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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我我马马马马马马马马经经经经，

选选三十五段的经经，

 让我们可以了解马太福音的意义
 也明白这卷福音书对今天的世代

有什么样的启发

1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孙宝玲 博士

1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2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3 犹大从她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3 犹大从她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生希斯仑；希斯仑生亚兰；
4 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5 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备得；

俄备得生耶西；
6a 耶西生大卫王。

6b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07 所罗门生罗波安 罗波安生亚比雅 亚比雅生亚撒07 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雅；亚比雅生亚撒；
08 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雅；
09 乌西雅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希西家；09 乌西雅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希西家；
10 希西家生玛拿西；玛拿西生亚们；亚们生约西亚；
11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11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
12 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雅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
13 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所；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所；
14 亚所生撒督；撒督生亚金；亚金生以律；
15 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但；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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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读圣经总总总总：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记下这许多的家谱？

家谱里面有很多我们看来是陌生又毫不相关的名字家谱里面有很多我们看来是陌生又毫不相关的名字，

这这这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家谱的的不容易读 可可可可总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家谱的的不容易读，可可可可总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事事事略过了家谱，失去的可是是总是是是，

家谱所记的不仅仅是名字家谱所记的不仅仅是名字，

它让我们看到更大的故事、叙述

古古古的古可没有个人的身分的，古古古的古可没有个人的身分的，

每一个人都是借着别人来界定自己，

别人可能是先辈、同辈、后辈、别人可能是先辈、同辈、后辈、

甚至是整个的族群

家谱事经上上上上是，可总可一连串的名字，家谱事经上上上上是 可总可 连串的名字
而是生命的故事；

家谱在在经经可的，总不不可不不民族、不不家族的的事，家谱在在经经可的 总不不可 不民族 不家族的的事

更加是神的故事。



同不不古的家谱，总同不不不不有落差，

这这这这这这这在新约两个耶稣的家谱经经

马太

这这这这这这这在新约两个耶稣的家谱经经…
路路23 – 38 相对来讲比较长，

从耶稣开始 倒数回去追溯到亚当 路加从耶稣开始，倒数回去追溯到亚当

马不1 – 17 从古时候亚伯拉罕开始数，一路地数到耶稣

两不家谱上上的名字总不不相同 数目这总不不 也

路加

两不家谱上上的名字总不不相同、数目这总不不不也，

并非是为了准确地记下名字的清单

 家谱不是纤毫必露的工笔画 有点像印象派的画 家谱不是纤毫必露的工笔画，有点像印象派的画

看家谱的古古，总我我不不很准确的角度去看，

就好像看画，大概不会说它跟原来样子就好像看画，大概不会说它跟原来样子

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家谱这可不也，如如纠缠准确，比较路加、马太福音的的的，家谱这可 也 如如纠缠准确 比较路加 马太福音的的的

甚甚对照旧约的经文，然然然然证明或可反证，

哪不不的的比较准确，哪 不的的比较准确
这一种阅读的方法，都是捉错用神的。

细是细细马太福音家谱的古古，

我看会上帝的面容 看是看的故事 看的救赎工作我看会上帝的面容、看是看的故事、看的救赎工作。

在这不家谱经经可里不特色…
亚伯拉罕这不这这 在的的经选这上三次不、亚伯拉罕这不这这，在的的经选这上三次，

1 亚伯拉罕的后裔、2 亚伯拉罕生以撒
17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17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

很总很家谱要要要我我：

神借着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神借着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

彰显他自己的恩情、救赎的工作。

马 另另 不这这可大卫 总总可五次不是马、另另不不这这可大卫，总总可五次不是，

1 大卫的子孙
6 耶西生大卫王6 耶西生大卫王。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17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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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神选看的神古大卫，就可预示看的他他君王的身分，

