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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成为人：耶稣族谱（上）神成为人：耶稣族谱（上）
上一堂我们讲到耶稣是永生上帝，

而永生上帝成为了人 –
他在这个世界上有 母 有祖先他在这个世界上有父母、有祖先。

圣经有两份耶稣族谱：

份在 太福音一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一份在路加福音，第三章23 – 38
两份族谱有很多相异的地方 其中 些出入比较好解释两份族谱有很多相异的地方，其中一些出入比较好解释，

另一些地方可能需要比较仔细地去解释，譬如 –
路加：耶稣是大卫的儿子 拿单的后裔路加：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裔

马太：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裔

所以耶稣到底是谁的后裔？所以耶稣到底是谁的后裔？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爸爸。

十九世纪开始很多的圣经批判学者就认为十九世纪开始很多的圣经批判学者就认为

圣经在这里出现了矛盾、这是圣经有误的一个证据…

这些批判学者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
在新约正典形成 初代教会制定圣经正典时在新约正典形成、初代教会制定圣经正典时，

分辨哪一些书卷是 / 不是上帝的话语时，

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非矛盾律」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非矛盾律」，

 如果两卷书相互矛盾的话，

这两卷书不能同时作为上帝的话语这两卷书不能同时作为上帝的话语，

被收录在圣经的正典当中

初代教会在筛选圣经正典时，初代教会在筛选圣经正典时，

把一切跟使徒传下来的信仰有矛盾的书卷都剔除掉了

所以我们就要问了 –大公教会所以我们就要问了 大公教会
在制定正典的时候，有可能收录两卷

他们认为是明显互相矛盾的福音书吗？

马太跟路加的耶稣族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如果仔细去研究，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地方如果仔细去研究，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地方

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使用正叙
 从亚伯拉罕祖先开始讲

使用倒叙法
从耶稣开始讲

一直讲到子孙，

讲到基督

从子孙开始追溯回祖先，
追溯回亚当

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始祖，

 以色列人称呼亚伯拉罕作我祖亚伯拉罕 以色列人称呼亚伯拉罕作我祖亚伯拉罕，

基督徒说他是信心之父
上帝与选民立约的时候上帝与选民立约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由亚伯拉罕作为选民的代表

亚伯拉罕之约出自 创十二到十七，亚伯拉罕之约出自 创十 到十七，

神多次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亚伯拉罕

要从他的后裔生出一个国度来，

这个国度就是上帝自己的国度



创十七6b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君王是复数的，但以色列历史上所有的君王都指向一位 –
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

马太用亚伯拉罕作为这份族谱的开始，

要强调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要强调 帝与 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

就是建立上帝国度的那个约，

 神所差来的基督要作这个国度的百姓的救主

他要作这个国度的君王
 耶稣是以以色列人的救主的身分被放在这份族谱上面

马太在讲国度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脱了种族的局限…
太廿八大使命，耶稣吩咐门徒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都作我的门徒。
所以马太笔下的上帝国度，

并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是应许的后裔。

马太叙述完耶稣族谱以后，接着就记载天使对约瑟显现，

吩咐约瑟要给孩子取名叫耶稣 就是「拯救」的意思吩咐约瑟要给孩子取名叫耶稣 – 就是「拯救」的意思，

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

 这百姓并不是种族上的犹太人 这百姓并不是种族上的犹太人

 诚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这后裔

不是从肉身生的、是从应许生的不是从肉身生的、是从应许生的

所以圣子来到世界上，

要作亚伯拉罕后裔的救主、要作这国度的君王。要作亚伯拉罕后裔的救主、要作这国度的君王。
这个是马太所侧重的，

所以他以亚伯拉罕作为族谱的始祖。

马太讲的天国乃是召自万民的一个国度，

而这侧重点在路加笔下的耶稣族谱就更明显了 –加
路加笔下的耶稣族谱不是以亚伯拉罕为始祖，

而是直接追溯到亚当 – 他是全人类的始祖。

这要告诉我们耶稣来，是要作万族万民的救主。

上帝与亚当立约，神学上叫做「亚当之约」，

亚当代表的是全人类 不光是上帝的百姓 上帝的选民亚当代表的是全人类，不光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选民。

这个约在神学上又称为行为之约、工作之约，

 只要亚当在行为上顺服上帝 只要亚当在行为上顺服上帝，

上帝就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

 但是假如他不顺服 但是假如他不顺服，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

结果亚当选择堕落，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结果亚当选择堕落，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

没有满足行为之约的条件，

因此得不到行为之约的应许。

路加以亚当作为耶稣族谱的上的始祖，是要告诉我们 –
亚当所失败的那一点，就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那一点所 那 ， 是 督 我 成 那

