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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 7 月 20 至 24，三一主日第 7 周。在（西方）傳統教會年曆中，

五旬節主日（即聖靈降臨日，一般在 5 月）與十二月的基督降臨節（聖誕節季節）之間

的星期日通常被稱為三位一體主日（簡稱三一主日 Trinity），紀念上主聖父、聖子、聖

靈，長達 26 個主日。 

 

歡迎您一起思考 七月聖誕 Christmas in July 主題。 

聽說過 “七月的聖誕節 Christmas in July” 這個詞語嗎？西方曆法將 12 月 25 日定為紀念耶

穌基督誕生的日子。但沒有人知道耶穌的真實出生日期！聖經也沒有明文規定。為什麼

選擇 12 月 25 日呢？對於應何時慶祝，早期的基督徒當然有很多爭論！ 

以 12 月 25 日慶祝聖誕節的第一個記錄日期是 336 年，當時在位的是羅馬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他是第一位基督教羅馬皇帝。但那時 12 月 25 日還不是羅馬國家的官方節

日，甚至不是公共假日。 

是否應採用 12 月 25 日，當時有很多理由和爭論（我們不在這裡一一介紹）。經過多年

的爭論和建議，12 月 25 日漸漸的被多人接受。大約在 350 年，教宗朱利葉斯一世 Julius 

I 宣布 12 月 25 日為耶穌誕辰的官方日期。從四世紀中葉開始，12 月 25 日很快成為紀念

耶穌誕生的普遍節期。 

耶穌是什麼時候出生的呢？不確定。但耶穌可能不是在冬天出生！冬天在巴勒斯坦會很

冷，牧羊人不太可能在曠野牧養羊群，因為曠野或山上有時會下很多雪！又，冬天 12 月

也不可能是耶穌誕生時期，因為聖經記載約瑟和馬利亞那時前往伯利恆作人口普查，而

羅馬政府是不會選擇在嚴冬條件下進行人口普查。 

為了避開 12 月聖誕節的商業化，一些基督徒選擇在 7 月慶祝基督的誕生，因此就有了” 

七月聖誕 Christmas in July”。這幾週的思考是有關於基督誕生的記載。願聖靈激起你的

心！ 

弟兄姊妹，一起學習作耶穌的門徒—更深刻地認識、更愛復活主、傳祂的福音，在我們

的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見證大能復活主。上帝祝福我們的順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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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主日第 7 周思考 

星期一 

 

《道成肉身》 

 前提：約翰福音 1:1-3，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2 這道太初與神同

在。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約翰福音 1:4-18，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

接受光。6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7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

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

界卻不認識他。11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12 凡接待他的，就是

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13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

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

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15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

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16 從他豐滿的恩典裏，

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

基督來的。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在一篇偉大的樂章中，作曲者常先以主題開始，這主題是他後來在全曲中要加以發展

的。這正是約翰在這本福音書裏所做的事。約翰福音第一章一至十八節是全本福音書的

序言，但這段只有短短十八節的經文，卻將全本福音書的重要詞彙差不多都交代了：

「道」（1-3 節）、「生命」、「光」（4 節）、「黑暗」（5 節）、「見證」（7

節）、「恩典」、「真理」（14, 16-17 節）、「世界」（10 節）、「住」、「榮耀」

（14 節）。這些詞彙含括了許多真理，是我們必須留意的。日後當我們讀到與這些詞彙

相關的經文時，會有更深入的探討，在今天的經文亮光中，我們只作概略性的介紹。 

首先讓我們來看『生命』：「生命在他（道）裏頭」（4 節），「道」（耶穌）是一切

生命的源頭，這裏的『生命』，不是指人原有的生命，而是指「神的生命」。對那些接

受耶穌作救主的人（12 節），也就是與這「道」相交的人（參約翰一書 1:1-3），祂的

「生命」就進到他們裏頭，便有永遠的生命（永生）。你也許會問，我現在不是活得好

好的，這難道不是生命嗎？不錯，你也許活得好好的，但你的生命不長久，它會死亡，

嚴格來說，這不是『生命』，充其量只能說是『生存』罷了。真正永遠的生命，是神的

生命，而這生命是存在「道」（耶穌）裏頭的。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4, 9 節）。神作工的原

則，總是先有光（參創世紀 1:3）；「道」作人的生命，也是先作「人的光」。「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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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一進到我們裏面，就成為「人的光」。祂在人裏面會給人方向，叫人認識屬神的道

路。我們就在這一個『光』中，一面看見主耶穌是何等榮耀、尊貴、偉大、豐富；一面

也看見自己是何等污穢、卑賤、渺小、貧窮。這就是生命的發光照亮。耶穌所帶來的光

是引領的光。如果一個人沒有得著這光，他就行在黑暗中，不知道自己往何處去；人若

接受這光而且相信它，他就不再在黑暗裏走（參約翰福音 12:36, 46）。耶穌進入人的生

命之時，就好比那本來黑暗的道路有了照明的亮光。若沒有耶穌，我們就像一些在陌生

的路上暗中摸索的人。有了祂，道路就明顯了。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5 節）本節經文可說是約翰福音的提綱挈領。世

