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各布原始福音

简介

在所有新约的典外福音书中，毫无疑问，《雅各布原始福音》是

最重要的一本，因为这书是演绎自正典福音书有关耶稣婴孩时期的记

载最早期的一份文献。

教父文献对这书有不同的题名：六世纪的《盖拉西安决议》把这

书称为「年轻雅各布名下的福音」，公元三世纪的《伯默蒲草纸刊 5》

称这书为「马利亚的出生：雅各布的启示」。

「雅各布原始福音」这名称首见于一本十六世纪的版本。按书中

所言，这书的作者是雅各布按书中的记载——是约瑟前妻所生的儿子

〔因此是耶稣同父异母的兄长〕，于大希律离世之后写的。然而，早

期教父却称这书的作者为「某位雅各布」，表示他们质疑作者的自白；

《盖拉西安决议》的「年轻雅各布名下的福音」，可能是指马可福音

16 章 41 节中的「小雅各布」。按学者的理解，这书应是于公元 150

年左右以希腊语写的，但大多数存留的抄本都是十世纪或以 后的抄

本，只有少量属于三世纪〔如《伯默蒲草纸 5》〕，而译本则有拉丁语

和叙利亚语等。 从书中某些细节，例如圣殿竟然可以用来抚养一个

女孩子〔即：马利亚〕、乔基姆因为无子女而不准献祭，又在书中没

有反映任何有关巴勒斯坦的地理环境，可见作者可能并非犹太裔的基

督徒。由于本书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很多相似之处，本书很有可

能是以这两本书作为蓝本，又或反映相同的口传传统。

内容方面，虽然这书较正典福音书更详尽地记述耶稣出生的事迹，



但实际上，焦点人物是马利亚。书中模仿旧约塞缪尔出生的故事，带

出马利亚是乔基姆和亚拿年老时所生的女儿，出生后在圣殿中成长；

之后，祭司们把她许配给木匠约瑟。马利亚受圣灵感孕，生下耶稣。

因此，这书是最早期的文献，为要歌颂马利亚。在后期的流传中，由

于这书的正典身分已经清楚地被否定，因此，在流传的过程中被增删

和编修的 度明显会更大。较明显的例子是第 22 至 24 章有关施洗者

约翰的父亲遭害的描述，有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源于公元六世纪。

虽然这书并没有清楚提出马利亚的童贞身分延及终身这点，但由

于书中解释了正典福音书中的「主的兄弟姊妹」其实是约瑟与前妻所

生的子女，这书确实暗示马利亚「永远童贞」这身分。埃利奥特质疑

这书的可靠性，认为书中的名字，例如马利亚的父母亲的名字和吕贝、

塞缪尔等名字全都是虚构的，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原因。



文本

1：1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史》中，乔基姆是一个很富有的〈男〉

人，他把自己各样的祭物加倍带来要献给主，因为他心里说：我把有

余的带来，要分给所有人；而我为了赎自己《的罪》带来的，则要献

给上主，那是我的赎价。

2主的大日子快将来临，以色列的子民都带备祭物而来。他们站

在他〔指：乔基姆〕面前， 吕贝〔或可能指：「吕便」〕也这样站着，

他们对他说：「你不配先向上帝献祭，因为你没有为以色列生下一子

一孙。」3 乔基姆非常忧愁，去查看十二支派的族谱，〈说〉：「我会翻

查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族谱，看我是不是唯——个没有子孙的人。」他

去查看，发现以色列所有义人都有子孙。他又记起祖先亚伯拉罕在年

迈之时，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以撤。4 乔基姆 非常忧愁，不

肯与妻子见面，却独自往旷野去；他在旷野搭起帐棚，禁食了四十昼

夜，对自己说：「主我的上帝不眷顾我的话，我就一直不吃不喝；祷

告就是我的饮食了。」

2：1 当时他的妻子亚拿说出双倍哀悼的话，发出双倍悲痛的哭

声：「我要为我丧夫守寡而哀 悼，为我无儿无女而悲伤。」2 主的大

日子快将来临，亚拿的侍女犹辛〔或者可能指「犹滴」〕对亚拿说：

「你还要克苦己身到什么时候呢？因为主的大日子快到了，你不该哀

恸。但请戴上这头带，这头带是总管夫人给我的；但我不配穿戴，因

为我是你的仆牌，而这头带上面有王室的记号。」3但亚拿说：「走开!

