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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的彌賽亞 (2) 
The Incarnated Messiah 
馬太福音 Matthew 1:18-25 

 
唐興  

10/15/2016 
A. 經⽂文－⾺馬太福⾳音 1:18-25 

B. 前⾔言－Introduction 

上個主⽇日我們開始看耶穌基督出⽣生的故事。︒這個故事不但是在描述耶穌基督的出⽣生。︒

經⽂文背後與前⾯面的家譜有密切的關係。︒ 
 
⾸首先，從神國度的發展來看，⾺馬太藉著家譜把讀者帶回到神與以⾊色列交往的歷史，

看到神按照聖約的應許，如何在歷史中展開祂的計畫。︒⾺馬太把耶穌基督出⽣生之前，

分為三個時期/階段：以⾊色列國度的之前時期（預備時期），以⾊色列神權政體時期，

彌賽亞國度盼望等候時期。︒耶穌基督的出⽣生開始就進入了彌賽亞國度時。︒這是神整

個計畫的最後⼀一個階段的開始。︒ 
 
其次，從字⾯面上的意義看來，這⼀一段敘述⽂文⼀一⽅方⾯面要指出耶穌基督從聖靈受孕，藉

著⾺馬利亞的身體出⽣生，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並且要解釋神介入這個事件

使約瑟接受⾺馬利亞和她腹中的嬰兒，耶穌基督才正式成為⼤大衛王朝合法的繼承⼈人。︒

這樣，家譜才交代清楚了耶穌基督的身分。︒ 
 
我們也看到這⼀一段經⽂文的中⼼心思想是： 
 
C. 中⼼心思－Main Point 

道成⾁肉身的彌賽亞是三⼀一神的⼯工作，要在聖靈的時代完成救贖之⼯工，成就聖

約的應許。︒ 
 
讓我們回想，我們從 18-20 節的經⽂文看到的幾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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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耶穌基督出⽣生是三位⼀一體的神在聖靈時代開始的時候的⼯工作。︒這個⼯工

作對應了三位⼀一體的神在創世的時候的創造之⼯工。︒⽗父、︑⼦子、︑聖靈在創造和救贖中彰

顯了⼀一種次序：⽗父差遣⼦子，⼦子虛⼰己、︑聖靈的運⾏行使得基督取得完全的⼈人性，出⾺馬利

亞出⽣生。︒ 
 
第⼆二，耶穌基督從聖靈受孕，告訴我們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

這樣，他成為沒有原罪，就是沒有罪性的「末後的亞當」，新造⼈人類的元⾸首，神與

⼈人之間的中保。︒ 
 
我們也看到：神的確以超⾃自然的⽅方式介入⼈人類的歷史，以超⾃自然的「特殊啟⽰示」介

入了約瑟對這個事件的理解。︒約瑟領受了神到特殊啟⽰示，他領受了關於神要如何拯

救⼈人的知識，他的⼼心意、︑思想的模式被更新變化，他知道什麼是神的旨意了。︒在聖

靈的引導下福⾳音的啟⽰示，神的真理，把約瑟從律法的束縛下釋放出來。︒ 
 
我們今天的經⽂文，21－24 節，天使繼續說明彌賽亞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麼︖？25 節

是結尾的敘述。︒ 
 

2. 彌賽亞成⾁肉身的職分要完成神偉⼤大的救贖之⼯工（21 節）  
21節，天使命令約瑟要給⾺馬利亞腹中的嬰兒取名叫耶穌，然後解釋說：因為耶穌要

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猶太⼈人給孩⼦子取名字是嬰兒在出⽣生後第8天受割禮的時候（路2:21）。︒ 

⾸首先，我們要來看看「耶穌」這個名字的意思。︒然後我們要思想「耶穌⾃自⼰己的百姓」

和「從罪惡裡救出來」的意思。︒ 

a- 耶穌這個名字。︒「耶穌」希伯來⽂文的是「約書亞」意思是：耶和華拯救。︒ 

舊約中的「約書亞」可以看作是耶穌基督的預表。︒ 

-約書亞，是摩西的接續⼈人，他帶領神的百姓進入應許之迦南地。︒ 

摩西是摩西之約的中保，耶穌是新約的中保，帶領神的百姓進入屬天的應許

地。︒ 

-約書亞是舊約聖約團體的元⾸首，帶領神的百姓在迦南地征服列國仇敵。︒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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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是新約教會的元⾸首，在⼗〸十字架上勝過仇敵撒旦。︒ 