上有黑暗就像有光明一樣真實。「黑暗」是指反對耶穌基督的權勢，並在其權勢之下的

人和體制。本書後面的發展，都在說明「光」（耶穌基督）與「黑暗」（世界的王）之

間的鬥爭。第十和十一節又說：「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在這裏，約翰福音點出了一個存在的事

實，就是儘管真光已來到人間，但世人卻不能接受它（在約翰福音中，「世界」或「世

人」特指不信主的人）。自古以來，「光」與「黑暗」的對立在人類歷史上不斷地重

演，而因著耶穌基督這真理的本身，道成了肉身（14 節）親自來到人間，將這場衝突與

對立推到了最高潮。直到今天，這「光」與「黑暗」的鬥爭仍舊不斷地在上演。約翰福

音所記錄的景象，跨越時空，正所謂「古戲今演」，令人嘆為觀止。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

叫眾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6-8 節）約翰福音非常強調

為「道」（耶穌）所作的「見證」，它列出對耶穌基督至高的地位的多次見證，共八個

之多。這裏提到施洗約翰的見證；往後我們還會看到有天父上帝的見證（約翰福音

5:3,；8:18）、有耶穌自己的見證（約翰福音 8:14, 18）、有耶穌的工作為見證（約翰福

音 5:36，10:25，14:11）、有聖經為耶穌作的見證（約翰福音 5:39, 46）、有耶穌接觸過

的人所作的見證（約翰福音 4:39，12:17）、有門徒的見證，特別是福音書作者自己的見

證（約翰福音 15:27，21:24）、還有聖靈的見證（約翰福音 15:26）。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

父獨生子的榮光」（14 節），這節經文，正是約翰福音的主題。他思想過，也講過了神

的道。那有能力的「道」，是創造的代行者，祂使宇宙有秩序，使人類有心思。現在約

翰又說了最驚人，令人不敢置信的話，他說：「這創造世界的道，這控制世界秩序的智

慧，已經變成一個人，我們親眼見過他」。『道』——這位天地萬物的創造主——竟然

變成人的樣子，進入我們的生活，與我們同住；永恒竟在時間中出現，創造主竟在被造

物之中可以為人眼所見，這簡直是一件破天荒的新事。「神取了人的樣式」這個觀念是

這樣前所未聞而引人驚愕，以致有許多人都不能相信。 

有時我們太熱衷於強調耶穌全然是神，以致我們忽略了他也全然是人的這個事實。道成

肉身，或許在新約其他部分沒有能夠像這節經文一樣，更清楚地讓我們見到耶穌的全然

人性得到如此榮耀的宣示。在耶穌裏，我們看見神的道，神的智慧，取了人性；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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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我們看見如果神是人祂會怎樣地生活。假如我們完全不說耶穌是什麼，我們仍然可

以說，他向我們顯示了神要我們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

父獨生子的榮光」（14 節），這可能是新約中最重要的一節經文，所以我們應當多花時

間默想，使我們能進入它的豐富中。在這節經文中，另有三個重要的鑰詞。 

第一個詞語是『恩典』。「恩典」意味著我們完全不配得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永遠不

能賺取，不能成就的。神來到世間為人而生，為人而死，這是人所不配有的，而是神願

意白白給我們的。「恩典」以「愛」的方式展現，特別表明在主耶穌捨身流血被釘十字

架的行動中。「恩典」這個詞語一方面強調人的完全無助與貧乏，另一方面，同時強調

神的無限仁慈。 

第二個詞語是『真理』。『真理』是真相、實際，誠實之意，指並非虛無飄緲，而是具

體又實在的一種認識，特別顯明在祂的話語裡，萬事萬物一切的真相都存在耶穌裏面。 

第三個詞語是『榮耀』。耶穌所彰顯的榮耀是神的榮耀，『神的榮耀』是什麼？那是祂

自己，也是祂的本質、尊貴、光輝、能力的彰顯以及祂臨在的氛圍；神的榮耀是他美善

以及一切真實、永恆的本質的表達。宇宙存在的最終目的是顯明神的榮耀，這是所有一

切存在（包括你和我）的緣由。沒有神的榮耀，一切都歸於無有。我們從耶穌身上最能

看見神的榮耀，因耶穌來到世間，我們不需要再摸索揣測神是誰。耶穌顯明了神的本

質，使人看得清清楚楚。 

神透過摩西把律法傳給以色列人，是律法時代的開始。但主耶穌終結了律法時代，引入

恩典的新時代（17 節）。「愛」與「恩典」則是新時代的特徵。約翰說沒有人見過神，

如出埃及記卅三 20 所說：「（耶和華）又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

存活。」但「道成肉身」的耶穌住在人中間，神在耶穌基督裡向人完全顯明祂自己。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18 節），「獨生子」是

指獨一無二的，與父神有著最親密的關係，也是唯一能夠將神帶給人，又將人帶給神的

那一位！ 

神子耶穌有完全的神性，但祂「道成了肉身」進入人類的歷史裡面，故祂也有完全的人

性，只有這樣祂才可以做神和人之間的中保和全人類的救主（提摩太前書 2:5-6）。從前

人提到神時，只能在想像中，在思維裏，與祈禱中，去感受神的臨在；如今這位真神卻

直接進入了人的世界，與人一同生活，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是一個創世以來空前未有