亚当没有成就的义，现在由基督成就了

亚当没有顺服上帝，耶稣却已完全地信靠、顺服了上帝

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 –耶稣就是第二位亚当。

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离弃了神；

现在耶稣作为上帝召自万民的百姓的代表现在耶稣作为上帝召自万民的百姓的代表，

就满足了他作为人与神所立的约，

他满足了上帝所要求的完美的义他满足了上帝所要求的完美的义。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路加以 当作为始祖 就强调了救恩路加以亚当作为始祖，就强调了救恩
是要赐给万国万民的百姓，

而不是局限于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不是局限于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

在这里马太的神学跟路加的神学
是完全 致的是完全一致的

而他们不同的侧重点相辅相成 –
告诉我们耶稣是以色列的救主、

是万民的救主！



第二个不同点…
路加记述耶稣族谱 说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裔路加记述耶稣族谱，说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裔

马太却说耶稣是所罗门的后裔
所以从大卫之后这两份族谱分成了两条线所以从大卫之后这两份族谱分成了两条线，

一直到所罗巴伯才有短暂的结合，

两代之后这两份族谱又分开了两代之后这两份族谱又分开了，

一直到约瑟跟马利亚的时候才又合在一起。

很多圣经批判学者说马太跟路加是相互矛盾的。很多圣经批判学者说马太跟路加是相互矛盾的。

但一个古老的理论、到今天仍然是福音派神学主流的解释：

马太所记载的是耶稣的父系族谱马太所记载的是耶稣的父系族谱

路加所记述的是耶稣的母系族谱，是马利亚家族的族谱

但是批判圣经的学者说：

至今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考古文献显示，

在新约时代不论是犹太人、希腊、罗马人，

有记述母系族谱的习惯…

在那个历史文化背景
记述母系族谱是非常不寻常的记述母系族谱是非常不寻常的，

但是路加在记述耶稣族谱的时候，

 记述的乃是永生上帝道成肉身 记述的乃是永生上帝道成肉身
 而且是历史上面，有一位童贞女生子
这是极不寻常的事件这是极不寻常的事件。

路加笔下的耶稣族谱是从子孙的名字开始记载，

记载追溯回到祖先 这种倒叙法记载追溯回到祖先，这种倒叙法
在那个时代的族谱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这更加说服我们路加是故意用不寻常的记述法所以这更加说服我们路加是故意用不寻常的记述法，

来记述耶稣的族谱：

倒叙法加上母系族谱倒叙法加上母系族谱，

这种不寻常的叙述法，

其实就最适合这么一个其实就最适合这 个

不寻常的童女生子的事件。

马太跟路加都强调耶稣继承了大卫的宝座，

是犹太人的王 自 说 是为 生他是犹太人的王 – 他自己说他是为此而生。

在律法上，他的父亲必须是大卫的后裔，

马太的族谱让我们看见，他的父亲约瑟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耶稣在律法上有资格继承大卫的宝座

耶稣必须在血缘上也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必须在血缘上也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跟约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血缘就必须从他的母亲而来这个血缘就必须从他的母亲而来，

所以耶稣的母亲也必须是大卫的后裔，

这就是路加的侧重点 – 用这份族谱要告诉我们这就是路加的侧重点 – 用这份族谱要告诉我们

耶稣在血缘上也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马太跟路加相辅相成：所以马太跟路加相辅相成：

基督在律法上、血缘上都是大卫的后裔，

因此他作为完全的人、真人 就继承了大卫的宝座因此他作为完全的人、真人，就继承了大卫的宝座，

统治上帝那眼不能见的天国、也就是无形的以色列。

第三点、马太记载耶稣族谱记载了四十一代，

路加记载了七十六代 这个没有问题路加记载了七十六代，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犹太人记载族谱总是有跳代的习惯。

路加是用比较客观的方式记载所搜寻到的史料路加是用比较客观的方式记载所搜寻到的史料，

他找到耶稣的母系族谱，就照着抄录下来，

这份族谱从亚当到耶稣记了七十六代这份族谱从亚当到耶稣记了七十六代，

而这中间肯定会有断代的，七十六就是七十六，

它没有特别的文学上的、或者属灵上的含意它没有特别的 学 的、或者属灵 的含意

马太所记述的这份耶稣族谱也是合乎史实的，

马太显然没有抄录那一份耶稣的父系族谱，马太显然没有抄录那 份耶稣的父系族谱，

而是选择性地从他所找到的族谱记载了四十一代，

又把这四十一代以十四为单位、分成了三组…

太一17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

单

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
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那十四是什么意思呢？

