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厄瑪奴耳之書
（依7-12章）



先知依撒意亞「厄瑪奴耳」
的徵兆，在歷史的進程中，
是跟隨著 「納堂神諭」的
徵兆，表示天主永遠持守
祂盟約的許諾。



撒下7:1-17納堂神諭，上主保證：

「要鞏固他後裔的
王位直到永遠」。

依7:10-16 厄瑪奴耳的神諭
依8:23b-9:6偉大的默西亞預言
依11:1-9 偉大的默西亞詩歌
依12:1-6 感恩歌



厄瑪奴耳神諭是著名的默
西亞預言。背境是公元前
八世紀末葉，南北二國已
分裂差不多兩個世紀。



北國以色列由培卡黑執政
（740-732），南國猶大是達味
宗室第十四代的阿哈次
（735-716）。南北兩國的關
係，時好時壞。





撒下7:1-17納堂神諭，上主保證：

「要鞏固他後裔的
王位直到永遠」

依7:10-16 厄瑪奴耳的神諭
依8:23b-9:6偉大的默西亞預言
依11:1-9 偉大的默西亞詩歌
依12:1-6 感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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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中的默西亞思想
1) 王朝式默西亞思想
撒下7:8-16、詠
89篇、編上17章

納堂神諭

創49:9-12 祝福猶大
詠2; 72; 110篇 默西亞聖詠、為君王

禱告，達味的家族

2) 期待理想的君王
依7:10-14 厄瑪奴耳
依9:1-6 皓光

3) 過渡性默西亞思想
依10:33 充滿上主的神
依11:1-10 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

個嫩枝、一個幼芽
米 4:14-5:6 誕生於白冷

耶22:30; 23:5-6

耶33:15

則17:22

則34:23; 37:24 牧人和君王

5) 受苦的僕人
依42:1-7

依49:1-7

依50:4-9

依52:13-53:12

四首受苦僕人詩歌

蓋2:20-23 以為則魯巴貝耳就是
默西亞

依61:1-3 上主的僕人，被傅油，
傳報喜訊

匝9:9-10 騎驢、謙遜，和平君
王、復興12支派，宣
佈和平

匝12:10 受傷、除去罪過，帶
來救恩，達味家族

達7:13 人子、勝利者、萬民
的審判者4) 個人性默西亞思想



上主說：「起來，給他傅
油，就是這一位」。撒慕
爾拿起油角來，在他兄弟
中給他傅了油。從那天起
上主的神便降臨於達味」

（撒上16:12-13）



達味王是舊約中最偉大的

一位「受傅油者」，憑
著他對上主單純堅固的信
德，深得上主的歡心。

（撒下2:1-4; 5:1-3；詠89:21-22）



達味除了在青年時獲納堂
先知傅油成為猶大王外，
在統一全國後，他兼為兩
國的君王，分別領受猶大
和以色列兩方的傅油。

（撒下2:1-4; 5:1-3）



「受傅者」一詞在整部舊
約中共出現了卅九次 ，原
文是 יחַ  ，（mā-siah）ָמשִׁ
這詞按字面意義可被譯作

「受傅（油）者」或
「上主傅油」。



「受傅者」在舊約中是指
擔當君王、先知和司祭職
務的人。也引伸為上主所
揀選、被派遣去執行上主
旨意的人。外邦君王居魯
士也被稱為上主的受傅者

（依45:1）



中文「默西亞」一詞只出
現於新約，源自希伯來文
יחַ  ָמשִׁ 即「受傅者」的音譯。
而 יחַ  ָמשִׁ 一詞希臘文拉丁化
後的寫法是 Christós。