的大神蹟。人想了解這奧秘，只能憑信心接受（12 節），才可能進入基督救贖的大愛

中。 

在耶穌基督裏面，那遙遠的，不可知、不可見、不可及的神——創造的主宰——來到人

中間，神對我們不再是個陌生者。親愛的弟兄姊妹，從現在開始，就讓我們同走這一趟

屬靈旅程，去深入認識那位創造我們、卻又深愛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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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 

1. 歸納：約翰福音 1:1-18 節的序言將整本福音書的重要詞彙都交代了，包括「道

（word）」「生命（life）」「光（light）」「見證（witness）」「世界（world）」

「信（belief）」「住（dwelling）」「恩典（grace）」「真理（truth）」「榮耀

（glory）」，請找出它們在序言中的位置及描述。 

2. 思考：「生命」與「生存」有何不同？那一個最重要？ 

3. 為什麼「這生命」是「人的光」（4 節）？ 

4. 「黑暗」指什麼？為什麼「黑暗」不接受「光」（5 節）？ 

5. 施洗約翰為這光作見證的目的為何（7 節）？ 

6.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施洗約翰「不是那光」（8 節）？ 

7. 為什麼使徒約翰要特別強調那光是「真」光（9 節）？ 

8. 世人如何對待這位「道」（彌賽亞、基督）（10-11 節）？ 

9. 「自己的人」指誰？為什麼他們不接待他（11 節）？ 

10. 思考：什麼是「接待」（12 節）？如何做才是「接待他的」？ 

11. 約翰所講的「信」與一般人所講的「信」有何不同（12 節）？ 

12. 「從神生的」與「從血氣生的，從情慾生的、從人意生的」（13 節）有何不同？如何

才能成為「從神生的」？ 

13. 「道成肉身」的目的為何？祂帶給我們什麼？「獨生子」的意義為何？（14、18

節） 

14. .你能形容「豐滿」的恩典是怎樣的恩典嗎？（16 節） 

15. 「律法」及「恩典和真理」此二者有何本質上區別（17 節）？ 

16. 誰才能顯明神自己？誰能夠將神的道理用人的話語說出來？（18 節） 

17. 思考：約翰為何同時提到「恩典」和「真理」（14、17 節）？（提示：若只有恩典

沒有真理，或只有真理沒有恩典會怎樣） 

18. 思考：約翰福音 1:1-18 節為什麼沒有特別提到「愛」？ 

19. 思考：約翰福音 1:1-18 節用了那些詞語來描述基督耶穌（彌賽亞）？從這些描述你得

到什麼亮光嗎？ 

20. 創造天地萬物的神，竟然成了人的樣式到世上走了一遭；耶穌是神，也是人，這信息

對你有何意義？有何影響？ 

21. 我應該如何「接待」耶穌呢？ 

22. 約翰用豐滿的恩典與恩上加恩來形容道成肉身的耶穌。你如何與人分享這恩典與愛的

福音？ 

23. 你是否常向這位充滿愛與恩典的耶穌獻上讚美？若無，從現在就開始——從每日一靈

修開始！ 

24. 耶穌基督是世界的光，我既然接受祂成為我的救主，以及接受祂作我生命的主。那麼

我現在的靈性光景如何？是否常與祂有密切的相交呢？我與祂是疏離還是親近呢？ 

25. 反思：耶穌是真光，但是這真光照在我身上時，反映出的是什麼光景呢？世人能從我

身上看到耶穌的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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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果你有孩子，而孩子卻不認你，你的感覺會如何？你能體會基督這位造物主不被世

人接受的傷心難過嗎（11 節）？ 

27. 你有體會到耶穌那「豐滿」的恩典嗎？你的回應是什麼？ 

28. 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禱告： 

主啊！求祢幫助我，不僅認識這光，也為光作見證，更能進一步成為世上的光！願基督

耶穌的榮美能在我身上彰顯，願道成肉身的恩典與真理在我生命中顯大，使更多的人因

此被主得著！奉主得勝的名求，阿們！ 

 

 

 

 

三一主日第 7 周思考 

星期二 

 

《亞伯拉罕後裔》 

 馬太福音 1:1，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後裔，子孫：原文是兒子；下

同），耶穌基督的家譜： 

 背景 1:2-6, 16-17： 
2 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3 猶大從他瑪氏生法勒斯

和謝拉；法勒斯生希斯崙；希斯崙生亞蘭；4 亞蘭生亞米拿達；亞米拿達生拿順；

拿順生撒門；5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

西；6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17 這

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從遷

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馬太福音第一章從第一節到第十七節是記載主耶穌基督的家譜。在我們看來，以敘述家

譜做為書的開端，未免令人感到乏味，且徒費筆墨；可是，對馬太所屬的猶太世界來

說，那可是事關重大，只要看一看舊約聖經裡的家譜之多，便可了然。馬太並非僅僅摹

仿猶太人寫書的傳統，他那家譜的寫法表明，他要寫耶穌是「彌賽亞」，那麼有幾條對

猶太人而言必不可少的重點，一定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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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猶太人非常注意家譜，因為猶太人重視血統的純淨，對於血統關係他們非常注