-約書亞帶領神的百姓從曠野進入流奶與蜜的應許地。︒耶穌帶領祂的百姓從

罪和世紀的捆綁中釋放出來，進入神的國領受屬天的祝福。︒ 

 

b-⾃自⼰己的百姓。︒這樣的說法把讀者帶回到家譜，耶穌作為⼤大衛的後裔君王，這裏的

百姓就是指「以⾊色列百姓」︔；但是同時耶穌也是亞伯拉罕之約所應許的那⼀一位後裔，

所謂的百姓就包括了外邦⼈人。︒同時「⾃自⼰己的百姓」也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的⼈人都是

祂的百姓（約10:26-27），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祂的百姓（羅2:28-29，9: 6 ） 。︒

因此，這裏也是指所有蒙揀選者。︒這是特定的⼀一個團體：教會，由蒙揀選者

所組成的無形的教會。︒有形的教會是⼀一個混合的團體（⿆麥⼦子與稗⼦子），如同舊約

的教會/以⾊色列國⼀一樣。︒ 

c- 從罪惡裡救出來。︒這裏不是講到把以⾊色列國家民族從羅⾺馬政治強權下拯救出來。︒

加爾⽂文認為這裏是講到耶穌的職分office，⽽而這個職分是⽗父授予⼦子的，⼦子必須成為

⾁肉身來到地上完成使命－ 

 

太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

贖價。」 

太26:28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問題：耶穌在⼗〸十字架上的死和復活是祂救贖⼯工作，但是祂的死和復活又如何

把我們從罪，從神的審判憤怒中救出來呢︖？ 

 

這就是使徒保羅的職分，他繼續的在聖靈的默⽰示下，在羅⾺馬書中把耶穌基督要如何

把我們從罪中拯救出來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啟⽰示。︒我們現在沒有時間去詳細按照羅

⾺馬的啟⽰示來說明「把祂⾃自⼰己的百姓從罪中救出來」的⼯工作是如何成就的（各位可以

到我們教會的網站下載羅⾺馬書的綱要）。︒ 羅⾺馬書總結地說明了這個拯救計畫的次

序：揀選、︑呼召/重⽣生、︑稱義/信⼼心、︑兒⼦子的名份、︑成聖、︑聖徒的忍耐和得榮耀。︒ 

 

神在創世之先在基督裡先揀選了祂的百姓（弗1:4），在時間裡⾯面祂藉著聖靈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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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呼召重⽣生了那些蒙揀選的百姓（彼前1:23︔；弗2:1），使他們有新的⽣生命，願

意並且能夠回應福⾳音的呼召，靠著從新⽣生命發出的信⼼心，接受耶穌基督作為他們的

救主（呼召/重⽣生）。︒這樣，基督的義就被神歸算在他們身上︔；他們在神的眼中就

被看為是滿⾜足了律法的要求（稱義），不再是與神為敵的，⽽而成為神的兒女。︒ 

 

並且基督要繼續地在蒙揀選者的⽣生命中，把祂的義成就在祂的百姓身上（成聖），

並且永蒙保守，不會失去救恩（聖徒的忍耐），⼀一直到成聖⼯工作完成，在蒙揀選者

⽣生命終了，進入基督的榮耀裡。︒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一開始就說明了：這義是本

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1:17）。︒

他在10章，稱此為「信⼼心的義」對比於「律法的義」。︒ 

 

那麼這樣的「信⼼心的義」神如何成就在蒙揀選者的身上的呢︖？這個福⾳音的屬靈的恩

賜（羅1:11）是如何施⾏行在蒙揀選者的身上的呢︖？ 

 

