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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亞伯拉罕之約 (1) 

Matthew- The Abrahamic Covenant 
⾺馬太福⾳音 Matthew 1:1 

 
唐興  

9/4/2016 
 

 
經文： 太 1:1︔； 創 15:1-21（參：路 1:67-75） 
 
前言： 

1.  太 1:1 是新約的「歷史序⾔言」 

⾺馬太福⾳音 1:1 是耶穌基督家譜的開頭，也是整本新約的開頭。︒ 

從傳統約書的角度來看，⾺馬太福⾳音的家譜可以說是新約的「歷史的序⾔言」。︒我們知

道「約書」的開頭，都紀錄了神與神百姓過去交往的歷史開始。︒就好像古代近東時

期，宗主王與附庸王⽴立約的約書都以敘述⽴立約雙⽅方過去交往的歷史作為序⾔言⼀一樣。︒ 

 

- 摩西之約的開始是：「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

來。︒」（出 20:1） 

- 亞伯拉罕之約⽴立約時，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

底對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創 15:7） 

- 神差遣先知拿單與⼤大衛⽴立約時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群圈中將

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撒下 7:8） 

- ⾺馬太福⾳音的開始：「耶穌基督⽣生平歷史的開始/家譜，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

的⼦子孫。︒」（太 1:1） 

- 舊約第⼀一卷書《創世紀》就是以神與⼈人類先祖亞當的交往歷史紀錄開始：「起

初神創造天地…⋯。︒」（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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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1:1 按照希臘原⽂文是：「耶穌彌賽亞的家譜，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

的⼦子孫。︒」家譜的原⽂文是：「book of genesis」[Βίβλος γενέσεως] ， 《七⼗〸十⼠士譯

本》希臘⽂文舊約聖經的第⼀一卷書就是[γένεσις]（Genesis）開始，中⽂文翻譯為創

世記。︒ 

 

⾺馬太福⾳音的開頭，字⾯面上與：「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好像完全不⼀一樣，但是如果我們從聖約的設⽴立和施⾏行的角度來看，這句話等於是說：

「耶穌彌賽亞，是那⼀一位曾向你們顯現、︑啟⽰示，曾與你們⽴立亞伯

拉罕之約和⼤大衛之約的那⼀一位耶和華，也是成為⾁肉身的那⼀一位

神—耶穌基督，為要執⾏行和實現聖約的應許。︒」 

 

（但是，為什麼⾺馬太沒有⽤用摩西之約，亞伯拉罕之約，和⼤大衛之約同樣的⽤用語呢︖？ 

因為⾺馬太福⾳音不是在⽴立約的情形下寫的（如同創世記），⾺馬太也不知道後來這卷書

會被編輯成新約的第⼀一卷書。︒但是在聖靈的默⽰示之下，⽤用了與舊約第⼀一眷書同樣的

名字，成為新約的第⼀一卷書。︒） 

 

所以，⾺馬太福⾳音 1:1 是耶穌家譜的序⾔言，也是整個「新約」的歷史序⾔言。︒ 

 

我們也都知道，神與⼈人之間的交往是⼀一種「約／聖約」的關係的互動。︒神藉著與⼈人

⽴立約來表明祂的旨意，祂要如何建⽴立、︑統治、︑管理祂的國度，祝福祂的百姓。︒換句

話說，神要透過⼀一位祂所設⽴立的中保君王——彌賽亞，在地上按照神的律法，統治、︑

管理、︑祝福祂的百姓。︒因此，神，中保君王，律法，統治管理祝福，神的百姓，都

關係到「約」的施⾏行。︒ 

 

耶穌基督在地上顯現的⽬目的就是要執⾏行實施神的聖約。︒⾺馬太福⾳音 1:1，⼀一開始就把

新約歷史的序⾔言與舊約最重要的兩個「約」連結在⼀一起，就是：「亞伯拉罕之約」

和「⼤大衛之約」。︒耶穌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不僅是講到耶穌本身

的猶太⼈人身分，和⼤大衛王權的合法繼承⼈人，更是講到耶穌基督是亞伯拉罕之約和⼤大

衛之約的實現和施⾏行者。︒祂成為⾁肉身的⽬目的就是要執⾏行和成就這些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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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馬太的耶穌基督的家譜，以及耶穌的⽣生平和所傳講的信息都與這些約的實現