意。若有任何人帶有些微異族的血統，就要喪失作猶太人以及上帝子民的權利。例如，

一位作祭司的，就必須有一份追述到亞倫血統的記載，並且其中是不能間斷的；如果他

要娶妻，他的妻子也必須拿出五代以上的血統證明。舊約聖經記載，當被擄的以色列人

回國，以斯拉重整敬拜神的聖工，並重新執行祭司的工作時，哈巴雅的子孫，哈哥斯的

子孫，以及巴西萊的子孫，算為不潔，不准供祭司的職位。因為他們『在族譜中尋查自

己的譜系，卻尋不著。』（參以斯拉記 2:61-62）。這便是以色列人極為重視家譜的一

例，可見族譜是何等重要。在我們看來，馬太福音的這一段記載似乎沒有甚麼意思，但

是如果耶穌的家譜可以追述到亞伯拉罕，對於猶太人卻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大事呢！ 

馬太福音開宗明義指出：「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1

節）。這家譜的標題說明耶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和大衛的後裔，其中饒有意義。猶太人

普遍知道，根據舊約聖經的啟示，彌賽亞（「彌賽亞」為希伯來文，其希臘文為「基

督」，即「受膏者」之意，是以色列人素來所盼望、神要賜給他們的救世主）必須為三

重的後裔： 

（1）女人的後裔——這個應許是在近六千年前，神對誘惑亞當夏娃犯罪的蛇（魔鬼）下

達審判時給的（創世紀 3:15；以賽亞書 7:14）； 

（2）亞伯拉罕的後裔——這個應許是神在約四千年前，當亞伯拉罕完全遵守神的命令，

要將他的兒子以撒獻上為祭時給的（創世紀 22:18）； 

（3）大衛的後裔——這個應許是在約三千年多前，神藉著先知拿單與大衛立約時所給的

（撒母耳記下 7:12-14）。 

聖經整體的啟示，與女人的後裔、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後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馬太指出，耶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一個真正的猶太人；耶穌也是大衛的子孫，就是

君王的後裔。然後在家譜的末了，馬太福音記載耶穌基督是由馬利亞所生（16 節）。馬

利亞的丈夫是約瑟，但耶穌不是從約瑟生的，祂乃是由馬利亞受聖靈感孕而生。這指明

耶穌是她的後裔，就是女人的後裔。在這裡，馬太福音表明耶穌是舊約一切應許的成

就，指明了祂就是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神所應許的「彌賽亞」！ 

當然，除了給那時的人之外，神也透過這個家譜把許多信息釋放給祂的兒女們。今天讓

我們先來看關於「亞伯拉罕」與以色列人的關係。亞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他的事

蹟記載在《創世紀》12-22 章，對亞伯拉罕事蹟不熟悉的人，應當先閱讀這幾章的聖

經。 

亞伯拉罕被稱為「信心之父」，從他的生平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信靠、敬畏神的榜

樣。他一生經歷無數的顛沛流離，也失敗跌倒過，終於學到了一個功課——專心信靠神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zr2:61-62&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ge3:13-15,isa7:14&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ge22:16-18&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2sam7:8-16&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ge12-22&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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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許而活，因而成了信心的偉人。這種信靠，甚至影響他的一生。讀聖經的人應當意

會，聖經並不是人類的歷史，而是「人類得救贖」的歷史。而神的救贖計劃，正是透過

選召亞伯拉罕而開展下去。 

看亞伯拉罕一生中的數次危機（請參考上述的創世紀經文），我們不僅明白什麼是「信

心」，更明白信心的來源和能力，使我們後來信主之人能夠效法亞伯拉罕，用信心來走

世界上的路。神選召亞伯拉罕，是藉著他的「信心」，告訴我們一個最重要的信息——

自從始祖亞當犯罪墮落後，無論是舊約時代或新約時代，無論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

「因信稱義」是唯一得救之道。 

後來，使徒保羅更為我們闡明，因信耶穌基督，我們都成了亞伯拉罕屬靈的後裔（加拉

太書 3:29），也領受了亞伯拉罕所得的祝福（加拉太書 3:8）。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曾否

想過，聖經說我們與亞伯拉罕是有關係的！藉著「信耶穌基督」，我們已擁有一個極寶

貴的祝福——主耶穌自己，而神一切的豐富都在耶穌基督裡面。然而令人擔心的是，我

們常常忘記和忽略這看似簡單卻極為寶貴的應許。很多時候我們口說仰望主，但眼裏卻

看不見主耶穌，只看見自己遭遇的難處，因此心裏仍常有憂慮和不安。 

對我們來說，亞伯拉罕一生所受的考驗實在是神擺在我們眼前的見證，他為我們立了一

個「信心」的榜樣——信就是懷著盼望一生跟隨神的旨意而行。亞伯拉罕被放在家譜的

開頭是有著特別意義的，因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希伯來書 11:6）。我

們當求那位愛我們的主，帶領我們每一天的靈修，學習操練信心的功課，使我們在「信

心」當中常見主的面。阿們！ 

 

