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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馬太福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在馬太福音出現的次數，遠遠超過其餘三卷福音書
 在馬太福音的敘述裡，第一個出現的義人是約瑟，
約瑟的身影投射在馬太的舞台上 為義畫出了身量
約瑟的身影投射在馬太的舞台上，為義畫出了身量
諷刺的是，從福音書到聖誕卡、聖誕節教堂裡的聖景，
約瑟總是默默無聲的，不需要有任何的對白 動作，
約瑟總是默默無聲的，不需要有任何的對白、動作，
就老老實實地站在嬰孩的後面、
或是馬利亞的身旁；
他的存在其實不構成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讀完了第二章，基本上約瑟就消失了。
讀完了第二章 基本上約瑟就消失了


到了 太十三55 再出現，也不過是指涉耶穌的一個人 –
這人不是那木匠的兒子嗎？
那木匠就是約瑟，連名字都沒有。
所 讀完 章 後 發現約瑟
所以讀完二章以後，發現約瑟
完全從馬太福音的舞台消失了。

太一18 - 25

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

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
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
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
20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
「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大衛的子孫約瑟 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22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23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24 約瑟醒了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
起來 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
25 只是沒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今天的主題是「義人的身量」，如果有義人的身量的話，
怎麼量度呢？究竟做了什麼事
怎麼量度呢？究竟做了什麼事，以致馬太福音稱他為義人呢？
致馬太福音稱他為義人呢？
更根本的是什麼叫義？什麼是義人？
究竟在那個時候的義 是個怎麼樣的概念？
究竟在那個時候的義，是個怎麼樣的概念？
那個時候人認為是義人的，是怎麼樣的一個模樣？
那時的人說義，有點像古代中國文化裡面說的：
那時的人說義
有點像古代中國文化裡面說的：
義者、宜也，合宜的意思，
 所謂的義，就是你做的事情是恰當、合宜
 在這樣的的文化的習俗、禮教裡，
就是了做合宜之事的人，就是義人了
比方說：在那時一個男的、發現婚前他的對象女方
出現不能接受、不合體統的情況的話，
義、合宜的做法就是休妻…
當這樣做時 這個作為 決定是義的 也算是義人
當這樣做時，這個作為、決定是義的，也算是義人，
那是那個時候一種的想法、一種的操作。

約瑟聽說馬利亞未婚懷孕，當然不是自己所出了，
 所以約瑟要休馬利亞，就是合宜之事、應有之義
所以約瑟要休馬利亞 就是合宜之事 應有之義
 在古代某些情況休妻是合宜的，
在特定的個案是必須、甚至是應該的
經文說「許配了給約瑟」，許配是一個約，
必須有證人，既然有證人、也就是公開的，
所以休妻的過程也應該是公開的，
會使得馬利亞受到明明很大的羞辱
會使得馬利亞受到明明很大的羞辱，
在這種情況之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責任也不在於約瑟。
在馬利亞以外的人沒有人知道她是從聖靈裡面懷孕的，
在馬利亞以外的人沒有人知道她是從聖靈裡面懷孕的
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
還沒有出嫁的女孩懷孕了 能有怎麼樣的情況呢？
還沒有出嫁的女孩懷孕了，能有怎麼樣的情況呢？
 當然休妻就是不二之想
 如果因為這個休妻帶來馬利亞羞辱的話，
也是可以預期、也是可以理解甚至接受的

可是經文告訴我們 – 約瑟是個義人，
他 做 般
他不做一般人以為義、合宜的事，他怎麼做呢？
為義 合宜的事 他怎麼做呢？
馬太：他暗暗地休妻，免得這未過門的女孩
明明的受到羞辱 約瑟放棄了 般人以為的義
明明的受到羞辱。約瑟放棄了一般人以為的義。
在那候的文化、宗教禮俗，合宜的事就是把她休了，
一般人都認為是對的、合宜的，這樣做的人是義人，
可是約瑟放棄一般人以為的義。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就不知不覺的過程裡面，
成為神救贖計劃裡面的一員了！
 約瑟的義已經是到了
約瑟的義已經是到了一個更高的義的境況裡面
個更高的義的境況裡面
 成為一個真正的義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
馬太：正思念這事的時候，
我在想這一定不是個容易作的決定，
究竟應該怎麼樣做 才可以不讓這個女孩受到更多的羞辱？
究竟應該怎麼樣做，才可以不讓這個女孩受到更多的羞辱？
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妻還得要休的…

我們在讀馬太福音的時候，就發現「暗暗地」也是挺有趣的…
 可以做好事，
可以做好事
像約瑟免得他沒有過門的妻子受到更大的羞辱
 也可以做壞事，第二章 大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
對博士說：你告訴我出生君王在哪裡出生，
我好去拜他。
大希律說的好好去拜他，其實是要殺掉他，
所以這個暗暗地 就是不懷好的動機的
所以這個暗暗地，就是不懷好的動機的

正思念這些事的時候，主的使者在夢中向他顯現，
向他說話了 「儘管娶過來 她是從聖靈懷了孕
向他說話了：「儘管娶過來，她是從聖靈懷了孕。」
他就遵著主的使者所吩咐的把妻子娶過來。