Christós 的動詞 chriō 有

輕擦（物體的表面）、傾倒
（油或水），也可譯為傅（油）



Christ 是 Christós 英語
化後的寫法。而「基督」
或「基利斯督」則是
Christ 及 Christós 的中
文音譯。



「 יחַ  （mā-siah）「ָמשִׁ

「Christós」
「Christ」
「受傅者」
「默西亞」（Messiah）

「基督」「基利斯督」
以上詞語的意思都是一樣的



「默西亞」原本並非專有
名詞，自從七十賢士譯本
首開先例，以 Christós 來
翻譯希伯來文的 יחַ  ָמשִׁ 之後



它的意義便固定下來，意思

是：「解救萬民的救主」

因此「默西亞」和「基督」
都是頭銜、尊稱



續下



三首依撤意亞有關默西亞的預言

2．新光照耀，救主來臨（依8:23-9:6）

3．預報一位理想的君王（依11:1-9）

1．關於厄瑪奴耳的預言（依 7章）

厄瑪奴耳之書
（依7-12章）



第一首默西亞的預言

1．關於厄瑪奴耳的預言（依7:1-25）



7:1 當烏齊雅的孫子，約堂的兒子阿哈次為猶大王時，
阿蘭王勒斤和以色列王勒瑪里雅的兒子培卡黑，
上來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不能攻陷。

7:2 有人報告達味家說：「阿蘭已經駐紮在厄弗辣
因！」君王與人民都膽戰心驚，有如風中搖動的
樹木。

7:3 上主對依意亞撒說：「你和你的兒子舍阿爾雅叔
布出去，到上池的水溝盡頭，即漂工田間的大道
上，去會見阿哈次；

7:4 對他說：你必須審慎，保持鎮定，不必畏懼，不
要因那兩個冒煙的火把頭──即勒斤、阿蘭和勒
瑪里雅之子──的怒火而膽怯。

7:5 雖然阿蘭、厄弗辣因和勒瑪里雅的兒子同謀，迫
害你說：



7:6 我們上猶大去，擾亂她，把她佔領過來歸於我們，
並在那裡立塔貝耳的兒子為王；

7:7 但是吾主上主卻這樣說：這事決不能成立，亦不能
發生！

7:8 因為阿蘭的首都是大馬士革，大馬士革的首領是勒
斤；

7:9 厄弗辣因的首都是撒瑪黎雅，撒瑪黎雅的首領是勒
瑪里雅的兒子。

7:8 〔六年或五年以後，阿蘭將被消滅，厄弗辣因將要
衰敗。〕

7:9 假使你們不肯相信，你們必然不能存立。」
7:10

上主又對阿哈次說：
7:11

「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個徵兆罷！或求諸陰府
深處，或求諸上天高處。」



7:12
阿哈次回答說：「我不要求，我不願試探上主。」

7:13
依撒意亞說：「達味的家族，你們聽著罷！你們使
人厭惡還不夠，還要使我的天主厭惡嗎？

7:14
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
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7:15
到他知道棄惡擇善的時候，要吃乳酪和蜂蜜；

7:16
因為在這孩子尚未知道棄惡擇善以前，你在那兩個
君王面前所擔心的國土，必將荒廢。

7:17
上主必使患難的日子臨於你、你的百姓和你的父家
身上；這是從厄弗辣因叛離猶大那一天所未有過的，
【即亞述王加禍的日子】。

7:18
那一日，上主要喚來埃及大河盡頭的蠅和亞述境
內的蜂，



7:20
那一日，吾主要用由大河那邊借來的剃刀【即亞述
王】剃去你的頭髮和恥毛，連鬍鬚也要刮掉。

7:21
到那一日，人僅能餵養一隻牛犢和兩隻母山羊，

7:22
因為出奶很多，人將以乳酪為食，因而境內所有的
遺民，都將以乳酪和蜂蜜為食。

7:23
到那一日，先前所有種植一千棵葡萄，值一千塊銀
子的地方，必將叢生荊棘和蒺藜。

7:24
人往那裡去，必須攜帶弓箭，因為遍地都是荊棘和
蒺藜。

7:25
先前用鋤頭開墾的山地，沒有人敢到那裡，因為害
怕荊棘蒺藜。那裡將成為放牛和羊群踐踏的地區。

7:19
牠們將要前來，一起落在荒谷、巖穴，以及一
切荊棘叢中和一切水溝上。



第二首默西亞的預言

2．新光照耀，救主來臨（依8:23-9:6）



8:23 因為遭受災難的，必將免於黑暗。往昔上主曾使則步隆和納
斐塔里地域受了侮辱，但日後卻使沿海之路，約但東岸，外
方人的加里肋亞獲得了光榮。

9:1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皓光，光輝已射在那寄居在
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