和施⾏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們必須對這些聖約有正確的理解，才能清楚地看到

⾺馬太福⾳音所啟⽰示的真理。︒所以，我需要⽤用幾個主⽇日把新約的歷史序⾔言，也就是主要

的三個聖約的設⽴立和施⾏行的歷史，作⼀一個說明，好讓我們在進入後⾯面的經⽂文的時候

能夠清楚的明⽩白神的啟⽰示和旨意。︒ 

 

這三個聖約就是：亞伯拉罕之約，摩西之約，和⼤大衛之約。︒為什麼⾺馬太在 1:1 沒有

提到摩西之約呢︖？因為摩西之約是從亞伯拉罕之約達到⼤大衛之約中間的⼀一個「階段

性的措施」，不是「主要的⽬目的」，關於這⼀一點，我們會在下講摩西之約的時候說

明。︒ 

 

我們需要要記得：聖經中在⼈人墮落之後，只有⼀一個恩典之約，所有的其他的約都是

為了要執⾏行和達成恩典之約⽽而設⽴立的。︒恩典之約是從創 3:15 節就開始，⼀一直要到

主耶穌再來，國度終極完成的時候為⽌止。︒ 

 

我們要⽤用兩個主⽇日的時間，回到創世記 15 章，從「亞伯拉罕之約」來看⾺馬太福⾳音

1:1，「耶穌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今天，我要說明創 15 章的背景，以及和解釋這⼀一段經⽂文的三個原則。︒下⼀一次我們

就⽤用這些解釋的原則來分係和解開亞伯拉罕之約。︒ 

 

為什麼我們須要知道這三個原則呢︖？ 

創 26 章，以撒，重新挖掘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為井被非利⼠士

⼈人⽤用了以後就塞住了。︒ 

今天我們，從⾺馬太福⾳音回到亞伯拉罕之約，要作⼀一件事，就是要把亞伯拉罕之約的

啟⽰示重新挖掘出來，因為亞伯拉罕之約的啟⽰示，被不純正的教導塞住了。︒這些不純

正的教導包括：⾸首先，時代論對亞伯拉罕之約的誤解，認為以⾊色列的復國，聖殿恢

復獻祭是將來的應許。︒其次，就是許多⼈人認為神祝福亞伯拉罕⼟土地財富，今天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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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這樣祝福我們，只要我們有信⼼心求。︒另外就是，許多基督徒認為今天神還會像亞

伯拉罕的時候⼀一樣，向個⼈人顯現啟⽰示說話。︒這些都是塞住亞伯拉罕之約真理的教導。︒ 

當我們按照這些合於聖經的解釋原則，以及在我們的教義的教導的引導之下，靠著

聖靈的光照，我們就會發現亞伯拉罕之約的活⽔水了。︒ 

 

背景： 

 

2. ⾸首先，亞伯拉罕之約的設⽴立和啟⽰示者，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彌

賽亞。︒ 

 

因為，舊約中的耶和華和耶和華的使者通常是指：那⼀一位顯現的耶和華。︒ 

我們知道：三位⼀一體的神，具有三個位格：⽗父，⼦子，聖靈。︒同本質、︑同本體、︑同榮

耀。︒三位格是同等不從屬任何⼀一位格——本體的三位⼀一體（the ontological trinity）。︒ 

三位⼀一體的神在時間裡⾯面的創造和救贖⼯工作，是⽗父發令差遣，⼦子順命執⾏行，聖靈運

作完成——運作的三位⼀一體（the economical trinity），反映在外在的運作上

（opera ad extra）。︒ 

 

在創造的時候，⽗父神命令，⼦子神發出話語：「要有光」，運⾏行在⽔水⾯面上的聖靈把光

分開。︒這種分⼯工的關係在救贖的⼯工作在新約的時候更是清楚：⼦子神成為⾁肉身顯現啟

⽰示和執⾏行新約時期的恩典之約，應許的聖靈在五旬節降下。︒ 

 

從下⾯面的經⽂文我們可以知道：耶穌基督是那⼀一位顯現的神。︒ 

 

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約 5:17-19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18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

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19 耶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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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惟有看⾒見⽗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約 8:56 

56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 

 