想想看： 

1. 馬太福音用「亞伯拉罕的後裔」來介紹耶穌的目的為何？ 

2. 「家譜」對猶太人而言，有什麼重要性？ 

3. 為什麼馬太福音把「家譜」擺在一開始的地方？ 

4. 比較：馬太福音一開頭就列出耶穌的家譜，但約翰福音的開頭：「太初有道，道與神

同在，道就是神」（約翰福音 1:1）卻沒有家譜，你知道為什麼嗎？ 

5. 「亞伯拉罕」是誰？這名字對猶太人有何意義？（亞伯拉罕的事蹟請見創世紀 12-22

章） 

6. 「亞伯拉罕之約」的內容為何？它與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彌賽亞」有什麼關係？（亞
伯拉罕之約的三個主要應許：（1）迦南應許之地，參創世記 12:1；15:7；（2）無數
後代的應許，參創世記 15:4-6；17:6-8；（3）祝福世界的承諾，參創世記 12:3。整個
基本故事可見創世記 12 章；15 章；17 章。）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gal3:29&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gal3:29&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gal3:8&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heb11:6&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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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亞伯拉罕為何被稱為「信心之父」？這與我們有何關係？（羅馬書 4:23-24；加拉太

書 3:8, 29） 

8. 亞伯拉罕被揀選作神選民的先祖。我呢，我知道神揀選我作什麼嗎？我願意去尋求知

道嗎？ 

9. 對你而言，要擁有像亞伯拉罕一樣的信心，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10. 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禱告： 

主啊，我相信祢是那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我也相信祢愛我。但我還是常有信心軟弱的

時候，求祢幫助我的信心，使我的行為能與所蒙的恩相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三一主日第 7 周思考 

星期三 

 

《大衛的子孫》 

馬太福音 1:1 

 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後裔，子孫：原文是兒子；下同），耶穌基督的

家譜：... 

 6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7 所羅門生羅波安；羅波安生亞比

雅；亞比雅生亞撒；8 亞撒生約沙法；約沙法生約蘭；約蘭生烏西雅；9 烏西雅生約

坦；約坦生亞哈斯；亞哈斯生希西家；10 希西家生瑪拿西；瑪拿西生亞們；亞們生

約西亞；11 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 

16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17 這

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從遷

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馬太福音特別著重耶穌是「大衛的子孫」（Son of David）這事實，在馬太福音的故事

中，耶穌一次又一次的受到人們「大衛的子孫」如此的稱呼（參 12:23；15:22；20:30-

31；21:9；21:15）。這也是新約聖經中使徒彼得、保羅和約翰一再強調的事實（參使徒

行傳 2:29-36；羅馬書 1:3；提摩太後書 2:8；啟示錄 22:16）。我們由此看到一些意義重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om4:23-24;gal3:8,29&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om4:23-24;gal3:8,29&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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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事：那些稱呼耶穌為「大衛子孫」的，顯然是一般的平民和普通的老百姓，而不是

什麼特別的高官貴冑。猶太人是一個在等待中的民族，他們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忘

記，他們是神所揀選的子民。雖然他們的歷史有一連串的苦難，而且在當時他們不過是

亡國之民，但他們從不忘記他們的身分。他們一直夢想著有一位「大衛的子孫」出現，

引領他們進入神所應許他們的榮耀裏。 

為什麼猶太百姓們會有這樣的夢想？因為根據舊約記載，當大衛正式登上王位，而且從

政行事，確實以神的心意為准，神就啟示大衛：「......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

必堅定他[彌賽亞大衛王的後裔」的國。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直到永遠』。......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