9:2 你加強了他們的快樂，擴大了他們的歡喜；他們在你面前歡
樂，有如人收割時的歡樂，又如分贓時旳愉快；

9:3 因為你折斷了他們所負的重軛、他們肩上的橫木，以及壓迫
他們者的短棍，有如在米德楊那天一樣；

9:4 因為戰士所穿發響的軍靴，和染滿血跡的戰袍，都要被焚毀，
作為火燄的燃料。

9:5 有一嬰孩因為為我們誕生了，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們；他肩
上擔負著王權，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強有力的天主、
永遠之父、和平之王。

9:6 他的王權是偉大的，達味的御座和他王國的平安是無限的，
他將以正義與公平對王國加以鞏固與保持，從今時直到永遠：
萬軍上主的熱誠必要完成這事。



第三首依撤意亞有關默西亞的預
言

3．預報一位理想的君王（依11:1-9）



11:1 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
芽。

11:2 上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敬
畏上主的神將住在他內。

11:3 【他將以敬畏上主為快慰，】他必不照他眼見的施行審訊，
也不按他耳聞的執行判斷。

11:4 他將以正義審訊微賤者，以公理判斷世上的謙卑者，以他
口中的棍杖打擊暴戾者，以他唇邊的氣息誅殺邪惡者。

11:5 正義將是他腰間的束帶，忠誠將是他脅下的佩帶。
11:6 豺狼將與羔羊共處，虎豹將與小山羊同宿；牛犢和幼獅一

同飼養，一個幼童即可帶領牠們。
11:7 母牛和母熊將一起牧放，牠們的幼雛將一同伏臥；獅子將

與牛一樣吃草。
11:8 吃奶的嬰兒將遊戲於蝮蛇的洞口，斷奶的幼童將伸手探入

毒蛇的窩穴。
11:9 在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作惡，也沒有誰害人，因為

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識，有如海洋滿溢海水。



1．關於厄瑪奴耳的預言（依七章）



依撒意亞第七章很明顯地
分為兩大段，第一段由1-9 

節論及阿蘭及以色列的聯
軍攻打猶大，要逼迫猶大
王阿哈次加入他們的聯盟
以抵抗亞述。



先知預言這一企圖將不得
逞；聯盟必遭到覆亡。另
一方面，猶大也不該把希
望寄託於列強，只該信賴
天主，否則繼阿蘭及以色
列之後，也將立不住腳。



7:1 當烏齊雅的孫子，約堂的兒子阿哈次為猶大王時，阿蘭王勒斤和
以色列王勒瑪里雅的兒子培卡黑，上來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不能
攻陷。

7:2 有人報告達味家說：「阿蘭已經駐紮在厄弗辣因！」君王與人民
都膽戰心驚，有如風中搖動的樹木。

7:3 上主對依意亞撒說：「你和你的兒子舍阿爾雅叔布出去，到上池
的水溝盡頭，即漂工田間的大道上，去會見阿哈次；

7:4 對他說：你必須審慎，保持鎮定，不必畏懼，不要因那兩個冒煙
的火把頭──即勒斤、阿蘭和勒瑪里雅之子──的怒火而膽怯。

7:5 雖然阿蘭、厄弗辣因和勒瑪里雅的兒子同謀，迫害你說：
7:6 我們上猶大去，擾亂她，把她佔領過來歸於我們，並在那裡立塔

貝耳的兒子為王；
7:7 但是吾主上主卻這樣說：這事決不能成立，亦不能發生！
7:8 因為阿蘭的首都是大馬士革，大馬士革的首領是勒斤；
7:9 厄弗辣因的首都是撒瑪黎雅，撒瑪黎雅的首領是勒瑪里雅的兒子。
7:8 〔六年或五年以後，阿蘭將被消滅，厄弗辣因將要衰敗。〕
7:9 假使你們不肯相信，你們必然不能存立。」



第二段由10-25節，先知
給阿哈次王提出第二次警
告，並舉出厄瑪奴耳的徵
兆。這一神秘的人物應由
好幾個不同的層次去了解
。



7:10 上主又對阿哈次說：
7:11 「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個徵兆罷！或求諸陰府深處，或求諸上天高處。」
7:12 阿哈次回答說：「我不要求，我不願試探上主。」
7:13 依撒意亞說：「達味的家族，你們聽著罷！你們使人厭惡還不夠，還要使我的天主厭