因此，我們看到從創 12 章到 22 章，成⾁肉身之前的彌賽亞向亞伯拉罕顯現啟⽰示 8 次： 

1) 在迦勒底的哈蘭向亞伯蘭「說話」（12:1）－75 歲離開哈蘭 

2) 在⼠士劍的摩利橡樹「顯現」、︑「說話」應許⼟土地（12:67）－築壇，求告耶和華

的名（參：羅 10:14-聽到祂） 

3) 在伯特利和艾向亞伯蘭「說話」，應許⼟土地後裔（13:14－17） 

4) 在擊敗 8 王救回羅德之後在異象中和夢中「說話」（15:1） 

5) 在亞伯拉罕 99 歲⽴立割禮之約時「顯現」（17:1） 

6) 在幔利橡樹向亞伯拉罕「顯現」並應許撒拉⽣生⼦子（18:1） 

7) 在夏甲和以實瑪利被逐的時候對亞伯拉罕「說話」（21:12） 

8) 在要試驗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時候「說話」，之後並「起誓」重申⼟土地、︑後裔、︑

萬國得福的應許（22:1，16-17） 

亞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 175 歲（25:7） 

耶和華向以撒顯現啟⽰示應許⼟土地後裔的時候，加上這樣的話：「我必堅定我向

你⽗父亞伯拉罕所起的誓…⋯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

律例、︑法度。︒（26:3-5）」 

 

另外，我們要注意的是：神向亞伯拉罕顯現啟⽰示是救贖歷史中為「特殊啟⽰示」的形

成的作為。︒從我們的要理問答，我們知道神藉著「⾃自然啟⽰示」和「特殊啟⽰示」把關

於祂⾃自⼰己的知識傳遞給⼈人。︒這裡就是「特殊啟⽰示」形成的過程：顯現的耶和華與⼈人

交往、︑說話、︑⽴立約。︒這是救贖歷史中特別的階段，在「特殊啟⽰示」成形完成，也就

是聖經正典完成後，就不會再重複的啟⽰示作為：神不會再親⾃自向⼈人顯現啟⽰示關於祂

⾃自⼰己的知識。︒聖靈會繼續光照我們關於聖經中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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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什麼是「⽣生命」︖？ 

「⽣生命」和「認識神/基督的真知識」有什麼關係 

亞伯拉罕信⼼心成長是根植於神的「特殊啟⽰示」是與「認識神的真知識」不可分的，

認識神的真知識，就是信⼼心的內容——就是信⼼心的道。︒ 

亞伯拉罕對神「特殊啟⽰示」的認識是慢慢增加，漸漸豐富的。︒ 

亞伯拉罕對神的計畫的認識，也是漸進的。︒ 

我們在這裡看到⼦子神的顯現和啟⽰示，聖靈的運⾏行和光照。︒ 

這些是與亞伯拉罕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必須從「特殊啟⽰示」中認識神的計畫 

我們必須把神的計畫融入在我們⽣生活中的遭遇和經歷裡。︒ 

今天復活升天的基督仍然在執⾏行恩典之約，但是祂不再像在亞伯拉罕時期那樣親⾃自

顯現啟⽰示，⽽而且在亞伯拉罕的時期，這也是神所特別揀選的，承裝神特殊啟⽰示的器

⽫皿。︒如果今天還有⼈人說：「神剛才對我說話，耶穌昨天向我顯現」你就知道，他⼀一

則是不明⽩白聖經，要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無論如何，都是把⾃自⼰己「⾃自 High 的經

歷」，駕馭在聖經的真理之上。︒ 

 

3. 第⼆二點，亞伯拉罕之約其實是⼀一系列漸進發展成形的啟⽰示：從

創世紀 12 章，13、︑15、︑17 和 22 章。︒ 

伯克富 Berkhof: 

“神⼀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祂的應許，為的是要在亞伯拉罕的內⼼心堅固他的信息，藉著

聖靈激發他的⾏行為。︒” 換句話說，神要不斷的啟⽰示亞伯拉罕，使他的信⼼心最後結出

果⼦子。︒亞伯拉罕就是詩篇 1，所描述的那⼀一個有福的⼈人。︒ 

 

11 章講到「巴別塔」：⼈人要在地上建⽴立⼀一座城，傳揚⼈人的名。︒ 

12 章⽴立刻講到，神向亞伯蘭說話、︑顯現和啟⽰示，亞伯蘭以築壇，「求告耶和華的

名」（創 12:7-8），也就是亞伯拉罕和他的家屬開始敬拜神，這是家庭教會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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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開始建⽴立天上的城。︒「⼈人的城」和「神的城」是整本聖經的主題，講到地

上⼈人的國度，和天上神不能震動的國度（來）。︒ 

 

亞伯蘭「求告耶和華的名」另外⼀一個意義，從羅⾺馬書 10 章，保羅說： 「凡

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祂，怎麼能求祂呢︖？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