到永遠』」（撒母耳記下 7:12-13, 16）。這個應許中「永遠」的意識，就奠定了「彌賽

亞為大衛王的後裔」的預言。從此以後，列代眾先知的預言中，論到等候一位救世主彌

賽亞（基督），即是指大衛的一位後裔，而不是指什麼自天而降的天神，所以先知們就

直接稱祂為「大衛」（參耶利米書 30:9），或稱為「大衛的苗裔」（耶利米書

33:15）。 

在以色列的歷史上，大衛是位偉大的民族英雄，他拯救以色列民脫離外患，建立一個強

盛的王朝（大衛的事蹟記載在《撒母耳記上》從第十六章起，直至《撒母耳記下》結

束）。大衛的偉大，倒不在於他開疆拓土、統一以色列全國；而在於他在神面前，是被

神所稱許「合神心意的人」（撒母耳記上 13:14），他的為人行事均以神的心意為主。請

注意，全本聖經，無論舊約，無論新約，只有一個人得到神這樣的稱許。 

神應許大衛：「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

宇」，而大衛後來也真的得了神所應許的兒子—所羅門。但從許多方面來看，若說他所

得的兒子就是應驗了神的應許，那就難免令人失望。大衛所等候神將賜給他的那兒子，

就是將來要照大衛的心意，建立以耶和華的殿為中心的國之人，乃是所羅門。所羅門這

名字的意思是「平安」，暗指以色列國將永享太平。所羅門又蒙神賜他極大的智慧（參

列王記上 3:6-15），他畢生最偉大的工作是建造聖殿。 

在所羅門掌王權期間，以色列應該是平安繁榮的。但所羅門一生有許多失敗，而且失敗

得很悲慘。他雖然曾蒙神賞賜大智慧，卻過著極愚昧、極可悲的生活。他曾熱心建殿，

但他完全違背聖殿所代表的原則，使聖殿徒然只有外表，沒有實質。雖然如此，神仍以

恩慈待他，又因他父親大衛的緣故，使以色列國在他在世之日平安富庶。但他所種下使

王國腐化動亂的種子已經萌芽，他一死這種子就大大滋長。大衛怎能不因他從肉身所生

的兒子失望、痛苦、憂傷呢？ 

這事實值得所有主的兒女們細加察驗。神對憑信心順服祂之大衛的應許，並未應驗在他

的兒子所羅門的身上；神的應許成就在耶穌身上。耶穌基督按肉身說是出自大衛的後

裔，但祂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祂是神的兒子。祂降世是為了要勝過人類的失敗（所

羅門可作代表）。如今祂藉著無限的智慧，正建造永不毀壞的殿。祂已經為祂那永享平

安與繁榮的國度立妥根基。在那國中罪惡永無藏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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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一開始就說，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子孫」，這是一份鄭重的聲明——耶穌就是

那位能滿足神的應許的彌賽亞，只有祂能帶給人平安。可惜我們常常忽略了這一點，我

們常常把人生的希望寄託在追求財富、物質、權力的豐盛上面；但是，如果要實現我們

所期盼的平安、喜樂、仁愛與豐盛，只有在耶穌基督裏才能得到兌現。親愛的弟兄姊

妹，在這趟屬靈旅程開始之際，你預備好調整自己的眼光了嗎？ 

 

想想看： 

1. 馬太福音用「大衛的子孫」來介紹耶穌的目的為何？ 

2. 耶穌基督諸多先祖中，馬太福音為何特別強調祂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和「大衛的子

孫」？ 

3. 「大衛」是誰？他對猶太人有何特別的意義？ 

4. 為什麼大衛被稱為「合神心意的人」？ 

5. 「大衛之約」的內容為何？ 

6. 參撒母耳記下 7:8-16：為什麼耶穌一定要屬於大衛的後裔呢？ 

7. 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反思：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麼嗎？如果今天神問你：「你知道

我的心意是什麼嗎？」你的回答是什麼？ 

8. 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麼嗎？ 

9. （續）若不知，你願意開始尋求嗎？ 

10. 若知道，你是否照著祂的心意而活呢？ 

11. 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禱告： 

主啊，求祢赦免我過去的蒙昧無知，使祢的心意無法在我身上彰顯。求祢幫助我，開始

尋求祢在我人生當中的旨意和計劃，並保守我有個願意順服的靈，能照著祢的心意而

活！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三一主日第 7 周思考 

星期四 

 

《耶穌基督家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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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1:1，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後裔，子孫：原文是兒子；下

同），耶穌基督的家譜： 

 背景：1:2-17，2 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3 猶大從

她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法勒斯生希斯崙；希斯崙生亞蘭；4 亞蘭生亞米拿達；亞

米拿達生拿順；拿順生撒門；5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

得；俄備得生耶西；6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7 所羅門生羅

波安；羅波安生亞比雅；亞比雅生亞撒；8 亞撒生約沙法；約沙法生約蘭；約蘭生

烏西雅；9 烏西雅生約坦；約坦生亞哈斯；亞哈斯生希西家；10 希西家生瑪拿西；

瑪拿西生亞們；亞們生約西亞；11 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

他的弟兄。12 遷到巴比倫之後，耶哥尼雅生撒拉鐵；撒拉鐵生所羅巴伯；13 所羅巴

伯生亞比玉；亞比玉生以利亞敬；以利亞敬生亞所；14 亞所生撒督；撒督生亞金；

亞金生以律；15 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16 雅各生約瑟，

就是馬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17 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

衛共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

督又有十四代。 

 

四福音中共記載了兩個耶穌的家譜，一個記在馬太福音一章 1-17 節中；另一個則記在路

加福音三章 23-38 節中。常有人問說：這個家譜為什麼記載在馬太福音的卷首呢？家譜

說到誰生誰、誰生誰，佔了那麼多篇幅，也不知道有什麼意義，因此許多人讀馬太福音

的時候，只從十八節開始讀起，把前面的家譜略過去。其實這是最重要的一段，如果把

這一段丟掉，就彷彿是把明白神作為的「鑰匙」丟掉了。接下來的一週，讓我們一起探

索那隱藏在耶穌家譜後面，聖靈所要告訴我們的豐富信息。 

「耶穌基督的家譜」，這是什麼意思呢？實在說來，這個家譜乃是代表整本的舊約，其

中乃是整個舊約的故事。聖靈透過馬太把舊約的精華都凝聚在這十七節裏，好像是告訴

我們說，如果要明白我們的主耶穌，就要從整本的舊約開始。整本的舊約一共有三十九

卷，現在聖靈把它“濃縮”在這十七節裏。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目的是什麼呢？我們過去兩天所讀的第一節經文：「亞伯拉罕的後

裔，大衛的子孫」就是一個說明。在舊約的時候，亞伯拉罕的兒子是一件大事，大衛的

兒子是另一件大事，但是現在你看見這兩件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神的旨意就是在耶穌

