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竇福音的密碼（一）
瑪1:1-25



瑪1:1-16

分三個部分來看聖史怎樣指出耶
穌基督就是選民期待的那㇐位
（Anointed One），默西亞

1. 由亞巴郎至達味（1:1-6a）
2. 由達味至流徙巴比倫（1:6b-11）
3. 由回歸故土至耶穌基督（1:12-16） https://i.pinimg.com/originals/b2/d4/b2/b2d4

b2cd67ea2e586d3b7f7f52ed301f.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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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聖經中的族譜，神學性的作用大過歷史性
為現代人制造不少誤解

族譜的目的：
說明㇐個人的來歷、提供合法性：
他的父親是誰，在宗族中的角色、他擁有多少
榮譽？他在社會上的位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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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若瑟在這裡宣稱耶穌是他的兒子，他成為耶穌在世
的父親

在父系社會中，只要父親說了，就沒有人可以改變
因為他承認耶穌，耶穌就有合法性，不再是不明不
白的。為初期教會有護教的目的
耶穌更被接納入若瑟之家，成為達味之子，進入
上主的救世工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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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竇福音是第㇐本新約（按教會傳統編排）

以 gensis作開始，叫人想起創世紀 – Gensis也是舊約第㇐本書，
同是梅瑟五書之始。目的提醒信徒：這是上主救贖工程的開始

為滿足舊約對默西亞的期待，默西亞必須是以下人物的兒子：
亞巴郎 創22:18 …地上萬民要因你(亞巴郎)的後裔蒙受祝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雅各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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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大 創49:10 權杖不離猶大，柄杖不離他腳間，直到那應得權杖者來到，萬民都要歸順他。

葉瑟 依11:1 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個幼芽。

達味 撒上7:13 是他要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

則魯巴貝耳 哈2:23 在那㇐天──萬軍上主的斷語──沙耳提耳的兒子，我的僕人則魯巴貝耳！我必提拔你──
上主的斷語──我必以你作印璽，因為我揀選了你──萬軍上主的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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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亞巴郎至達味（1:1-6a）

1:1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
1:2亞巴郎生依撒格，依撒格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猶大和他的兄弟們；
1:3猶大由塔瑪爾生培勒茲和則辣黑，培勒茲生赫茲龍，赫茲龍生阿蘭，
1:4阿蘭生阿米納達布，阿米納達布生納赫雄，納赫雄生撒耳孟，
1:5撒耳孟由辣哈布生波阿次，波阿次由盧德生敖貝得，敖貝得生葉瑟，
1:6葉瑟生達味。達味由烏黎雅的妻子生撒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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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

族譜 genealogy 字源來自 genesis（創5:1,瑪1:18a）
有 origin 之意

「耶穌基督的族譜」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The birth of Jesus
The origin of Jesus 
「耶穌基督的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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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 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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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

是個具護教目的的稱號：「耶穌基督」
強調祂就是要來的那㇐位，祂身上會完成選民
㇐直所盼望，是終極的完滿

耶穌就是那㇐位受傅者（ Anointed One），默
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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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

Son of -之子：
1. 男人的身份承襲其父親（家族）
2. 兒子可以是隔代的稱謂
3. 甚至是擁有祖先的特徵也可以用這個稱謂

1. 例如在〈德訓篇〉的序言中自稱息辣之子，其實
是息辣的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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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有人都是亞巴郎之子（3:9）及來自達味之子，意即默西亞

暗示上主應許的兌現了：

應許給亞巴郎（創12:1-3）及達味（撒下7:12-16）的約，兌現
耶穌基督身上。這兩個約在瑪竇福音中匯合起來

亞巴郎被稱為「萬民之父」（創17:5），萬民也因耶穌基督而
獲得祝福

聖史承傳了聖經的傳統：把新的、舊的聚在一起：『他就對
他們說：「為此，凡成為天國門徒的經師，就好像一個家主，
從他的寶庫裏，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 1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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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中的婦女

在㇐個父系社會中，族譜應該只記載男性，為甚麼耶穌
基督的族譜會有女性？而且不是㇐般平凡的女性

這是上主賜的光榮
https://crystalstmariele
wis.files.wordpress.com
/2013/02/david-
bathsheba2.jpg

https://i2.wp.com/shee
rahministries.com/wp-
content/uploads/2017/
02/img_9762.png?ssl=1

https://www.rainbowtoken.com/wp-
content/uploads/2018/10/16_Joshua_Rahab_Spie
s.jpg

https://media.freebibleimage
s.org/stories/FB_Ruth_Part3/ov
erview-images/003-ruth-
3.jpg?1538658158

塔瑪爾

盧德

巴特舍巴

辣哈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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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中的婦女

名字 經文 出規（不正常的關係） 猶太主義的評價*

塔瑪爾 創38,編上
2:4

扮妓女色誘老爺 由上主的神帶領

辣哈布 蘇2;6:25 ㇐個妓女保護了探子 保護民族的女英雄
盧德 盧 3 在禾場上色誘波阿次 達味的祖先

巴特舍巴 撒下11，12 色誘達味 極受尊崇
瑪利亞 未婚懷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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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中的婦女