羅⾺馬書10章告訴我們：耶穌基督透過祂所差遣的傳道者所傳的「信⼼心的道」

（word of faith）（和合本：信主的道），向祂的百姓說話，把「信⼼心的義」（the 

righteousness of faith）成就在蒙揀選者的身上，這些蒙揀選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和外

邦⼈人（羅10:5-18）。︒ 

 

簡單的說，耶穌要把「⾃自⼰己的百姓從罪惡中就出來」這個偉⼤大的計畫包括兩個部份：

第⼀一，耶穌為祂百姓在⼗〸十字架上死和復活。︒第⼆二，祂要藉著「信⼼心的道」把祂的百

姓從罪惡中救出來（呼召/重⽣生、︑稱義、︑成聖）。︒ 

 

結論：所以，21節告訴我們彌賽亞成為⾁肉身的⽬目的是要完成神偉⼤大的救贖計

畫。︒ 
 

3.  彌賽亞成為⾁肉身要應驗成就聖約的應許（22-25節） 
Verse 22-23 

22-23節，這裏不是天使在說話，⽽而是⾺馬太的解釋。︒⾺馬太引⽤用了先知以賽亞在8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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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所發的預⾔言，把彌賽亞成為⾁肉身這件事看為是以賽亞書7:14節的應驗。︒ 
	  
這裏有三件我們必須考慮的事： 

第⼀一，在以賽亞書7:14的希伯來⽂文「童女」[ַעְלָמה]這個字的意思是「年輕女⼦子」︔；

可以是「童女」也可以是「年輕女⼦子」。︒因此許多⼈人認為不應該翻譯為「童女」。︒ 

 

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明顯。︒這裏必須把希伯來⽂文翻譯為「童女」，因為如果非

童女⽣生⼦子，還算什麼奇蹟呢︖？所以，上下⽂文是決定的因素。︒希伯來⽂文的「年輕女⼦子」

必須被翻譯為「童女」。︒ 

 

另外，希臘⽂文的舊約《七⼗〸十⼠士譯本》聖經，以賽亞書7:14節所⽤用的希臘⽂文與⾺馬太所

⽤用的是相同的字，都是「童女」[παρθένος] (parthenos)（年輕女⼦子希臘⽂文是νεᾶνις）。︒ 
 
第⼆二，我們要證明這裏是以賽亞的預⾔言「直接的應驗」。︒有⼀一些神學教授、︑聖經學

者和聖經注釋者認為這個童女⽣生⼦子的事件發⽣生在以賽亞的時代，是講到以賽亞的兒

⼦子或以西結。︒他們認為耶穌的童女⽣生⼦子是⼀一個「預表性的應驗」(typological 

fulfillment)。︒雖然，也許有⼈人不認為這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聖經要求我們要「

按照正意分解真道，做真理無愧的⼯工⼈人」。︒這樣，我們才會對神的啟⽰示有正確的態

度。︒ 

 

當我們碰到舊約的預⾔言在新約時期的應驗的時候，我們必須分辨是預⾔言的預表性應

驗，還是直接的應驗。︒ 

 

「直接的應驗」（direct fulfillment）是指舊約的預⾔言，在耶穌的⽣生平和事奉上成為

事實。︒耶穌在地上的⽣生平實現了舊約的預⾔言：以賽亞7:14的童女⽣生⼦子。︒ 

 

「預表的應驗」(typological fulfillment)是指耶穌的⽣生平和職事對應了舊約以⾊色列歷

史中神特別塑造形成的事件：2:15 －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2:17-18－ 屠殺男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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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成全的應驗」(fulfilling fulfillment)是指耶穌的⽣生平和教導對舊約的聖經帶

來完全的意義：耶穌說祂來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太17-20）。︒ 

 

賽7:14的歷史背景（王下16）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以賽亞書7:14的歷史背景： 

那時候是亞哈斯作猶⼤大王，也就是南國。︒在他作王期間，北國的以⾊色列王比加聯合

亞蘭王利汛，⼀一起給亞哈斯下壓⼒力要他加入⼀一起對付亞述帝國。︒亞述帝國是神興起

的外邦強權來管教審判祂的教會的。︒ 

 