我一定不会这样做的，是主叫我大大降卑。谁知道这头 带是骗子给



你的不是，你却来要我分担你的罪!」犹辛〔或：犹滴〕回答说：「我

为什么要因为你不听从我就诅咒你呢？主上帝已拿走你的生育能力，

使你在以色列中没有子孙。」

4 亚拿非常忧愁；但她把丧服脱去，洁净头发，穿上新娘的服饰；

约在第九点钟，她到自己 的园子里散步。她看见一棵月桂树，于是

坐在树下，〈休息了一会儿后，〉她恳求上主，说：

「我祖先的上帝啊，请赐福给我，听我祷告，就如你从前祝福撒

拉〈我们的母亲撒拉〉的肚腹一样，赐给她一个儿子以撤。」

3：1 亚拿仰天长数，看见月桂树上有一巢麻雀，马上就心里哀

恸。

「我真是苦啊! 是谁生我的？

是谁从腹里把我诞下？

因为〈在他们众人面前〉，在以色列的子民面前，我生来就是诅

咒， 我被责骂，他们讥笑我，把我推出王的圣殿之外。

2我真是苦啊，我究意像谁？

我连天上的飞鸟也不如，

因为，主啊，就是天上的飞鸟，也在你面前儿孙成群。我真是苦

啊!我究竟像谁？

我连无理性的动物也不如，

因为，主啊，就是无理性的动物，也在你面前儿孙成群。我真是

苦啊!我究意像谁？

我连地上的走兽也不如，



因为，主啊，就是地上的走兽，也在你面前儿孙成群。

3我真是苦啊!我究竟像谁？

我连这些河水也不如，

因为，主啊，就是河水也兴奋地向前涌流，水中的鱼也在称颂你。

我真是苦啊!我究意像谁？

我连地士也不如，

因为，主啊，就是地土也随着季节定时开花结果，称颂你。

4：1看哪，有主的使者到她那里去，说：「亚拿，亚拿，主已经

垂听了你的祷告。你将要怀孕生子，世上全地的人都要谈论你的后代。」

亚拿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主上帝起誓，我若生子，无论是男是女，

我都要带到主我的上帝面前，作为祭物，他要终生服侍主。」

2 看哪，有两位使者来到，对她说：「看哪，你的丈夫乔基姆正

领着牲畜回来；因为有主的 使者降临，对他说：「乔基姆，乔基姆，

主上帝已经垂听了你的祷告。下去吧；看，你的妻子亚拿已经怀孕了

〔或：将要怀孕了〕。」3 乔基姆就立刻下去， 集他的牧人，对他们

说：

「给我带十只无瑕疵、无斑点的羊恙来；牲们都要归属主我的上

帝。又给我带十二只〈幼小 的〉牛犊来，好献给祭司和长老，并带

一百只小山羊来送给众百姓。」4看哪，乔基姆带着他 的牲畜到来，

亚拿站在门口，看见乔基姆到来就马上跑上前，抱住他的脖子，说：

「我现在知道主上帝大大祝福我〔或：你〕；因为，看哪，寡妇已经

不再作寡妇，而我，原来是无儿无女的，也已经怀孕了〔或：将要怀



孕了〕。」

回家后的头一天，乔基姆用来休息。

5：1 但翌日，乔基姆就献上祭物，他在心里说：「倘若主上帝要

恩待我，挂在祭司胸前的牌当可让我看个明白。」乔基姆就把祭物献

上，他步上主的祭坛时，察看祭司胸前的牌，知道自己里头没有罪。

乔基姆说：「现在我知道主上帝是恩待我的，并赦免了我一切的罪。」

他就算作义的，从主的圣殿走下来，回自己的家里去。

2六个月的时间满了，就正如〈天使〉所说：在第七〔或：九〕

个月，亚拿生孩子了。她对 接生婆说：「我生了什么？」接生婆说：

