，
也要有這樣子屬天的意念：
要知道我們今天在地上所想望的
要知道我們今天在地上所想望的，
是主耶穌已經去到的那個地方，
祂在父的家中已經為我們預備了地方，
我們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