惡嗎？
7:14

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
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7:15 到他知道棄惡擇善的時候，要吃乳酪和蜂蜜；
7:16 因為在這孩子尚未知道棄惡擇善以前，你在那兩個君王面前所擔心的國土，必將荒廢。
7:17 上主必使患難的日子臨於你、你的百姓和你的父家身上；這是從厄弗辣因叛離猶大那

一天所未有過的，【即亞述王加禍的日子】。
7:18 那一日，上主要喚來埃及大河盡頭的蠅和亞述境內的蜂，
7:19 牠們將要前來，一起落在荒谷、巖穴，以及一切荊棘叢中和一切水溝上。
7:20 那一日，吾主要用由大河那邊借來的剃刀【即亞述王】剃去你的頭髮和恥毛，連鬍鬚

也要刮掉。
7:21 到那一日，人僅能餵養一隻牛犢和兩隻母山羊，
7:22 因為出奶很多，人將以乳酪為食，因而境內所有的遺民，都將以乳酪和蜂蜜為食。
7:23 到那一日，先前所有種植一千棵葡萄，值一千塊銀子的地方，必將叢生荊棘和蒺藜。
7:24 人往那裡去，必須攜帶弓箭，因為遍地都是荊棘和蒺藜。
7:25 先前用鋤頭開墾的山地，沒有人敢到那裡，因為害怕荊棘蒺藜。那裡將成為放牛和羊

群踐踏的地區。



首先是指一個歷史人物，
與阿蘭──厄弗辣因之戰的
前前後後的歷史事實有關
聯，而所謂徵兆是雙重的。



既指耶路撒冷城的暫時得
救，及達味王室的幸得保
存。也指猶大及猶大的敵
人，將來要受到的懲罰。



比較深、較遠的一個層次
是超過當時的歷史形勢，
而指向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這一點將第7章與 8:23-9:6 

及11:1-9 合看就不難體會。



7:14
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
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9:1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皓光，光輝已射在那寄居在漆
黑之地的人們身上。

9:2 你加強了他們的快樂，擴大了他們的歡喜；他們在你面前歡樂，
有如人收割時的歡樂，又如分贓時旳愉快；

9:3 因為你折斷了他們所負的重軛、他們肩上的橫木，以及壓迫他
們者的短棍，有如在米德楊那天一樣；

9:4 因為戰士所穿發響的軍靴，和染滿血跡的戰袍，都要被焚毀，
作為火燄的燃料。

9:5
有一嬰孩因為為我們誕生了，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
們；他肩上擔負著王權，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
士、強有力的天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王。

9:6 他的王權是偉大的，達味的御座和他王國的平安是無限的，他
將以正義與公平對王國加以鞏固與保持，從今時直到永遠：萬
軍上主的熱誠必要完成這事。



最後還有一個層次是觸及
耶穌基督，那就是瑪竇福
音在瑪1:23 引用依7:14；
在瑪4:15-16引用依8:23-9:1

時所要指出的。



依7:14 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
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瑪1:23 「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
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

依8:23 因為遭受災難的，必將免於黑暗。往昔上主曾使則步隆
和納斐塔里地域受了侮辱，但日後卻使沿海之路，約但
東岸，外方人的加里肋亞獲得了光榮。

9:1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皓光，光輝已射在那寄
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

瑪4:15 『則步隆地與納斐塔里地，通海大路，約但河東，外方
人的加里肋亞，

4:16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見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陰影
之地的人為他們出現了光明。』



這就是先知預言所有的
不同層次，「厄瑪奴耳」
這個神秘人物提供給我
們一個典型的例子。





依7:14

「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
個徵兆：看，有位貞女
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
叫厄瑪奴耳。」



為明瞭依7:14節的奧義，
必須先知道：徵兆、厄瑪
奴耳和貞女這三個名詞的
涵義。

（1）所謂徵兆：



第一、是表示特別意義與辨
識的媒介（參創1:14; 4:15; 9:12-17）。
第二、徵兆也是未來事件的
一種保證（依20:8）。
第三、徵兆又是天主所行的
神蹟以證明某事實的確證。
（參閱出4:8；民6:7-38；依38:7-22）