「是个女的。」亚拿说：「我的灵今日要显为大。」 接着她躺下了。及

至日子满足，亚拿就洁净自己，下了产床，给孩子哺乳，而且给孩子

取名马利亚。

6：1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孩子日渐强壮；当她六个月大时，

她母亲把她放在地上站着，看她是否能够自己站立。孩子竟走了七步，

走进母亲的怀里。母亲就抱起她，说：「我指着永生的主上帝起誓，

在我把你带进主的殿之前，你不要再在这地上走路了。」她就在她的

卧房里设了一个洁净区，禁止普通或不洁之物经过。她又把希伯来人

中洁净的女儿唤来，她们就负责与孩子玩耍。

2 孩子一岁生日那天，乔基姆大排廷席，宴请大祭可、祭司、文

士、长老和以色列全体民众。乔基姆把孩子带到众祭司面前，他们就

祝福她，说：「我们祖先的上帝啊，祝福这孩子， 赐她一个名字，好

让她在万世万代中受人传颂。」众民说：「诚心所愿，〈诚心所愿，〉阿



们。」祭司又带她到众大祭司面前，他们就祝福她，说：「至高天上的

上帝啊，看顾这孩子， 并将至高、无与伦比的祝福赐与她。」接着她

母亲把孩子带回卧房的洁净区，给她哺乳。亚拿向主上帝唱这歌：

「我要唱歌赞颂主我的上帝，因为祂看顾我，把我敌人对我的指

责挪走。

主赐我公义的果子，这在祂面前既独一又多样。

谁会向吕贝〔或：吕便〕的子孙宣布亚拿要乳养站孩子呢？

〈留心听啊，留心听啊，你们以色列十三支派要留心听：亚拿正

乳养孩子啊。〉」

她把孩子放在设有洁净区的卧房里休息，自己出去服侍众人。筵

席结束后，他们继续欢喜快乐，一路赞颂以色列的上帝。

7：1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她两岁的时候，

乔基姆对亚拿说：「我们带她上主的殿去吧，这样就可以实践我们所

作的承诺，以免主使〈恶事〉临到我们，那我们的祭物就会不蒙悦纳

了。」亚拿回答说：「我们待孩子三岁时再这样做吧，到时候孩子或许

不会再想念她的爸爸妈妈了。」乔基姆说：「这非常好。」

2 孩子三岁的时候，乔基姆说：「让我们把希伯来人中洁净的女

儿唤来，请她们各自拿一盏 灯，且要一直燃亮，免得孩子回头，心

就被引诱离开主的殿。」他就这样做，直至他们上到主的殿去。祭司

抱她，亲她，祝福她，说：「主已在万代之中显扬你的名；因为你的

缘故，主在末日会向以色列的子民彰祂的救赎。」

3祭司把孩子放在祭坛的第三层台阶上，主上帝就把恩典临到孩



子的身上，她乐极起舞，全 以色列家都喜爱她。

8：1 她父母下来时满心惊讶，颂赞大能的上帝，归荣耀予祂，

因为孩子没有回过头来看他们。马利亚在殿中就像鸽子一样被养育，

从天使手中接过食物。

2 她十二岁的时候，众祭司 开会议，说：「看哪，马利亚在主的

殿中已到了十二岁，我们该当怎样待她，才可避免她玷污主的殿呢？」

他们就对大祭司说：「请你站在主的祭坛前；进 入至圣所，为她的事

祷告，主指示你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3大祭司于是穿上有十二个铃的祭司袍，进入至圣所，为马利亚