数字有时圣经用一些数字，

纯粹是记载史实、没有特殊的寓意，

但是有 些数字在圣经文学中是有特殊含意的但是有一些数字在圣经文学中是有特殊含意的…
「十二」代表的是上帝的拣选，

旧约有十二支派 新约有十二使徒旧约有十二支派、新约有十二使徒

「七」是属乎上帝自己的数字，

代表的是上帝的完美 上帝的主权代表的是上帝的完美、上帝的主权，

所有七以及七的倍数，

都与上帝自己息息相关都与上帝自己息息相关

马太选择性地抄录耶稣族谱，

以「七」的倍数作为单位以「七」的倍数作为单位，

很显然是要刻意强调

这段家族历史是上帝在主导的、这段家族历史是 帝在主导的、

上帝是这个历史的主宰。

马太的耶稣族谱以十四代为一组，每组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第一组 是列组时期到士师时代，

 以色列并没有君王，耶和华亲自作以色列的王

大 大 第 位这一组以大卫收尾、大卫又是第二组的第一位，

就突显大卫在整个救恩历史

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角色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角色

 他不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第一位是扫罗，

是第 位真正代表以色列领受上帝圣约的君王是第一位真正代表以色列领受上帝圣约的君王

 耶和华没有跟扫罗立约，但跟大卫立了大卫之约，

使得大卫成为基督的预表使得大卫成为基督的预表，

大卫因着这个约，他的宝座就指向万王之王的宝座

第二组 所记载的是犹大的列王第二组 所记载的是犹大的列王，

当中有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看为恶的，

但整体而言 从以色列有了君王开始但整体而言，从以色列有了君王开始，

这个国度就已经开始悖逆上帝的旨意、偏行己路了！

上帝允许以色列人偏行己路，

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罪的捆绑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罪的捆绑。

列王时期就是注定指向被掳时期的，

先是北国以色列 后是南国犹大先是北国以色列、后是南国犹大，

从亚述、巴比伦、波斯、一直到罗马帝国，

被掳于异邦 是以色列人被掳于异邦，是以色列人

要为自己立君王时就已经注定的事情

马太笔下的耶稣族谱第三组就是从被掳时期开始的，马太笔下的耶稣族谱第 组就是从被掳时期开始的，

 那时大卫王潮已经被废弃

 以色列人盼望弥赛亚的降临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回归耶路撒冷以后，仍然被外邦人统治、没有自己的君王，

 可是有很多敬虔公义的人终日等候敬虔 义 人
弥赛亚的降临、耶和华回来统治他们

 因为被掳时期教导了他们一个功课，

他们需要耶和华亲自来作他们的王

不论在巴比伦、耶路撒冷，他们都是客旅、是寄居的，

需要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需要 位真正的救主在他们中间需要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需要一位真正的救主在他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而基督的降生正好就回应了被掳时期以色列人的呼求而基督的降生正好就回应了被掳时期以色列人的呼求，

以及他们最深刻的难题 –
也就是神学上面称为恶的难题、或者是神义论的难题，也就是神学上面称为恶的难题、或者是神义论的难题，

探讨的就是上帝真的是公义的吗？

他真的是慈爱的吗？他真的爱我们吗？他真的是慈爱的吗 他真的爱我们吗

 如果他是全能者、他有能力救拔我们脱离苦难

 如果他爱我们、他不会愿意我们遭受这些苦难

但是很明显的，以色列人被掳于巴比伦，

众人都嘲笑他们 –你们的神在哪里呢？
人要找神找不到，人找到的一定不是真神，

因此上帝亲自来找人 –道成了肉身，

就回答了被掳时期那个最深刻的问题。



我们看见马太笔下那十四代一组、共四十一代的族谱，

在在指向耶稣基督在在指向耶稣基督…
马太强调的是上帝在整个历史当中的引导，

强调人类历史就是救恩历史强调人类历史就是救恩历史
路加强调的是历史的自然性，他作为一位史学家，

找到一份族谱记载了七十六代 就抄录下这七十六代找到一份族谱记载了七十六代，就抄录下这七十六代，

用最自然的方法记载耶稣族谱，

是要告诉我们救恩历史就是人类历史是要告诉我们救恩历史就是人类历史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以色列人被掳于巴比伦 晓得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以色列人被掳于巴比伦，晓得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巴比伦的时候终日以眼泪当饮食，

时时刻刻都想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时时刻刻都想要 到耶路撒冷去敬拜 帝。

但是被掳归回以后，追忆当年大卫王朝最辉煌的时候，

在历代志当中就记载了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而福音书让我们看见 –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狐狸有洞、飞鸟有窝，
人子来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人子来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他在地上走天路，

为的是要带领我们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为的是要带领我们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因此马太、路加笔下，所记载的这段历史 –
最后这段被掳时期 一直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最后这段被掳时期、 直到耶稣降生的时候，

都仍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

就教导基督徒就连在今天，就教导基督徒就连在今天，

也要有这样子属天的意念：

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想望的，

是主耶稣已经去到的那个地方，

他在父的家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