有護教的目的。並保護耶穌的尊嚴，即光榮。另㇐方面說明
耶穌非㇐般的出生，也是上主拯救行動的㇐部分

除瑪利亞外，其他都是改教者，因上主的大能，也參與了上
主的救贖工程，兌現上主對亞巴郎的祝福，透過她們的參與，
獲得完滿*

• 外邦人也是上主的目的
• 甚麼是改教者？----對猶太主義產生興趣，但是未受割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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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達味至流徙巴比倫 - 1:6b-11

1:6 葉瑟生達味。達味由烏黎雅的妻子（巴特舍巴）生撒羅滿，
1:7 撒羅滿生勒哈貝罕，勒哈貝罕生阿彼雅，阿彼雅生阿撒，
1:8 阿撒生約沙法特，約沙法特生約蘭，約蘭生烏齊雅，
1:9 烏齊雅生約堂，約堂生阿哈次，阿哈次生希則克雅，
1:10 希則克雅生默納舍，默納舍生阿孟，阿孟生約史雅，
1:11 約史雅在巴比倫流徙期間生耶苛尼雅和他的兄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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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達味至流徙巴比倫 - 1:6b-11

達味後裔的延續，在不正常的關係中發展；而巴特舍巴更
成為萬人敬仰的君王撒羅滿之母，撒羅滿最終繼位為王，
她功不可抹，列上1-2

最值得注意三位君王：達味、希則克雅（列下18:3）和約
史雅（列下22:2）。除達味外，其餘兩位都不是最輝煌的
國君

他們在位時推行改革，拋棄偶像崇拜，只朝拜唯㇐的上主
象徵耶穌使命：祂日必行上主的正義，帶來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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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回歸故土至耶穌基督（1:12-16）

1:16 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他稱為
基督。
明顯有護教的目的。語法上由主動式轉了被動式
原來是甲生㇠。但行文至此，沒有交代耶穌是由慾肉所生
的，所以暗示祂是由聖神所生的，以反駁耶穌是人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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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回皈故土至耶穌基督（1:12-16）

第五個女人在此出現：瑪利亞，《思高》舊約中譯為米黎盎
- Miryam。她在出谷事件中以保存嬰孩梅瑟令人津津樂道。
創15:20，說她也是先知

這是瑪利亞的使命，暗示耶穌是新梅瑟
耶穌是聖神受孕的（1:25），瑪利亞的無罪之身，郤把有罪
的人從罪惡中拯救出來---梅瑟名字的意思：由水中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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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回歸故土至耶穌基督（1:12-16）

1:12流徙巴比倫以後，耶苛尼雅生沙耳提耳，沙耳提耳生則魯巴貝
耳，

1:13則魯巴貝耳生阿彼烏得，阿彼烏得生厄里雅金，厄里雅金生阿
左爾。

1:14阿左爾生匝多克，匝多克生阿歆，阿歆生厄里烏得，
1:15厄里烏得生厄肋阿匝爾，厄肋阿匝爾生瑪堂，瑪堂生雅各伯，
1:16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他稱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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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所以從亞巴郎到達味共十四代，
從達味到流徙巴比倫共十四代,
從流徙巴比倫到基督共十四代。

整個族譜分為三部分，每個共十四代（2X7），說明耶穌是
在最完滿的時代、在最適當的時代，降生成人。細看聖史的
心意：

完滿時刻：第㇐組，最後㇐位是達味，第二組結束時選民被
充軍，歷史均處於轉捩點，第三組就是默西亞的降臨。三個
全是上主介入的時刻。現時成熟了，上主介入的時刻，再
度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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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7所以從亞巴郎到達味共十四代，
從達味到流徙巴比倫共十四代,
從流徙巴比倫到基督共十四代。

希伯來字母
D，Dhaleth= 4
V，Waw= 6
DVD是達味的名字（原文省去發音字）4+6+4=14=2X7

2x3=六次說出達味的名字，圖以說明這是㇐條達味的後裔
線

聖史喜用七數字來象徵完滿
七個比喻（13章）和七禍哉（23章）；七個魔鬼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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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史告訴讀者耶穌前期是六個七，來到耶穌是第七個七，祂是
由不完滿過度到完滿的那㇐位，並在祂內完成了
亞巴郎是萬民之父的許諾，由耶穌基督來完成
祂是達味的兒子，是默西亞「地上萬民要因你（亞巴郎）而
獲得祝福」（創22:18）;「我給你們說：將有許多人從東
方和西方來，同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國裏㇐起坐席」
（8:11）

時代的轉捩點：充軍巴比倫；遺民回歸故土，來到這㇐刻，
且現在就是耶穌的就職禮

最後，耶穌基督來到人間，實踐上主的救世工程，促使㇐切
達至完滿（Fulfi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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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瑪竇聖史以教理講授和以護教為目的編寫福音，說明耶穌基
督是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

更是眾人期待的默西亞（依49：6）
選民期待的
應許外邦人的

耶穌基督是【上主僕人】，降生為人，將天國帶來人間，實
現天國，使天父的救贖計劃達至完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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