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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成為人：耶穌族譜（下）神成為人：耶穌族譜（下）

馬太筆下的耶穌族譜分成三組，每一組有十四代。

第一組從亞伯拉罕開始，神與亞伯拉罕立約：

亞伯拉罕的子孫要像海邊的沙一樣眾多

亞伯拉罕的後裔要成為一個大國

亞伯拉罕要成為眾人的祝福，國度、君王都要從他而出

耶和華要作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亞伯拉罕跟他的後裔要藉由割禮分別為聖亞伯拉罕跟他的後裔要藉由割禮分別為聖，

作耶和華的子民、成為聖潔的子民，

這個在神學上叫做「亞伯拉罕之約這個在神學上叫做「亞伯拉罕之約」。

耶和華賜下律法給摩西的時候，就重申了亞伯拉罕之約…

利十一44-45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 要作你們的神；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神；

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神跟亞伯拉罕立約，就是要在地上建立

彼得筆下所提到的那個聖潔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彼得筆下所提到的那個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但是誰能建立這樣子一個國度呢？

上帝的國度 須由上帝親自建立上帝的國度必須由上帝親自建立、

作為這個國度的君王

這個國度的子民是神自己所揀選的人這個國度的子民是神自己所揀選的人

這國度的子民也需要有一個人作為選民的代表

來順服神的主權、作神的子民、成為聖潔的子民來順服神的主權、作神的子民、成為聖潔的子民…

神應許亞伯拉罕說：這個國度的子民

將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多將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多

但是一直到耶穌基督降生之前，

這個國度其實都不存在這個國度其實都不存在

或這個國度一直都不像上帝應許亞伯拉罕的那樣子

以色列在舊約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小國，以色列在舊約歷史上 直是 個小國

所以神所應許的這個大國，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大國必須是從萬國萬民所召來的，是基督所建立的那個國度，

這個國度今天已經降臨 而我們每天又在這個國度今天已經降臨，而我們每天又在

主耶穌教導的禱告當中、求這個國度的降臨。

在神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當中 提到君王要從他而出在神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當中，提到君王要從他而出，

君王是複數的，也就是以色列歷史上的眾君王

但每 位君王其實都指向萬王之王耶穌基督但每一位君王其實都指向萬王之王耶穌基督

所以基督的降生成就了上帝跟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君王從他而出。君王從他而出。

馬太筆下的耶穌族譜中第一組以亞伯拉罕為開始，

是要告訴我們：基督成就了亞伯拉罕之約，是要告訴我們：基督成就了亞伯拉罕之約，

基督作為神，親自到這個地上來建立了神的國度。

整個舊約歷史是聖靈為這個國度在作準備整個舊約歷史是聖靈為這個國度在作準備

整個新約歷史是聖靈建造基督在地上所創造的國度

基督的降生，乃是這個國度基督的降生 乃是這個國度

在地上的開始、在地上的創立



耶穌自己對羅馬的巡撫彼拉多說：

祂是猶太人的王 祂為此而生祂是猶太人的王，祂為此而生。

在神學上叫做「上帝國度在地上的起始(建立)」。

這是從耶穌基督開始的、基督自己來作這個國度的君王，這是從耶穌基督開始的、基督自己來作這個國度的君王，

因為祂是神，同時祂作為人，祂完全地信靠神

因此祂是這個國度裡第一個選民，因此祂是這個國度裡第 個選民，

祂成了第一個蒙神揀選的人進入這個國度

聖靈按照祂父神的旨意，

弗一4a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聖靈按照祂父神的旨意

就在祂裡面揀選了上帝國度的子民

弗 4a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我們是在基督裡蒙揀選的 –
祂作為人被神揀選 而我們在祂裡面也與祂 同蒙揀選祂作為人被神揀選，而我們在祂裡面也與祂一同蒙揀選

就是我們在祂裡面蒙揀選的時候，

神國度的子民就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般眾多神國度的子民就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般眾多