的事祷告。看哪，主的一位 天使〈突然〉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撒

迦利亚，撒迦利亚，出去 集民众中的鳏夫，〈他们各人要带一根杖来〉，

主向谁赐下〈奇妙的〉标记，她就要作谁的妻子。」报信者纷纷出发，

把消息传遍犹大一带；主的号角响起，人人都跑出来。

9：1 约瑟扔下斧头，出去与他们会合。众人聚集了以后，就拿

着杖往大祭司那里去。大祭司拿着各人的杖，进入圣殿，祷告。祷告

完毕，他带着杖再走出来交给众人；杖上并没有任何标 记。约瑟接

过最后一根杖，看哪，有一只鸽子从杖中飞出来，飞到约瑟头上。祭

司对约瑟说：

「约瑟，福气临到你了，你要领着主的童女；把她带回去，好好

照顾。」

2〔但〕约瑟回答他道：「我已有儿子，人也老了，但她还是个女

孩子。我恐怕自己会成为 以色列子于民的笑柄。」祭司对约瑟说：「当



惧怕主你的上帝，当想起上帝向大明、亚比兰和可拉所作的一切，想

想大地是怎样裂开，他们又怎样因为背叛而被大地吞没的。如今，约

瑟， 你要心存敬畏，免得这祸〈也要〉临到你家。」约瑟感到害怕，

就把马利亚带回去，照顾她。约瑟对她说：「马利亚，我从主的殿接

你回来，现在我要把你留在我家，我要去建房子；〈然后〉我会〈再〉

回来找你；主会看顾你。」

10：1 当时正举行祭司的会议，他们决定：「让我们为主的殿造

一 幔子。」祭司说：「把大卫支派中所有纯洁的童女 到我这里来。」役

就出发去找，结果找到七个〈这样〉的童女。

祭司想起那名叫马利亚的孩子，她属于大卫支派，而且在上帝面

前是纯洁的。 役就去把她带回来。

2 其后他们就带众童女进入主的殿，祭司说：「你们给我抽签，

看谁要织金线、谁织石绒、 谁织细麻、谁织丝、谁织紫蓝色的线、

谁织朱红色的线以及谁织纯紫色的线。马利亚抽到的是「纯紫色」和

「朱红色」。她就把线带回家里去。那时撒迦利亚已经哑了。塞缪尔

暂代其职 事，直至撒迦利亚可以〈再〉说话而止。但马利亚拿了朱

红色的线去编织。

11：1 马利亚拿着水瓶出去打水。看哪，突然有声音对她说：「你

好，大蒙喜悦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你〉在众妇人中〈是有福的〉。」

她环顾左右，想找寻声音的来源。她颤抖着回到屋里，放下水瓶，

拿出紫色的布料，就在自己的位子坐下来抽线。2 看哪，主的一位使

者突然站在她跟前，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惧怕；因为你在万有之



主宰面前是蒙恩的，而且要因他的道怀孕。」她听到这话，就心里困

惑， 说：「我要从永活的主上帝〈怀孕〉，就好像各个妇人怀孕的样

子？」3主的使者说：「不是这样的，马利亚；因主的能力要荫庇你：

因此，那要从你身上生出来的圣婴将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但你要给

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马利亚说：

「看啊，主的侍女在这里；愿事情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然

后，使者就离她去了。

12：1马利亚把紫色和红色的布准备好，就带给祭司。祭司接过

了，就祝福马利亚，说：「马 利亚，主上帝已经彰显了你的名，在地

上万代中你是有福的。」2马利亚就欢喜快乐地到她亲 戚伊利沙伯那

里敲门。伊利沙伯听见了，就把〔加：正用来织布的〕红色线放下，

跑去开门。她看见马利亚〉，就祝福她说：「我怎么敢当呢，我主的母