依撒意亞所說的徵兆，是
一種超自然的徵兆。先知
告訴阿哈次一件奇妙的事，
言詞嚴肅莊重，使我們意
識到他所宣布的厄瑪奴耳
徵兆，為百姓是一種慰藉。



天主於宇宙間普遍的存在，

假使天主與我們在一起，
我們便無所畏懼，為我們
是一種恩寵：故此說徵兆
主要地是慰藉的說明。





（2）厄瑪奴耳是誰？
「厄瑪奴耳」lae-WnM[ Immanu-el

是由三個希伯來詞語合成：

介詞：~[ ‘im「偕同」
代詞尾綴：Wn" -anu 「我們」

名詞：lae ’el 「天主」



厄瑪奴耳到底是誰？根據
依撒意亞的意思，厄瑪奴
耳就是默西亞，是少年的
默西亞，是孩提時期的默
西亞，先知在8:8將厄瑪奴
耳寫成猶大的君王，在9:5

將厄瑪奴耳寫成一個嬰孩：



依8:8

直沖入猶大，漲溢氾濫，高達人的頸
項。厄瑪奴耳啊！他展開的兩翼，將
掩蓋你廣闊的疆土！

依9:5

因為有一嬰孩為我們誕生了，有一個
兒子賜給了我們；他肩上擔負著王權，
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強有力
的天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王。



「有一嬰孩為我們…。」 8:8 

和9:5這兩個地方皆以「厄瑪
奴耳」的預言，即 7:14 為必
然有的基礎，否則，便無從
得知，這位號稱猶大君王的
厄瑪奴耳（8:8）是誰，為我
們誕生的嬰孩（9:5）又是誰。



依9:1-6一段，是先知對默西
亞的本性和使命的闡明。若
9:5所論及的小孩是默西亞，
又是7:14所稱的厄瑪奴耳，
那厄瑪奴耳就是默西亞了。
具「強有力的天主」這吉兆
名號，也是暗示著默西亞。





（3）「貞女」所指的是誰？

在厄瑪奴耳神諭中，依撒意
亞用了希伯來文「阿耳瑪」
（hm'l.[; almah）來指「貞女」。

就言語學而言，是指一位及
笄待字的少婦。不過，根據
聖經上的用法，「阿耳瑪」



則指一位尚未結婚而貞操壁
全的少女，即在室的處女。
由於希臘和拉丁本的譯者，
對聖經的用法和文義，將
「阿耳瑪」譯作「貞女」
（希臘文：parqe,noj - parthenos；
拉丁文：virgo）。



希伯來文阿爾瑪（hm'l.[; almah）

一字在舊約裡一共用了九
次：兩次意義不清楚；其
他七次都是指及笄的少女，
已經成熟的貞女而言。



兩次意義不清楚：詠46:1：女音，

編上15:20：女音；其他七次指及笄
的少女或成熟的女子：箴30:19；

創24:34 亞巴郎的老僕指黎貝加；
雅1:3; 6:8 新娘的女嬪相；詠68:26 

遊行行列中，夾在歌唱者及彈琴
奏瑟者之間的一群擊鼓的少女；
出2:8 梅瑟的姐姐；及依撒意亞
7:14 這個地方。



先知的預言可以在不同的
歷史環境中實現超過一次，
帶出天主的救恩計劃。有
關默西亞的預言中，都有
著兩個層面上的應驗。



即

「較近將來的應驗」
和

「較遠將來的應驗」



「較近將來的應驗」指向
以色列民在社會和政治中
的某些歷史事件。
「較遠將來的應驗」則指
向末世性默西亞的來臨。



舊約裡「貞女」希伯來文
是「阿耳瑪」（ַעְלָמה ‘almah）

這個字從來不指已婚的婦
女，而是指一個年輕的少
女，已經可以出嫁，並在
短時期內要結婚生子。



因此這裡不必一定要發生
一個神奇的懷孕生子。可
以將她視作「準新娘」，
（貞女） 就是則加黎雅的
女兒阿彼雅，阿哈次的妻子，
希則克雅的母親（列下18:2）。



先知嚴正、端肅地描述了這
位貞女是「厄瑪奴耳」的母
親。她的懷孕、生子，為其
兒子取名為厄瑪奴耳。這徵
兆又指明，默西亞的母親是
一位貞女。也指出在這段聖



經內，沒有提到「厄瑪奴耳
的父親」。如此，可說明厄
瑪奴耳單是一位貞女的兒子，
他的母親在生產以後仍是一
個貞女，否則，怎能稱為一
個神蹟？先知的鄭重的言詞，
又所指謂何？