基督裡面，這些都要變成一個，都要『歸於一』。在舊約，你看見亞伯拉罕，你看見大

衛，你又看見以撒、雅各、法勒斯、所羅門等等。你會發現在舊約裡面有許多的人物，

但是這許多的人物只指向一個人，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在舊約裡，這許多的人物，就好

像許多的拼圖小塊，這裡一塊，那裡一塊。等到耶穌來到地上的時候，你才發現，這些

圖塊拼起來，原來是一個人；舊約裡的許多人物，原來是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這是聖靈

在馬太福音書中的奇妙安排。限於篇幅，我們無法讀每一個家譜中人物的故事，只能採

取重點閱讀。至於未讀到的人物，請你自行查考舊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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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開宗明義就記載「耶穌基督的家譜」，其目的是向猶太人見證，耶穌基督是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就是神所應許要賜給猶太人的「彌賽亞君王」——

「基督」。因為君王必須有家譜來證明他的家世來歷，不然，怎麼知道他是君王呢？ 

此外，馬太使用「耶穌基督的家譜」這詞，會使一個猶太讀者聯想到「創世記」的類似

記載。在那裡的經文，如：「創造天地的來歷...」（創世紀 2:4），「亞當的後代...」

（創世紀 5:1）和「他們是…的後代（geneseis）」（創世紀 6:9；10:1；1:10, 27）等等，

都與馬太所用的有類似的語法（當時的希臘版舊約聖經就是這樣的用法）。這不是巧

合，而是聖靈啟示馬太這樣用詞，既說明一個正式的譜系，又說明一段重要的家世關

係，表示耶穌的降臨是一個新的開端，也是一個新關係的開展；一個在神的計劃中，承

先啟後的時代即將開始。它是如此的重要，實在值得神的兒女們花時間，從這份家譜中

去細細體會神那奧妙的智慧。 

猶大國在公元前 587 年亡國被擄後，以色列人雖然流落中東及附近各地，但他們家譜仍

被妥善保存（參以斯拉記 8:1；尼西米記 7:5）。到了耶穌的時代，聖殿旁有戶政機構，

存放所有以色列人的家譜，每個人的家譜都可公開查詢。在馬太福音成書之時（約主後

六十多年），耶穌的家譜仍可查詢而得。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公元 70 年後，因猶太人

叛亂招致羅馬的鎮壓，聖殿被焚毀，所有戶籍資料全被毀滅殆盡。現今猶太人的家譜已

經失傳了，所以再沒有一個猶太人能夠證明自己真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

孫』。今天如果還有人宣稱自己是彌賽亞，他也一定拿不出一份真實的家譜來證明自己

的身分。但感謝主，我們不需要擔憂這件事，因為彌賽亞（基督）已經來過，而祂的證

明已在福音書上載明了。若耶穌不是彌賽亞，就不可能有彌賽亞了，因為再也沒有家譜

可以驗明正身。 

馬太用「耶穌基督的家譜」來開啟一連串舊約預言應驗的篇章，我們將要在日後的靈修

中，一一看到這些預言。我們可以將這些舊約預言看成一組只有為神所膏抹的彌賽亞才

能符合的「指紋證據」，有了這些指紋，猶太人就能排除假冒的基督，得到真正救世主

的憑證。馬太即將告訴他的讀者們，這些預言都完全無誤地應驗在耶穌身上。只有耶穌

——歷史上的僅有一人，符合了神的受膏者的預言指紋。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隨著

聖靈的引導，陸續明白這些家譜及預言背後的意義時，請預備好你的心，迎接那將帶給

你的生命震撼吧。 

 

想想看： 

1. 「耶穌基督的家譜」放在馬太福音的第一章，有那些特別的意義（至少四點）？ 

2. 耶穌的名字後面加上「基督」，「基督」是什麼意思？對猶太人而言有什麼特別意

義？ 

3. 從馬太福音 1:1 所說：「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你能體

會到神在以色列歷史上有那些作為嗎？人類的歷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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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馬太福音 1:1 不只是一個家譜的開端，更是一個嚴正的宣告，你能看出它宣告了什麼

嗎？ 

5. 「家譜」對猶太人有特別的意義，猶太人靠家譜來「驗明正身」。你也許不是猶太

人，了解這「家譜」對你有什麼意義嗎？ 

6. 反思：我沒有家譜，那我用什麼證明自己是神的兒女？ 

7. 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親自來到世間，與我們同住，並賜給我們權柄，單單靠著信祢的

名便成為天父的兒女。感謝讚美祢！奉主的名，阿們！ 

 

 

 

 

三一主日第 7 周思考 

星期五 

 

《耶穌基督家譜 2》 

 馬太福音 1:1-2,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2 亞伯拉罕生以

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 

 創世紀 5:4-32,4 亞當生塞特之後，又在世八百年，並且生兒養女。5 亞當共活了九

百三十歲就死了。 

...7 塞特生以挪士之後，又活了八百零七年，並且生兒養女。8 塞特共活了九百一

十二歲就死了。 

...10 以挪士生該南之後，又活了八百一十五年，並且生兒養女。11 以挪士共活了

九百零五歲就死了。 

...13 該南生瑪勒列之後，又活了八百四十年，並且生兒養女。14 該南共活了九百

一十歲就死了。 

...16 瑪勒列生雅列之後，又活了八百三十年，並且生兒養女。17 瑪勒列共活了八

百九十五歲就死了。 

...19 雅列生以諾之後，又活了八百年，並且生兒養女。20 雅列共活了九百六十二

歲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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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23 以諾共活了三百