所以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乃是基督所成就的。

馬太筆下耶穌族譜的第二組，是從大衛開始的，

大衛之約 上帝與大衛立約大衛之約 – 撒下七12-16 上帝與大衛立約，

指向一個永恆、不能動搖的國度，

上帝應許自己要堅立祂的國度上帝應許自己要堅立祂的國度。

神與人所立的約，通常都是帶有條件的應許：

當人滿足了條件時，神就把應許賜給人。當人滿足了條件時，神就把應許賜給人。

聖經學者發現，聖經當中神與人立約的時候，

引用了古代近東文化當中一種約的形式引用了古代近東文化當中一種約的形式 –
宗主附庸條約…

大國對小國在約當中提出應許、條件，大國對小國在約當中提出應許 條件，

只要小國滿足作為附庸國的條件，

大國就會對小國盡宗主國的義務，包括：大國就會對小國盡宗主國的義務 包括

在軍事上捍衛附庸國的主權、抵禦外敵的侵略

條件通常不外乎附庸國對宗主國進貢，

宗主國要打仗時，附庸國出兵支援宗主國等等

神在舊約歷史上多次與人立約，

神跟亞伯拉罕 摩西 大衛立約 更早的挪亞之約神跟亞伯拉罕、摩西、大衛立約，更早的挪亞之約，

這的確是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

跟不同的人所立的約，跟不同的人所立的約，

這些約都是同一個所謂的「恩典之約」，

是帶有條件的應許，

來十二14b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是帶有條件的應許，

條件是什麼？就是你們要聖潔…

來十二14b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應許就是「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基督徒之為基督徒，不光是知道耶和華是神，

而是知道「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以色列人進迦南之前，

迦南人聽說以色列人要進迦南，心都消化了。

為什麼呢？因為知道以色列當中有真神！

以色列人到了耶利哥城下的時候，

耶利哥明明有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

但是他們卻鎖緊城門、不肯出來應戰，

因為他們知道耶和華是神因為他們知道耶和華是神。

知道耶和華是神並不足夠，

並不能使耶利哥人得救並不能使耶利哥人得救。

但是耶利哥城有一個人叫做喇合，

她是一個妓女，

她知道耶和華是有恩典的神，

所以她向耶和華求恩典、求憐憫

不只如此，她要耶和華來作她的神

於是她就因信得了憐憫、

她和她全家就因信得救。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連神與亞當所立的那個約，

也就是神學家所謂的「行為之約也就是神學家所謂的「行為之約」，

其實也具備同樣的應許與條件：

只要亞當在行為上始終保持聖潔順服耶和華，只要亞當在行為上始終保持聖潔順服耶和華，

就可以永遠活在耶和華面前、作耶和華的子民。

因此以亞當為人類代表的「行為之約因此以亞當為人類代表的「行為之約」，

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跟以基督為代表的「恩典之約」

是兩個不同的約，但是其中也有連貫性：是兩個不同的約，但是其中也有連貫性：

神與亞當立約，要亞當聖潔、然後神要作他的神

但是亞當墮落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能夠但是亞當墮落了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能夠

滿足這個約的條件 – 全然聖潔，

因為人是墮落的人、全然敗壞的人不可能聖潔因為人是墮落的人 全然敗壞的人不可能聖潔

保羅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怎麼辦？誰能滿足這個約的條件？惟獨基督，怎麼辦？誰能滿足這個約的條件？惟獨基督

基督自己道成肉身成為人，祂作為人是完全沒有罪的人。

林後五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原文的意思是不認識罪、沒有半點瓜葛

林後五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基督與罪之間沒有任何的瓜葛 祂沒有犯罪基督與罪之間沒有任何的瓜葛，祂沒有犯罪、

沒有罪的意念、也沒有原罪，但卻擔當了我們的罪，

祂愛神 順服神 以至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祂愛神、順服神，以至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祂又因為愛我們，所以為我們去死

祂這樣子來滿足了上帝的恩典之約的條件。祂這樣子來滿足了上帝的恩典之約的條件。

「約」與「揀選」是息息相關的兩個神學概念，

恩典之約的應許 神要作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祂的子民恩典之約的應許 – 神要作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祂的子民，

