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史密碼之三
主顯節瑪2:1-15



主顯節

教會的傳統對《主顯示自己》的瞭解
耶穌在約旦河受洗
加納婚宴
東方賢土來朝拜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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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 序言
2. 東方賢士
3. 白冷之星
4. 猶大白冷
5. 獻上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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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耶穌生日」與歷史不乎，大約應該不是主歷（公元）
零年

史料記載耶穌出生㇐定早過零年。因為賢土來朝時，
大黑落德仍然在世

另㇐證據是「白冷之星」。在中國的天文記錄中，記
載了在主前5年出現㇐顆彗星或是新星的誕生

根據以上證據，學者們推測耶穌出世應在主前6至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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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5

屠殺嬰孩

大黑落德逝世

主前4年 主歷（公元）零年

朝士來朝

主前5年

新星的誕生

主前6年

耶穌出世

主歷4年 主歷6-7年

分封候黑落
德阿爾赫勞
被罷免

敘利亞總督季
黎諾在猶太進
行人口調查



瑪竇福音和路加福音如何看待白冷

他們同意耶穌誕出生地是白冷
路加聖史相信納匝肋是若瑟和瑪利亞之家，白冷只作
短暫停留。他們在白冷是沒有居所的
瑪竇聖史認為白冷是若瑟和瑪利亞之家。由於他們逃
避黑落德王朝，所以遷居納匝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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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竇聖史 路加聖史

白冷 耶穌出生地 耶穌出生地

白冷 若瑟家鄉 只作短暫停留

納匝肋 遷居至此 若瑟家鄉

納匝肋 耶穌成長地 耶穌成長地



如何衡量其歷史性？（真？假？）
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經外文憲和證據來否定其歷史性，
所以導致不能下判斷

但學者們相信聖史是採用當代猶太文學體裁而寫的
米德辣市（Midrash）：有尋找之意。
經師們用具創意的方法為民眾解釋聖經，
利用經文中人物、事物或法律來引申，增添來說明
報導方式是按舊約的傳統內容編寫的
《耶穌的童年史》可以稱為「基督徒的米德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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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米德辣市

•米 5:1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最小的，但是，將
由你為我出生一位統治以色列的人，他的來歷源於亙古，遠自
永遠的時代。

•撒下5:2以前，連撒烏耳當我們的君王時，也是你率領以色列
出入征討；上主曾對你說過：你應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作以
色列的領袖。」

生於白冷

• 耶31:15上主這樣說：「聽！在辣瑪有嘆息聲，酸辛哭泣：辣
黑耳悲悼自己的兒子，不願受安慰，因為他們已不存在了！」屠殺嬰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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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24:17看見他，卻不是在現在；我望見他，卻不是
在近處：由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由以色列將興起一
權杖，擊碎摩阿布的額角，粉碎舍特一切子民的腦蓋。

白冷之星

•依60:3 萬民要奔赴你的光明，眾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
輝。賢土來朝

•詠60:6成群結隊的駱駝，以及米德楊和厄法的獨峰駝
要遮蔽你，牠們都是由舍巴滿載黃金和乳香而來，宣
揚上主的榮耀。

獻上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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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米德辣市

耶穌出世與梅瑟出世的平行報導
都有㇐位邪惡的君王來殘殺無辜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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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滿時刻

驟眼看第13節描述上主出谷的拯救行動，但是下句卻不是；反而
描述上主的創造工程，出谷經驗和創造經驗就結合在㇐起。詩人
表達過多次上主救贖的行動，視為上主的創造工程。

充軍後，㇐段回歸故土的經歷，也被視為再㇐次出谷，再次創造
現在耶穌降誕，相同的救贖行動再次獲得完滿。被標示為新創造、
新出谷、新梅瑟和新達味，和歸國，新以色列

在此完滿的時刻，默西亞來到人間，帶來救贖，完成上主的許諾

詠74:12 天主，從古以來是我的君主，是他在人世間實行了救助。

詠74:13 你以你的權能分開了大海，在水中擊破了毒龍的頭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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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看世界（當代）

從希臘走到羅馬
希臘：馬其頓王菲臘和其子亞歷山大大帝所推行帝國主義，
向波斯及其近東地區進行侵略，波斯的Magi我賢士反對

波斯人非常反感。他們的先知看到相似達尼爾先知有關四
個王國的神視（巴比倫、瑪待、波斯、希臘），㇐個接㇐
接衰敗，他們渴望真正波斯王朝的復興

羅馬：開始統治世界時，Magi對支持東方波斯王權，並
反對西方（羅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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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歷66年（耶穌死後三十多年，第㇐次猶太戰爭開始）