神差遣先知以賽亞告訴亞哈斯要謹慎安靜，相信神的話，因為神會破壞他們的計畫。︒

耶和華又叫亞哈斯求⼀一個兆頭，確定神會保守猶⼤大。︒ 

 

但是，亞哈斯毫無信⼼心，他回答：「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結果，以賽亞責

備亞哈斯的不信，說：「大衛家啊，你們當聽！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還要使

我的上帝厭煩嗎？」 

然後，他接著說：「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

他起名叫以馬內利4。15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奶油與蜂蜜。16 因為在

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你所憎惡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見棄。」 
 
加爾⽂文這樣解釋： 

“當各種奇蹟的⾨門被關上的時候，先知就適當地轉換到基督，其⽬目的是要讓不信的

⼈人思考，被拯救唯⼀一的原因乃出⾃自於神與他們先祖所⽴立的聖約。︒藉著這個奇妙的例

⼦子，神樂意向所有世代的⼈人⾒見證，祂對亞伯拉罕的兒女所持的不間斷的慈愛，是因

為在基督裡祂與他們⽴立了⼀一個恩典的聖約，⽽而非因為他們⾃自⼰己的好⾏行為。︒“ 

 

你看，雖然亞哈斯的不信，神要興起亞述管教他，但是同時神也向⼤大衛的王朝發出

福⾳音的宣告，說祂仍然要持守聖約的應許：應許真正的⼤大衛後裔君王的到來，這⼀一

位從童女受孕成為⾁肉身的彌賽亞受膏君王，要實現神與祂百姓同在的應許，所以叫

「以⾺馬內利」[ִעָּמנּו ֵאל] ：以⾺馬內，希伯來⽂文是[ִעָּמנּו]（ima-nu）與我們（with us）︔；

「利」，希伯來⽂文是 [ֵאל]：神（God）。︒以⾺馬內-利 [ִעָּמנּו ֵאל] （ima-nu el）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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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我們同在。︒ 

 

「神與我們同在」是聖約的⽤用語：「我要做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百姓」(創  
17:7-8; 出  6:7; 利  26:12; 耶  11:4, 24:7, 31:33, 32:38; 結2:10-11, 36:28, 37:26-27, 
43:7-9;何  2:23; 亞  8:8, 13:9; 11:20;詩  90:1。內住－約壹  4:15; 羅  8:11, 弗  2:20, 
3:17; 林後  6:16; 彼前  2:5 ;啟  21:3) 
 
 
「神與我們同在」就是神「居住」在祂的百姓中間的意思。︒「居住」的希伯來⽂文與

「帳幕」[ִמְׁשָּכן] （mish-kan）是同⼀一個字。︒ 
 
利未記26:11，神對以⾊色列⼈人說：  
9 我要眷顧你們，使你們生養眾多，也要與你們堅定所立的約。10 你們要吃陳糧，

又因新糧挪開陳糧。11 我要在你們中間立我的帳幕 我的心也不厭惡你；[ִמְׁשָּכן]

們。12 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們的上帝，你們要作我的子民。13 我是

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曾將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使你們不作埃及人的奴僕；我也

折斷你們所負的軛，叫你們挺身而走。」 

 
當聖經提到：「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就是指神要藉著祂的中保君

王與祂的百姓同在，執⾏行祂聖約的祝福。︒當聖經提到：「我是你們的神，曾將你們

從埃及地領出來」就是指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 

 

因此，神與我們同在，以⾺馬內利，是亞伯拉罕之約的應驗。︒ 

 

⾺馬太在這裏指出：成為⾁肉身的彌賽亞應驗了舊約神與祂百姓同在的應許。︒彌賽亞認

為⾁肉身成就應驗了聖約的應許。︒成⾁肉身的彌賽亞的出現展開了聖約應驗的新救贖時

代。︒ 

 

新約其他的地⽅方也證明耶穌基督是神居住在我們中間，神與我們同在的應許的實現： 
 
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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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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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住在我們中間，按照希臘⽂文直接翻譯是：「⽀支搭帳幕」[σκηνόω]在我們中間，英

⽂文：tabernacle among us. 
 