加上刻意经营的十四 在 17节出现了 3 次加上刻意经营的十四，在 17节出现了 3 次，

为为为14跟大卫有关呢？

原原可原古希伯来人没可「数字符号原原可原古希伯来人没可「数字符号」

原来来「数值」 ，像像像像像像这 1、2 …

 希伯来人跟古希腊人 样 用字母来表达数值 希伯来人跟古希腊人一样，用字母来表达数值：

第一个字母就可1、第二个字母就可 2 …
字母可可可来数值的字母可可可来数值的

倒倒原，数值也可以表达字母，

几个的字母组合，就成为一个词语、甚至名字几个的字母组合，就成为 个词语、甚至名字

希像原经「大卫」这这的拼写 4+6+4，
每不不这每每每每的数值，刚刚可 14这不像这，每 不这每每每每的数值 刚刚可 14这不像这

就要凭一个数字它的上下文来决定

它要说的究竟是哪一个名字了。要 的究竟是哪 个名字了。

神要要倒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可不君王，原事这他的救赎的。

路、很总很在这不家谱经经选这很重要的男人，

以犹太男人为主线的家谱是很明显的以犹太男人为主线的家谱是很明显的，

这也是许多的家谱很明显的一种特征。

可可在这不家谱经可可在这不家谱经，

选这上三位边缘的人士、都是女的：

外邦的女子喇合 外邦的女子喇合

 外邦的女子路得

 犹太女孩马利亚， 犹太女孩马利亚，

未婚怀孕的一个女孩，

在在古未婚怀孕，当然当当为边缘、在在古未婚怀孕 当然当当为边缘
不体统、不应当的不不的的

两个外邦的女人、一个未婚怀孕的女孩，两个外邦的女人、一个未婚怀孕的女孩，
竟然在这不以男人为主线的家谱经经

占可在为重要的位置，占可在为重要的位置
说明神甚至借着女人，来施展他的救赎工作。



四、最然家谱选这的可三次的基督：

01耶稣基督的家谱01耶稣基督的家谱
16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
17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17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神的经的的的的，

在基督的身分和工作 全然彰显和成就在基督的身分和工作，全然彰显和成就
马太福音家谱经经神选的就可神自己，

虽然有很多的名字，这些名字要突出的是神自己虽然有很多的名字，这些名字要突出的是神自

可要可总的就可：

家谱每会所的，可救恩历史的发展，家谱每会所的 可救恩历史的发展
在这个发展里，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子民、他的创造

 在救恩的历史的长廊的里面，潮涨、潮退，廊 ， ，

可是神对自己的子民总是不离不弃

他藉亚伯拉罕、大卫、喇合、路得、马利亚、拿撒勒人耶稣，他藉 拉罕、 、喇合、路得、马利 、拿撒勒 耶稣，

提醒世人 – 看从未止息地可古人的回转！

可可可可清心谦卑的古，

才能从很枯燥 很乏味的家谱里 看得到神的面容才能从很枯燥、很乏味的家谱里，看得到神的面容；

从这些好像看起来跟我们毫不相关的名字，

一个又一个的名字 看到神工作的恩手一个又一个的名字、看到神工作的恩手。

可的，神的工作可可可刚像云柱、火柱这也总很，

像闪电 雷轰 在为那那那像闪电、雷轰，在为那那那，

可可神这可可可微声呼唤：

 他呼召撒母耳时 是在晚上很轻声地说 他呼召撒母耳时，是在晚上很轻声地说…
他呼唤以利亚时，

是在狂风之后、微声地呼唤以利亚是在狂风之后、微声地呼唤以利亚

可的，神可可神神微声呼唤、

神神卑微弱小当被被的小众，彰显他自己。神神 当被 的

马太福音再再再细再去的古古，

我们发现神、还有他的儿子，我们发现神、还有他的儿子，

也的确是透过一些边缘的、弱小的人，来彰显他自己的！

这不家谱，可可在可可在细的古古，

我会是会可那乏味 会可那枯燥我会是会可那乏味、会可那枯燥，

 我希望这一集能够让你看得深入一点

 我更加希望能够让你瞥见神的面容 我更加希望能够让你瞥见神的面容、

看见神工作的恩手

希希希在这希不节的经经，

可能能能马太福音我要将我我–可能 要 我

 看到神如何在历史里面

借着他自己儿子的工作、

救赎人类
 让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

也将这样的消息、福音，

传于更多的世人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
就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枯燥、乏味的生活里面，

就好像读到这个家谱里面那种感觉 – 乏味、干涩、枯燥，
不知道周遭的事情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周遭的事情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自己可以在生命当中、有怎么样的位置、工作

可是你借着这段经文 看起来是乏味不过的家谱可是你借着这段经文，看起来是乏味不过的家谱，
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你是生命的主、你是历史的主，
我们如何地不堪 还是可以成为你手上的器皿我们如何地不堪，还是可以成为你手上的器皿
我们如何地不明朗，还是可以在你手上

成为明灯 照耀其他的人成为明灯、照耀其他的人
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周遭的弟兄姐妹、朋友、亲戚、

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都可能是神手中工作的器皿，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都可能是神手中工作的器皿，
他们都是神要呼唤拥抱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丰盛，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丰盛，
这样的祷告、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