這就是上帝揀選的行動，沒有條件的 –
讓不配成為神子民的人成為神的子民、進入祂的國度，讓不配成為神子民的人成為神的子民、進入祂的國度，

也就是蒙神揀選的人必須要成為聖潔、

才能作神的子民、彰顯神揀選我們的目的才能作神的子民 彰顯神揀選我們的目的

滿足聖潔條件的乃是耶穌基督自己

神應許要堅立大衛的國度，

上帝國度的堅立始終離不開上帝子民的聖潔上帝國度的堅立始終離不開上帝子民的聖潔：

當以色列人聖潔、廢掉邱壇、遠離偶像、

敬拜耶和華的時候敬拜耶和華的時候，

以色列就得蒙上帝的堅立

當以色列人不聖潔、拜偶像、行淫、當以色列人不聖潔、拜偶像、行淫、

離棄耶和華的時候，

耶和華就使以色列遭到仇敵的攻擊、耶和華就使以色列遭到仇敵的攻擊

甚至被擄於亞述、巴比倫

以色列、猶大沒有一個君王以色列 猶大沒有 個君王

可以永遠地堅立大衛的國度，

大衛、所羅門、希西家、約西亞做不到。大衛 所羅門 希西家 約西亞做不到

在大衛寶座上永遠堅立、大衛國度國權的君王，

只有耶穌基督！

是祂堅立了耶和華與大衛所立的約。

馬太福音耶穌族譜的第三組，是從被擄時期開始的…
耶穌降生 就是為了拯救被擄的民回歸到上帝的國度耶穌降生，就是為了拯救被擄的民回歸到上帝的國度，

這就是恩典之約的核心 –
上帝應許要作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祂的子民，上帝應許要作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祂的子民，

就提出了一個「上帝國度」的概念

而耶穌來，就是要拯救我們脫離罪的捆綁，而耶穌來，就是要拯救我們脫離罪的捆綁，

如同神從前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捆綁

以色列人被擄於巴比倫這個邪惡的、屬肉體的國度，以色列人被擄於巴比倫這個邪惡的 屬肉體的國度

而神要拯救我們脫離這個國度，

進入祂那眼不能見的聖潔國度、成為屬神的子民。

在整個舊約歷史，被擄時期是以色列人最迫切求告耶和華的時代，

他們殷殷期盼耶和華應許的實現 – 耶和華親自來作他們的神、他們殷殷期盼耶和華應許的實現 耶和華親自來作 們的神

他們得以成為耶和華的子民，不再被地上的國度奴役，

不論在耶路撒冷、在巴比倫，耶和華親自來作他們的神，

因此被擄時期是以色列人最迫切等候彌賽亞的時期。



在馬太筆下耶穌就是降生在這麼一個時期當中，

雖然 般解經學者會區分被擄 歸回時期雖然一般解經學者會區分被擄、歸回時期，

認為以色列人在波斯統治下、

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以後，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以後，

就進入了回歸時期、或第二聖殿時期…
但馬太顯然認為：耶穌降生時以色列人在羅馬的統治下，但馬太顯然認為：耶穌降生時以色列人在羅馬的統治下，

跟過去被擄於巴比倫的時期，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所以把耶穌放在被擄時期的這一組所以把耶穌放在被擄時期的這 組

在這被擄時期神的子民殷殷期盼彌賽亞降臨，

實現耶和華與以色列的列祖所立的約。

耶穌的降生就實現了耶和華的應許、也滿足了應許附帶的條件，

如此馬太筆下的耶穌族譜讓我們看見 –如此馬太筆下的耶穌族譜讓我們看見

永恆的聖子降生為木匠的兒子，

其實是以整個以色列的救恩歷史當中的

恩典之約、甚至行為之約為背景。

基督的降生彰顯了耶和華是守約施慈愛的神、是信實的神，

祂的應許不會因為人的小信 背信而落空祂的應許不會因為人的小信、背信而落空，

反而人的叛逆、更加彰顯出祂的信實

神藉由人的叛逆、背信，彰顯祂的信實神藉由人的叛逆、背信，彰顯祂的信實

也是馬太筆下的耶穌族譜所呈現的重要主題。

馬太筆下的耶穌族譜有 個很特殊的公式馬太筆下的耶穌族譜有一個很特殊的公式，

就是：誰、從什麼氏生誰…
猶大從她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猶大從她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