亲竟然到我这里来？因为看哪，我里面的〈胎〉也在跳动祝福你。」

但马利亚忘记了上帝的天使加百列告诉 她的奥秘，仰天长叹说：「主

啊，我是谁，地上各个妇人竟然会把我算为祝福？」3她留下来与伊

利沙伯同住三个 月。日复一日，马利亚的肚腹渐大，她感到害怕，

就回家把自己藏起来，避开以色列的人。当这一切奥秘事情发生的时

候，马利亚年方十六。

13：1马利亚怀有六个月身孕的时候，看，约瑟离开他的建筑工

地回家去，发觉马利亚怀了孩 子。于是他用灰抹脸，整个人趴在麻

衣上，悲苦地哭泣，说：「我还有什么颜面仰望主我的上帝呢？我应



该为她献上怎样的祷告呢？因为，我由主我上帝的殿把她接回来的时

候，她还是个童 女，我却没能保护她。是谁欺骗了我？谁在我家作

了这恶事？谁把这个童女从我身边俘虏去、玷 辱了她？难道〈亚当

的〉故事在我身上重演了吗？因为，就如亚当在他称颂〈上帝〉的时

候，蛇 便来了，发现夏娃独自一人，于是欺骗她，玷辱她；这样的

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了。」2 约瑟 从麻衣上站起来，叫唤马利亚，对

她说：「你是上帝所看顾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而忘记你的主上帝？

为什么要羞辱自己的生命〔或：灵魂〕？你岂不是在至圣所中成长、

从天使手中接过 食物的吗？」3马利亚却悲苦地哭着说：「我是清白

的，并未有与任何男人发生关。」约瑟对她说：「那你肚腹中所怀的究

竟从何而来？」马利亚说：「我指着永生的主上帝起誓，自我不知道

这胎儿究竟从何来到我身上。」

14：1 约瑟非常惊怕，就离开马利亚，思量着应该怎样处置她。

约瑟说：「如果我将她的罪隐 藏，我就是违反上帝的律法。如果我将

她的罪向以色列子民公开，我又恐怕她所怀的胎儿果真是从天使而来

〔或：是属天使的〕，那我就是将无辜的血送去受死亡的审判了。我

应该怎样处置她呢？我要暗中把她送走。」黑夜临到了。

2看，有一位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不要怕这女子。

因为在她里面的乃从圣灵 而来。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因他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约瑟从

睡梦中醒过来，归荣耀予赐恩典给他的以色列的上帝；约瑟就照顾这

女子。



15：1文士亚拿去见约瑟，对他说「约瑟，你为什么不出席我们

的聚会？」约瑟对他说：「我经过长途跋涉感到疲累，所以休息一天。」

亚拿转头看见马利亚的肚子大了。2他匆匆赶去见〈大〉祭司，对他

说：「你为他作见证的约瑟，犯了严重的罪。」大祭司说：「他怎样犯

罪？」亚拿说：「那一个童女，就是他从上帝的殿接回家里去的那一

个，他玷污了她，而且暗 中与她成亲了，更没有让以色列子民知道

这事。」大祭司对亚拿说：「约瑟!约瑟做出这样的 事？」亚拿对他说：

「派些官长去吧，你就会发现那童女确实已经怀孕了。」众官长去了，

发 现她正如亚拿所说的一样，于是把她带到圣殿去。她就站在法庭

上。大祭司对她说：「马利 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羞辱你

的生命〔或：灵魂〕、忘记你的主上帝？你是在至圣所 里被抚养成人

的，从天使手中接过食物，听的是赞美的圣歌，又曾在上帝面前跳舞。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就她悲苦地哭着说：「我指着永生的主上帝