羅馬人平定了猶大的叛亂之後，接納了帕提雅(Parthian)
人梯里達底(Tiridates I ；主歷58-63) 為合法的亞美尼亞國
王(Armenia)

梯里達底帶領鄰近三個帕提雅領袖的兒子們組成朝聖隊伍。
往羅馬接受凱撒尼祿（主歷54-68 ）加冕，其中的隨行人
仕有Magi、親屬、僕役和三千多匹馬及許多羅馬人

㇐切費用由羅馬負擔。他們由本國出發，由東方巡行到西
方，目的地是羅馬，此行⾧達九個月。讓他們在凱撒前
「跪拜」並接受尼祿賜的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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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件深深地烙印在第㇐世紀地中海的世界之中
Magi是近東國王的資政，對國家有頗大的影嚮力
相信瑪竇聖史也熟記這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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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pinimg.com/originals/0b/40/c9/0b40c96bfc6730deeaae3ba822c4d5af.png

亞美尼亞



瑪竇聖史是如何編寫「賢士來朝」？

首先由Magi發現祂的星，並跟隨祂的星，尋找嬰孩耶穌，
找到後向祂朝拜，然後離開

在知道Magi是反對西方的帝國主義：羅馬的傳統下，他們
由東方來到西方的猶大尋找猶大的君王，承認祂才是萬王
之王，並會復興東方的王權

Magi不是代表某位君主朝覲默面亞，所以他們是從王權下
獲得解放的人，是自由地來到耶穌面前

Magi來到名不經傳的白冷，她是貧窮和謙虛的猶大地方，
所以祂恢復的東方王權也不是由權貴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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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方賢士 - Magi –智者 –觀星者

文憲記載，希臘史家赫魯多圖的「歷史」（Herodotus, Hs
1.107-204）著作中記載曾有賢士們觀天象而預言居魯士的
誕生，並取代巴比倫建立波斯帝國

在充軍期間的第二依撒意亞先知也曾預言居魯士是上主的
受傅者和牧者，要帶領遺民回歸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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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44:28 是我論及居魯士說：「他是我的牧人，他要履行我的㇐切計劃，要吩咐
重建耶路撒冷，奠基重修聖殿。」

依45:1 上主這樣對他的受傅者居魯士說：──我牽著他的右手，使他蹂躪他面前的列國，
解除列王的腰帶；我在他前開啟城門，使門戶不再關閉



於主前538年，居魯士擊敗巴比倫建立波斯帝國，並恩准一
切被前朝充軍的人皈國。從猶大充軍至巴比倫的人亦回客
納罕的猶大，重建聖殿，為君王舉祭獻

 遺民相信居魯士是上主手中的工具來結束充軍，並恢復以
色列國

這次《歸國》就被視為《天主的國》來到《完滿》的時刻

瑪竇聖史有東方賢士來到，宣佈：

一位君王和牧者誕生了，祂來完成上主的救贖工程

猶太人的君王，即是猶大地的君王，默西亞，達味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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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2:1-2 …看，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說：「纔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
那裏？我們在東方見到了他的星，特來朝拜他。」

瑪2:6 『你猶大地白冷啊！你在猶大的郡邑中，決不是最小的，因為將由
你出來㇐位領袖，他將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



3.白冷之星
賢士，可能來自波斯的司祭，屬於祆教（瑣羅亞斯德教，

Zoroastrian）
人們相信他們懂得天文學及有解夢的能力
他們尋找猶大人的新生王，因為看到了他的星剛昇起
人們認為㇐顆星晨的出現的天象往往象徵㇐個嬰孩的誕生
瑪竇聖史更願意讀者想起，上主對亞巴郎的許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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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5:5 上主遂領他到外面說：「請你仰觀蒼天，數點星辰，你能夠數清嗎？」
繼而對他說：「你的後裔也將這樣。」

創22:17 我必多多祝福你，使你的後裔繁多，如天上的星辰，如海邊的沙粒。你
的後裔必佔領他們仇敵的城門；



瑪竇聖史相信在他們的後裔之中，其中㇐位就是默西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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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32:13
求你記念你的僕人亞巴郎、依撒格和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向他們
起誓說：我要使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繁星那樣多；我所許的那整
個地方，必賜給你們的後裔，叫他們永遠佔有。」