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

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

但是論到一些特別不聖潔的人，但是論到 些特別不聖潔的人

特別在當時猶太教的眼光當中

根本不配作上帝子民、不配作以色列人的這些人，

馬太偏偏要用這個公式讓他們受到讀者的注意…

第一位是猶大，

為什麼馬太不講猶大生法勒斯和謝拉為什麼馬太不講猶大生法勒斯和謝拉，

就好像講其他人一樣，

偏偏要講猶大從他瑪氏生這兩個孩子？偏偏要講猶大從他瑪氏生這兩個孩子？

因為他瑪是猶大的媳婦，猶大在外面嫖妓，

不小心嫖到了自己的媳婦，就從這個媳婦生了兩個孩子。不小心嫖到了自己的媳婦，就從這個媳婦生了兩個孩子

聖經說耶穌是猶大支派的獅子…，聽起來很光榮，
結果馬太提醒我們：猶大支派的獅子乃是他瑪的後裔。結果馬太提醒我們 猶大支派的獅子乃是他瑪的後裔

這份族譜上面還有另外一個人 – 喇合，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

大部分解經學者認為喇合就是約書亞記

裡面的那個妓女喇合，是耶利哥城的人裡面的那個妓女喇合 是耶利哥城的人

耶利哥城在古代是一座邪淫的城市，

喇合身在這樣一座罪惡邪淫的城市當中，

又是這個城市當中的妓女！

來十一31a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來十 31a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來十一16b 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

耶穌被稱為妓女的子孫，並不以為恥！耶穌被稱為妓女的子孫，並不以為恥！

路得記形容了 位貞忠賢德的婦人路得記形容了一位貞忠賢德的婦人，

馬太寫作的背景

就是所謂第二聖殿猶太教的背景就是所謂第二聖殿猶太教的背景，

在那個時代，猶太人嚴禁跟外邦人通婚

馬太偏偏要告訴我們：馬太偏偏要告訴我們：

耶穌祖先當中就有這麼一個外邦人

因為耶穌來是要作萬民的救主因為耶穌來是要作萬民的救主，

祂的後裔不是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

是應許的後裔。是應許的後裔。



到了太一6，是耶穌族譜上最大的羞辱。

這裡告訴我們 耶穌是大衛的子孫這裡告訴我們，耶穌是大衛的子孫…
但是別高興得太早，馬太在這裡特地告訴我們，是所羅門，

所羅門是大衛跟烏利亞的妻所生的。所羅門是大衛跟烏利亞的妻所生的。

前面都講誰從什麼氏生誰，

這裡沒有講「大衛從拔示巴氏生所羅門」，這裡沒有講 大衛從拔示巴氏生所羅門」，

要特別講「大衛從烏利亞的妻生所羅門」。

這是大衛一生最大的汙點，這是大衛一生最大的汙點，

因為烏利亞是大衛手下忠心耿耿的勇士，

有一天大衛從窗口見到這位勇士烏利亞的妻子有 天大衛從窗口見到這位勇士烏利亞的妻子

拔示巴在戶外洗澡，動了淫念，把拔示巴叫來跟她上床

為了把她娶來，大衛就用一個計謀設計害死了烏利亞為了把 娶來 大衛就用 個計謀設計害死了烏利亞

後來大衛也悔改了，但這個是大衛一輩子最大的汙點！

大衛從烏利亞的妻生所羅門，大衛從烏利亞的妻生所羅門

而耶穌就是出自這一段淫亂與謀殺的歷史。

耶穌的族譜在這幾處不光彩的地方都提到了配偶，

之外唯一提到配偶的，就是講到約瑟、馬利亞，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這位蒙大恩的女子、

這位甘願受苦 順服作上帝使女的弱女子這位甘願受苦、順服作上帝使女的弱女子，

因聖靈感孕、將永恆的上帝生在世界上的女子，

怎麼能夠跟那些妓女、淫婦相提並論呢？怎麼能夠跟那些妓女、淫婦相提並論呢？

但神的兒子來到世界上，就是要作稅吏、妓女的朋友，

祂不以這些犯罪的祖先為恥 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不以為恥祂不以這些犯罪的祖先為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不以為恥…
耶穌降生就是要擔當這些人的罪

耶穌的家族史是一段罪惡歷史，耶穌的家族史是 段罪惡歷史，

這段歷史走到最關鍵的地方出現了耶穌基督，

祂沒有犯罪、不認識罪，但卻擔當了我們的罪，祂沒有犯罪 不認識罪 但卻擔當了我們的罪

受了神的刑罰、滿足了上帝的公義

祂來把這段罪惡的歷史變成上帝的救恩歷史，化腐朽為神奇，祂來把這段罪惡的歷史變成上帝的救恩歷史，化腐朽為神奇，

聖潔的神成為罪人的子孫，使人的犯罪歷史成為神的救恩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