六十五歲。24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26 瑪土撒拉生拉麥之後，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並且生兒養女。27 瑪土撒拉共

活了九百六十九歲就死了。28 拉麥活到一百八十二歲，生了一個兒子，29 給他起名

叫挪亞，說：「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勞苦安慰我們；這操作勞苦是因

為耶和華咒詛地。」30 拉麥生挪亞之後，又活了五百九十五年，並且生兒養女。31

拉麥共活了七百七十七歲就死了。32 挪亞五百歲生了閃、含、雅弗。 

 

全本聖經記載的兩個重要的家譜，一個是舊約創世記 5:1-20——人類的始祖亞當的家

譜，還有一個就是馬太福音 1:1-17 節——耶穌基督的家譜。這兩個家譜有著很大的不

同。我們先來看亞當的家譜： 

 「4 亞當生塞特之後，又在世八百年，並且生兒養女。5 亞當共活了九百三十歲就死

了。」（創世紀 5:4-5）… 

 …「7 塞特生以挪士之後，又活了八百零七年，並且生兒養女。8 塞特共活了九百一

十二歲就死了。」（創世紀 5:7-8）… 

 「30 拉麥生挪亞之後，又活了五百九十五年，並且生兒養女。31 拉麥共活了七百七

十七歲就死了。」（創世紀 5:30-31） 

我們再來看耶穌家譜的部份： 

 「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馬太福音 1:2） 

 「猶大從他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法勒斯生希斯崙；希斯崙生亞蘭。…」（馬太福

音 1:3） 

在亞當的家譜裏，「就死了」這三個字觸目驚心，這些陰鬱的字結束了對亞當家譜的簡

短記述。「因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價乃是死」（羅馬書 3:23；6:23），人犯罪以

後，「死亡」成為人的定命，無人可以擺脫。除了以諾之外（創世紀 5:22），每位先祖

的傳記之後都單調地重複這三個字。它證實了死亡的權勢（羅馬書 5:12），表明「死

亡」不是一種空洞的威脅，而是對「罪惡」的性質和結果的不斷提醒。亞當的家譜也記

載每個人活了多少歲，對比今日的人們來說，這些始祖看起來都有著不可思議的長壽。

但也就是這麼多了，沒有「永生」，再長的壽命仍終歸無有。在這家譜裏，另一個字

「生兒養女」也引人注目，它似乎表示在神的眼中，必死的人類不論壽命多長，唯一可

蒙祂紀念的，只有生兒養女傳宗接代而已（參創世紀 1:28）。 

寫到這裡就結束的話，人實在是太可憐了，因為除了死亡，沒有盼望。感謝神，在耶穌

的家譜裏為我們指出了一套生路：在耶穌基督的家譜裏，人人都只有「生」，沒有

「死」。這不是說他們的肉體真的沒有死，而是說明一個重要的真理，就是說在亞當裡

是通向死亡，而在耶穌基督裡是通向永生。正如保羅所說：「因一人（亞當）的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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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耶穌）的順從，眾人也就成為義了......惟有神的恩賜，在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羅馬書 5:1,；6:23）。 

古人說：「出生入死」，這話道盡了人生的悲哀，每個人從一出生起，就進入了死亡的

過程，只是有人早些、有人晚些而已。但是耶穌卻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

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參約翰福

音 5:24）.。只有耶穌能應許我們『出死入生』。這裏有一條生路，在馬太福音的一開始

就為我們暗示了，你確信你已得到了嗎？『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約翰

福音 13:17』 

 

想想看： 

1. 神起初造人時，人本是有神的生命，是不死的。為什麼人類後來有死亡呢？（請閱讀

創世紀第三章） 

2. 請留意看人類始祖亞當的家譜（創世紀 5:4-32），試回答下列問題： 

■ 這些人的一生只記載了什麼？ 

■ 這些人的一生有什麼成就？ 

■ 這些人有否做了任何事是被神紀念的？ 

■ 為什麼會這樣？（你看到「罪」的影響力嗎？） 

3. 現在請看馬太福音的家譜，回答下列問題： 

■ 它與亞當的家譜有何不同？ 

■ 馬太在聖靈感動下這樣寫，有什麼隱含的意義？ 

4. 參約翰福音 5:24，它如何為這兩個家譜的差別下了註腳？ 

5. 從馬太福音的耶穌家譜，和創世紀的亞當家譜，你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 

6. 你是否體會到「罪」的權勢，以及它所帶來的「死」的嚴重性？你是否珍惜，耶穌帶

我們「出死入生」（約翰福音 5:24）的寶貴？你會如何回應祂？ 

7. 從今天的經文中，我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是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的？ 

 

禱告： 

主啊，滿心歡喜感謝祢！謝謝祢帶領我出死入生，謝謝祢帶領我勝過罪的權勢，謝謝祢

賜給我永生！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題材取自跟隨耶穌 letsfollowjesu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