呢︖？」 所以，亞伯蘭在 12 章的時候就已經因為聽到基督的話，道成⾁肉身之前的彌

賽亞親⾃自向祂顯現，把福⾳音傳給他了（加 3:8）。︒    

 

12 章所啟⽰示的應許是：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3 為你

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 12:1-3） 

這裡我們看到應許包括：國度，賜福，賜名，萬族得福。︒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這裡的「福」是什麼︖？是地上的、︑屬物的福，還是天上的、︑屬

靈的福︖？ 

當然，我們知道迦南地，以⾊色列國，是神應許的祝福。︒ 

但是「萬族都要因你得福」，顯然是指救恩層次的祝福，與迦南地和以⾊色列國，沒

有直接關係的屬靈的祝福。︒地上的萬族無法居住在迦南地，⽽而且新約告訴我們「萬

國得福」是講到福⾳音傳到外邦列國︔；神的救贖⼯工作從以⾊色列民族擴⼤大包括地上的萬

族。︒ 

所以，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亞伯拉罕之約有不同層次的意義和施⾏行。︒這是⼀一個重要的

解釋亞伯拉罕之約的關鍵，我們先在這裡抓住這個思路，到後⾯面再仔細思想。︒ 

 

12：10-20 講到：亞伯蘭的信⼼心不敵周遭環境的考驗，亞伯蘭因⼤大飢荒，下到埃

及，並為⾃自⼰己的存活說謊，把撒萊說成妹⼦子，結果撒萊被帶進法⽼老的宮裡，並獎賞

亞伯蘭。︒耶和華為保守亞伯蘭，降⼤大災與法⽼老和他全家，阻⽌止法⽼老犯罪迫害聖約的

發展。︒ 

 



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                                                                         All Saints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Irvine 

	  

	   8	  

13 章，是亞伯蘭與羅德分地的事件。︒顯⽰示亞伯蘭的信⼼心增長。︒耶和華再次進⼀一步

啟⽰示和應許後裔和⼟土地。︒這次⼟土地的應許加上了「直到永遠」的字眼。︒ 

 

「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15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

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

能數算地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17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

地賜給你。」18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裏居住，在那裏為

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直到永遠」是講到永恆屬天層次的⼟土地應許，所以這裡又有兩個層次的應許重疊

在⼀一起。︒因為「地上的以⾊色列國」不是神永遠計畫的⽬目的，它是計畫的⼀一部分，但

不是最終要完成的。︒要完成的是希伯來書 12:8 所說的那「不能震動的國度」。︒凡

是因信稱義的信徒，不論舊約和新約，都是那個國度的⼦子民，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14 章，四王與五王之戰，四王打敗五王，把羅德和其財物擄掠去了，亞伯蘭帶領

精煉壯丁 318 殺⼈人殺敗四王，救回羅德和家⼈人及財物，受撒冷王⿆麥基洗德的祝福。︒

因為是耶和華把敵⼈人交在亞伯蘭的⼿手裏（14:20），這是亞伯拉罕信⼼心得勝的⼀一個

⾼高峰。︒ 

 

15 章，開頭說，這事以後…⋯所以我們看到 15 章的亞伯拉罕之約是在神已經向亞伯

蘭多年的交往和顯現啟⽰示之後發⽣生的，並且在 17 章，又與亞伯拉罕⽴立「割禮之

約」，到底 15 章的「亞伯拉罕之約」和 17 章的「割禮之約」有什麼關係︖？都必須

從 15 章的⾸首次⽴立約來看才能明⽩白。︒簡單的說，17 章的「割禮之約」是 15 章」

亞伯拉罕之約」的進⼀一步的「啟⽰示和執⾏行」。︒我們要到下⼀一次的信息再談論。︒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神對亞伯拉罕所啟⽰示的，關於「⼟土地和後裔的應許」有不同的兩

個層次。︒我們還要看到創 15 章的「經⽂文本身」有許多不同的層次的意義。︒ 

 

4. 第三點，亞伯拉罕之約的啟⽰示有不同的層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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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啟⽰示，尤其是舊約，是⼀一個⽴立體的構造，各個層次有其各⾃自的發展，並且具

有相互之間重疊交叉接觸的點。︒⽽而創 15：1-21 節正充分表現出這個非常特別的情

形。︒經⽂文字⾯面的本身是平⾯面的是單向的敘述，但是我們從不同聖約的發展和實施的

角度看，亞伯拉罕之約是⽴立體的，具不同層次的。︒ 

 