約2:19 
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20 猶太人便說：「這

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21 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

體為殿。22 所以到他從死裏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

穌所說的。 

 
林後6:16 
16 上帝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說：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弗 3:17 

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17 使基

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 

 
太28:20-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20 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們看到這些經⽂文的關係嗎︖？ 

「神與我們同在」在舊約中是以帳幕和聖殿的預表和影⼦子的⽅方式存在的。︒神的確在

以⾊色列的會幕中，和聖殿中向祂的百姓顯現、︑說話、︑同在。︒但那還是⼀一個預表，成

為⾁肉身的彌賽亞才是會幕和聖殿的實體，祂是會幕，祂復活的身體是聖殿，我們是

聖殿。︒靠著信⼼心基督住在我們裡⾯面，神居住在基督裡⾯面。︒ 
 
結論： 

所以，22-23節的經⽂文告訴我們：⾺馬太把「彌賽亞成為⾁肉身」看為是應驗了

神在聖約中的應許，要在新的救贖時代，在聖靈的時代，以「⾁肉身顯現」的

⽅方式居住在祂的⼦子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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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現在來看看結尾的經⽂文：24-25節。︒ 

⾺馬太在解釋完彌賽亞成為⾁肉身的意義和⽬目的之後，他繼續地敘述了約瑟的⾏行動作為

結束。︒ 

 

⾸首先，約瑟醒了之後，他遵⾏行了神賜給他的特殊啟⽰示，他順服了神的話：他把⾺馬利

亞娶了過來，等她⽣生了兒⼦子，就給祂起名叫耶穌。︒這兩個⾏行動完成了耶穌成為約瑟

合法的兒⼦子︔；耶穌成為⼤大衛王朝合法的接續者。︒ 

 

第⼆二，⾺馬太記錄約瑟沒有和⾺馬利亞同房，特別地證明耶穌是從童女⽣生出的。︒ 

這樣，⾺馬太在童女⽣生⼦子的敘述⽂文裡，完成了家譜的合法⾎血統，證明成⾁肉身彌賽亞彌

賽亞的身分。︒ 

 

我們看到童女⽣生⼦子，耶穌出⽣生的敘述⽂文教導我們： 

彌賽亞成為⾁肉身是三位⼀一體真神在聖靈時代開始的⼯工作，祂是那⼀一位在永恆

裡受膏抹的彌賽亞，神的兒⼦子︔；祂在舊約時期在會幕和聖殿中與祂的⼦子民同

在，現在祂在⾁肉身顯現要親⾃自住在祂的⼦子民中間，為要完成神偉⼤大的救贖之

⼯工－把祂的⼦子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生活應⽤用 

現在我們要思想這段經⽂文，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使徒保羅在歌林多後書 6 章，說我們說永⽣生神的殿。︒所以不要與不義的、︑不信的同

負⼀一軛。︒他解釋這個原則說： 
	  
16 上帝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

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17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

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

能的主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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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一開始保羅繼續這個「我們是聖殿」的原則說：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

污穢，敬畏上帝，得以成聖。 

	  
這告訴我們：我們是神的殿，神居住在我們中間，表現在我們是否與不信的⼈人、︑不

義的⼈人，與我們周遭的世界有分別，在我們的思想模式，我們的⽣生活模式，是否以

神的國、︑神的義為中⼼心，我們是否過著悔改認罪的⽣生活。︒我們是否在罪上與與⾃自⼰己

爭戰。︒ 

 

我們作為神的殿，使徒彼得告訴我們另外⼀一個原則：我們必須渴慕純淨的靈奶，被

建造成為神的靈宮。︒ 

 

彼前 2:1-6 
1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2 就要

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3 你

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上帝所

揀選、所寶貴的。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

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上帝所悅納的靈祭。 

 

我們到教會敬拜神的最⾼高的⽬目的就是要被建造成為靈宮，要被建造，⾸首先必須愛慕

純淨的靈奶，就是純淨的「信⼼心的道」。︒所以，今天的信息就在呼召你：⼀一⽅方⾯面要

把⾃自⼰己與世界的模式分別出來，⼀一⽅方⾯面要接著純淨的道被建造成靈宮。︒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