阿哈次於公元前735年登
極時只有二十歲（列下16:2），

正是結婚的年齡，而他的
兒子希則克雅是在公元前
728年開始作王，這可以
從列下18:1,9,10 裡算出。



18:1 以色列王厄拉的兒子曷舍亞三年，阿哈次的兒子希則克雅登極為猶大
王。

18:2 他登極時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凡二十九年；他的母親名叫阿
彼雅，是則加黎雅的女兒。

18:3 希則克雅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事，完全像他祖先達味所行的一樣；
18:4 他廢除了高丘，毀壞了石柱，砍倒了木偶，打碎了梅瑟所製造的銅蛇，

因為直到那時，以色列子民仍向銅蛇焚香，稱為乃胡市堂。
18:5 他信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可與他

相比的。
18:6 他依靠上主，緊隨不離，謹守上主頒給梅瑟的誡命。
18:7 因此，上主與他同在，他無論作什麼，必都順利，且擺脫了亞述王的

羈絆，不再作他的藩屬；
18:8 又擊敗了培肋舍特人，直追到迦薩，佔領了他們的土地，攻取了守望

台和堅城。
18:9 希則克雅王四年，即以色列王厄拉的兒子曷舍亞七年，亞述王沙耳瑪

乃色來進攻撒瑪黎雅，圍困了這城；
18:10三年年底攻下，即希則克雅王六年，以色列王曷舍亞九年，撒瑪黎雅

失陷。



當時希則克雅只有五歲
（列下18:2所記的年齡並非是二十五歲：
希伯來時代的算法及希伯來數字容易寫
錯，這只是其中一例）。

這樣他的誕生可以放在公
元前734 年前後，正好與
依撒意亞的預言相吻合。



厄瑪奴耳就是阿哈次的兒
子「希則克雅」，達味王
朝的繼承人。這是「較近
將來的應驗」，指當時的、
具體的一個事實。



這一層意義不但不否定更
深更遠的默西亞意義及基
督論意義，反使這些更深
更遠的意義有所憑藉，有
其根據。



新約的作者引用舊約時，
不是按照批判的方法，分
出不同的層次，而是按照
當時的懂法，選擇適合於
他們的一個意義。



新的事實帶來新的光照，
有了基督的誕生，聖瑪竇
才能給依撒意亞這個預言
一個新的意義（瑪1:23），
天主的啟示的確是事實與
言語同時並進的。



當聖史瑪竇寫童貞女瑪
利亞產生耶穌的一段史
事時，因聖神的默感，
說明這段史事恰正應驗
了依撒意亞先知7:14的
這段預言（瑪1:23）。



早期基督徒團體在復活
信仰的光照下，逐漸認
識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
納匝肋人耶穌。



耶穌基督就是以色列
民引頸期盼的默西亞，
就是天主在他身上實
現了對默西亞的許諾。



按照天主的許諾，默
西亞必須是達味的後
裔。若瑟是達味的後
裔合法地與瑪利亞訂
了婚（瑪1:16,20；路1:27,32; 2:47）



瑪利亞因聖神受孕，按
法律，耶穌屬於達味家
族，他誕生在白冷的達
味城（瑪1:24-25; 2:1；路2:4-6）。



耶穌之為達味後裔和他
誕生在白冷的傳統，是
早期教會肯定他為默西
亞的重要基礎：



「經上不是說：默西亞
要出自達味的後裔，來
自達味出生的村莊白冷
嗎？」 （若7:42；米5:1）



為基督徒而言，耶穌就
是主基督，就是以色列
民引頸期盼的達味後裔，
他更是降生的天主聖言。



天主的救恩雖已在世上
臨現，不過尚未圓滿。
我們是否真的生活在
「已經」與「尚未」的
末世張力中？



我們是否能認出天主眷
顧的時期？我們能否在
此時此刻的生活中認出
基督的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