第 1，12 節－耶和華在異象中和在沈睡中對亞伯蘭說話啟⽰示。︒ 

a. 與救贖啟⽰示的層⾯面－神如何在這個時期發展形成祂的特殊啟⽰示：多次多⽅方地

曉諭列祖。︒神在這個先祖時期的啟⽰示作為比以前頻繁、︑模式也不同，與摩西

時期和先知君王時期不同。︒⾺馬太福⾳音則紀錄了彌賽亞親⾃自成為⾁肉身的顯現和

啟⽰示。︒ 

第 5 節－應許後裔如天上眾星︔；第 7，18 節－應許⼟土地為產業 

b. 與屬地的以⾊色列國家民族有關的層⾯面－應許關於舊約時期「以⾊色列國家民族」 

的實現，迦南地、︑以⾊色列民族、︑摩西律法、︑聖殿、︑祭司、︑先知、︑君王…⋯等，

地上神治政體的實現：政治、︑宗教、︑民事、︑⽣生活各層⾯面都在神律法的統治和

祝福之下。︒但是這是⼀一個暫時性的、︑屬地的、︑預表性的國度。︒ 

 

第 6 節－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算為他的義」 

c. 與屬天的神的國度有關的層⾯面－應許關於新約時期「神的國度」 的實現，

新天新地、︑重⽣生得救/因信稱義／新造的族類、︑律法刻寫在他們⼼心裡、︑天上

的聖殿／天上耶路撒冷，君尊祭司的國度…⋯等，屬天的神治政體。︒在亞伯拉

罕之約建⽴立「神的國度」的發展之下，聖約的祝福臨到每⼀一個神百姓的身上，

就是：揀選、︑呼召/重⽣生、︑稱義／信⼼心、︑兒⼦子的名分、︑成聖、︑永蒙保守／聖

徒的忍耐，和得榮耀。︒ 

 

第 2 節－你不要怕︔；13 節－你要的確知道…⋯︔；15 節－你要享⼤大

壽數 

d. 與屬靈的個⼈人救恩有關的層⾯面－關於亞伯拉罕「個⼈人與神聖約的關係」。︒聖

約不是⼀一個冷酷的法律約定，⽽而是⼀一個神與祂的⼦子民個⼈人的關係。︒亞伯拉罕

的⼀一⽣生的經歷與聖約的執⾏行交織在⼀一起，彰顯了神守約的信實和慈愛。︒亞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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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稱義和成聖的信⼼心更⾒見證了屬天祝福的實現：⼼心意更新變化，知道神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 

 

第 14 節－懲罰埃及得財物 (參：12 章入埃及) ;15 節－亞摩利⼈人

的罪 

e. 與⾏行為之約的執⾏行有關的層⾯面－應許有關於神與聖約團體之外的⼈人類的關係：

神在創 15 章提到對埃及和亞摩利⼈人的懲罰和處置的時候，我們看到神在執

⾏行祂與全⼈人類的聖約關係：⾏行為之約的懲處和審判，控制罪的蔓延。︒埃及王

和亞摩利⼈人沒有按照神的律法作神的僕⼈人，沒有刑罰作惡的（羅 13:4），所

以神興起審判。︒對埃及和亞摩利⼈人的處置形成了亞伯拉罕之約發展的平台和

啟⽰示的背景。︒ 

從救贖啟⽰示來看，出埃及是講到：基督把祂的百姓從世界和罪的捆綁為奴的

狀態下拯救出來。︒進迦南是講到：基督帶領祂的百姓征服勝過仇敵，得著屬

天的祝福。︒ 

 

所以，我們看到亞伯拉罕之約的啟⽰示和設⽴立是在亞伯拉罕與神交往的個⼈人救恩 

 

下⼀一個主⽇日，我們要從這幾個層⾯面來看創 15 章的經⽂文。︒並且我們要證明這段經⽂文

的中⼼心思想是： 

 

彌賽亞設⽴立啟動亞伯拉罕之約，並啟⽰示神國度多層⾯面的祝福 

 

讓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賜給我們亞伯拉罕之約，你讓我看到你話語的奇妙，當你的話⼀一

被解開就發出亮光，讓我們的悟性通達。︒當我⾛走在路上，坐在家裡，躺在床上繼續

思想你的話語的時候，求你按照你的應許，帶我們進入明⽩白你的真理，真認識你的

兒⼦子基督！ 

我們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