約瑟的暗暗地休妻卻是用心良苦，
將原來可以很清楚把責任歸到對方的情況之下，
將原來可以很清楚把責任歸到對方的情況之下
因為暗暗地就轉嫁到自己，不把那個問題抖出來，
究竟是誰對誰
怎麼樣的問題
有 多
道
究竟是誰對誰錯、怎麼樣的問題，沒有太多人知道，
所以這個休妻，責任在哪一個人身上？就變得挺不清楚的。

正如約瑟的義，不是一般人的義，
他的作為也不是 般人的作為
他的作為也不是一般人的作為，
 一般人會依章處理，公開休了這個
還沒有過門、可是懷了孕的妻子，管她羞辱不羞辱
 約瑟卻想暗暗地把她休了，免得她明明地受到羞辱
可是就在他思念的過程當中，神行動了
可是就在他思念的過程當中
神行動了 –
藉著祂的使者在夢裡，讓約瑟知道應該怎麼樣地行。

對於約瑟來講，他自己扛上了這樣的一個責任，
對於約瑟來講
他自己扛上了這樣的 個責任
他的義也是超過了一般人所以為、所習慣、所操作的義。

從約瑟的思念、到約瑟的起來行動，
約瑟的 念
約瑟的起來行動
中間是神使者的信息，重點可能是夢，
更大的重點是神的行動，
更大的重點是神的行動
神藉著這個夢、通過祂的使者，
讓約瑟知道應該怎麼行。

約瑟是馬太福音的第一個義人，可是關於他的經文少之又少，
如果仔細從 馬太福音第一章
馬太福音第 章 一直讀讀到
直讀讀到 二十八章，
你發覺約瑟長怎麼樣子、怎麼樣性格，並不清楚，
甚至有一種讓人感覺可有可無的情況。
雖然他的身量是如此地不起眼，
約瑟的生命卻是非常地讓我們感覺到觸動，
義，不在於他做什麼、不做什麼
義，在於他敢為神做什麼
義，在於他為神不做什麼，不以自己的計算、邏輯來行事
義 在於他的夢 基於神恩情的救贖
義，在於他的夢，基於神恩情的救贖、
拯救自己百姓從罪惡出來的夢
這個義 這個夢 充滿了艱困 苦痛 險峻
這個義、這個夢，充滿了艱困、苦痛、險峻。
約瑟是第一個義人，可是他成為第一個義人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以為是容易嗎？
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以為是容易嗎？
中間的苦痛、糾纏，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

我們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我們跟從耶穌，
成為祂的門徒 跟從者 我們領受 分享
成為祂的門徒、跟從者，我們領受、分享，
 祂向我們展現的義，跟從祂的腳蹤行、學像祂
 分享祂的夢想 – 把天國的福音帶給許許多多的人…
把天國的福音帶給許許多多的人
馬太福音的那個夢，不是我們以為的浪漫的夢，
那個義，不是我們以為的那種的計算 考量 邏輯，
那個義，不是我們以為的那種的計算、考量、邏輯，
義，是敢為神不做什麼，去行上帝要我們行的，
義，就是敢為神做什麼，就是吃虧也能夠做。
馬太福音向我們彰顯的義人的身量，第一個義人就是約瑟，
看起來可有可無，可是他的身影卻是如此地巨碩，
也許在我們生命當中，也看到許多看起來可有可無的人，
 這些看起來可有可無的人，極可能是上帝的工作
 要是你覺得自己是可有可無的話，希望你不要小看自己，
要相信那掌管歷史的上帝可 在你的生命當中
要相信那掌管歷史的上帝可以在你的生命當中，
讓你成為義人、分享祂的夢、成為神手中的器皿

聖經裡面的義，不是在我們的計算、籌畫、考量裡面；
聖經裡面的夢 也 是我們 為的那種浪漫
聖經裡面的夢，也不是我們以為的那種浪漫。
可是這是藉著這些義、這些夢，使得我們看見神的面容，
使得我們能夠經歷祂的恩情 看到祂手中的工作
使得我們能夠經歷祂的恩情、看到祂手中的工作。
這個義人的身量不僅僅在約瑟的身上彰顯，
也出現在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的身上
也出現在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身上，
廿七章 彼拉多的妻子說：這是一個義人。
是怎麼樣的一個義人呢？耶穌有沒有夢想？
當然有，就是救贖祂的百姓從罪惡裡面出來，
要讓所有人能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要讓所有人能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可是這個夢想帶來的是什麼？是經歷許多的厭棄、
被逼迫 甚至釘在十字架上面
被逼迫，甚至釘在十字架上面。
這個義人的身量彰顯在約瑟的生平當中，
彰顯在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身上
彰顯在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身上，
也會彰顯在每一個跟從耶穌基督的人身上。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在救恩的歷史裡面 藉著許許多多的人
在救恩的歷史裡面，藉著許許多多的人
向我們彰顯你的心意和情愛、你的信息、你的恩惠。
今天藉著馬太福音裡所記載的約瑟 –
一個常常忽略的人物，
我 竟
我們竟然發現他是馬太福音裡第一個的義人，
是馬
音 第 個的義人
當看到這樣一個看來可有可無的人物、
卻是主手中的器皿時，
我們帶著謙卑的心來到主的面前，
著
求主幫助我們敏感周遭的人、
也能夠體會自己也是能夠服事主的器皿。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位觀眾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學習忠心，
尋求更大的義，敢為神的緣故做神願意我們做的，
敢為神的緣故，放下自己的計算、籌算，
不做神不喜悅的事情，求主幫助我們。
垂聽我們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