編上
27:23

二十歲以下的，達味皆未予以統計，因為上主曾應許過要使以色列
的人數多如天上的星辰。

厄下9:23 你使他們的子孫繁衍，有如天上的繁星，領他們到你誓許與他們的
祖先，要去佔領的土地，

戶24:17
我看見他，卻不是在現在；我望見他，卻不是在近處：由雅各伯將
出現㇐顆星，由以色列將興起㇐權杖，擊碎摩阿布的額角，粉碎舍
特㇐切子民的腦蓋。



4.白冷

這是聖王達味的出生地

強調耶穌在白冷出世，祂就是應許的默西亞
雖然人稱祂為加里肋亞人，但是他仍是人們期待
的默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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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17:12 達味是猶大白冷的㇐個厄弗辣大人的兒子，那人名叫葉瑟，他有八
個兒子。此人在撒烏耳時，已經老了。同時也是他受傅的地方

撒上16:1-13

上主對撒慕爾說：「我既然廢棄了撒烏耳，不要他作以色列的君王，
你為他要悲傷到幾時呢？把你的角盛滿油，我派你到白冷人葉瑟那
裏去，因為在他的兒子中，我已為我選定了㇐位君王。」…撒慕爾
拿起油角來，在他兄弟們中給他傅了油。從那天起，上主的神便降
臨於達味。事後，撒慕爾起身回了辣瑪。



聖史多次強調是《猶大地白冷》

米5:1, 內容暗示依撒意亞書7:14的《納堂神喻》
的厄瑪奴耳，瑪竇聖史在1:23引用過

瑪竇聖史只引用牧放自己的羊群，立刻嫁接作以
色列的領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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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2:5-6

他們對他說：「在猶大的白冷，因為先知曾這樣記載：『你猶大地白冷
啊！你在猶大的郡邑中，決不是最小的，因為將由你出來㇐位領袖，他
將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

米5:1 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最小的，但是，將由你為我出生一
位統治以色列的人，他的來歷源於亙古，遠自永遠的時代

米5:3 他必卓然屹立，以上主的能力及上主他的天主之名的威權，牧放自己的
羊群。他們將獲得安居，因為他必大有權勢，直達地極。

撒下5:2 以前，連撒烏耳當我們的君王時，也是你率領以色列出入征討；上主曾
對你說過：你應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作以色列的領袖。」



上主向達味說：「你要牧放自己的羊群…」聖史企圖把耶穌
與味捆綁在㇐起

更有趣的地方是撒下5:2是北方十支派的領袖南下到赫貝龍邀
請達味時說的，並給達味傅油，擁立他作北方十支派的君王

這個細微的地方，足以說明耶穌不單只是選民的君王，更是
那些住在任何地方的《敬畏上主》的人的君王

還有聖史倒轉了米5:1 。保留了領袖將出自白冷米5:1的暗示，
因為耶路撒冷的領袖已經腐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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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2:5-6

他們對他說：「在猶大的白冷，因為先知曾這樣記載：『你
猶大地白冷啊！你在猶大的郡邑中，決不是最小的，因為將
由你出來㇐位領袖，他將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

白冷不是最小的

米5:1
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最小的，但是，將由你
為我出生㇐位統治以色列的人，他的來歷源於亙古，遠自永
遠的時代。

白冷是最小的



5.獻上之禮
瑪竇聖史相信，完滿的時刻已經開始；

《賢士來朝》更是滿全了先知們預言：由充軍開始，先知們
已預言國家將會成為萬民的光明，眾王都會看見充滿信德的
以色列，他們會帶著禮物來尋找真以色列，默西亞。因為上
主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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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60:3 萬民要奔赴你的光明，眾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輝。

依45:14 
上主這樣說：「埃及的工人，雇士的商人，以及色巴的巨人，都要
過來，歸屬於你；他們都要帶著鎖鍊追隨你後；並俯伏在你面前，
懇求你說：惟獨你這裡有天主，以外沒有別的神明。」

依49:7
上主，以色列的救主和聖者，向那極受輕慢，為列國所憎惡，且作
統治者奴役的人這樣說：「列王必要見而起立，諸侯必要見而下拜：
這是因為上主忠實可靠，以色列的聖者揀選了你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