起誓，我在祂面前是清白的，并未 有与任何男人发生关系。」大祭司

对约瑟说：「约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约瑟说「我指着 永生〈的

主上帝〉起誓，又指着祂的受膏者〈和他真理的见证人〉起誓，我与

她是关系清白 的。」大祭司说「不要作假证供，要说真话。你暗中与

她成亲，却没有把这事向以色列的子民公开，又没有向大能的手叩首

下拜，使你的后代得蒙祝福。」

16：1 约瑟沉默了。然后大祭司说：「把你从主的殿接来的童女

交还出来。」约瑟就悲苦地哭 泣起来。大祭司说：「我要把主定罪的

水给你俩喝，这会使你们的罪在你们眼前显现。」2大 祭司就拿〈水〉



给约瑟喝，然后命令他走进旷野；他却完好无缺地回来。大祭司又要

那女子〔指：马利亚〕喝那水，然后命令她走进旷野；她同样完好无

缺地回来。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因为他们的罪没有显露出来。大祭

司说：「既然主上帝没有把你们的罪显明，我也不定你们的罪。」他就

把他们释放了。约瑟带着马利亚离开，回到自己家里，欢喜快乐，把

荣耀归予以色列的上帝。

17：1那时候，奥古斯都王颁下命令，要犹太地伯利恒的所有 民

报名上册。约瑟说：「我要为我的众儿或：众儿女〕报名上册，但我

应该怎样处置这女子呢？又该怎样为她报名上册呢？算 作我的妻

子？这可叫我感到羞愧啊。还是算作我的女儿呢？可是全以色列的子

民都知道她不是我 的女儿。到了主的日子，〈主〉自会成就祂的旨意。」

2 他给他的骡子装上鞍子，让马利亚坐 上去；他的儿子〔原文是单

数〕领着骡子走，而塞缪尔则跟在后面。他们走近到四公里半。约瑟

转过头来，看见她样子忧愁，就在心里说：「也许她所怀的胎正叫她

感到痛楚。」其后，约瑟再次转过头来，却看见马利亚在笑。他就对

她说：「马利亚，你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我见你脸上忽儿是笑，忽

儿是忧呢？」马利亚对他说：「约瑟，我眼见有两群人，一群在悲恸

哭泣，一群在欢喜雀跃。」3 他们才走了一半的路程，马利亚就对他

说：「约瑟，把我从骡子上 扶下来，因为我里头的孩子在挤压我，他

要出来了。」他就在那里把她扶下来，对她说：「我应该把你带到哪里

去，才可以帮你遮掩你的下体呢？这里是荒野啊。」

18：1他在那里找到一个山洞，就把马利亚带进去，留下来让众



子照顾，然后出去想要在伯利 恒地区找一个希伯来的接生婆。

2 现在我，约瑟，在走路，却又宁步不前。我望向穹苍，看见天

空凝住不动；我向天仰望， 惊讶地看着天空，天上的鸟儿也静止不

动。我又望向大地，看见地上有一个盘，以及一些工人躺在盘的四周，

手放在盘上。然而，那些咀嚼的人并没有咀嚼，那些把食物拿起的人

什么也没有拿起，那些把食物放进嘴巴的人什么也没有放进嘴巴，然

而，所有人都仰着脸。3 看啊，羊 被驱赶，但羊却站着不动；牧羊

人扬手要用杖击打牲们，手却在半空宁住不动。我望着河水滚流，看

见小孩在河上张开嘴巴，却没有喝水。然后在一瞬间，一切事物再次

回复原状，继续如常。看，有一个妇人从山区上下来，对我说：「先

生，你要往哪里去？」我就说：

「我想找一个希伯来的接生婆。」她回答我说：「你是从以色列来

的吗？」我对她说：「正是。」她说：「在洞里产子的又是谁呢？」我

说：「是已经许配给我的女人。」她就对我说：

「她不是你妻子吗？」我对她说：「她是马利亚，从前在主的殿

中被抚养成人，后来经过拈阉，我得到她作为妻子。她还不是我的妻

子，却已从圣灵怀了身孕。」接生婆对他说：「这是真的吗？」约瑟对

她说：「来看看吧。」

接生婆就与他同去。到了山洞，看，忽然有一片光亮黑云把山洞

遮盖。接生婆说：「我的灵在今日被显为大，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奇

事；因为救恩已经从以色列出生了。」云马上从山洞消失，一道大光

出现了，的光亮得让我们的眼目无法承受。没多久，那光退了，直到



孩子出生为止；孩子就到母亲马利亚怀中吃奶。接生婆喊叫说：「这

一天对我实在何等重大啊，我竟然看见了这新景象。」接生婆从山洞

里走出来，撒罗米遇上了她。接生婆就对撒罗米说：「撒罗米，撒罗

米，我要告诉 你一个新景象；一个童女产子了，这在她本性上是不

可能发生的事。」撒罗米接着说：「我指着永生的主上帝起誓，除非我

把手指放进阴道去，测试她的情况 ，否则我不会相信童女能产子。」

20：1 接生婆走进去，说：「马利亚，你要准备好自己，因为有

关你的争论可不小啊。」马利亚听到这些话后，便准备好自己．于是

撒罗米把手指放进她的阴道。接着，撒罗米就大叫说：「哀哉，我竟

然这样邪恶，这样没有信心!因为我试探了永生的上帝。看哪，我的

手要从身上脱落，被火烧毁啊!」撒罗米就在主面前屈膝下跪，说：「我

祖先的上帝啊，记念我；因为我是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的后裔；

不要公开惩罚我，藉此警戒以色列的众子民，而是让我回到贫穷人那

里去。因为，主啊，你知道我奉你的名履行我的责任，也从你那里收

取我的工价。」看，上帝的一位使者站在撒罗米面前，对她说：「撒罗

米、撒罗上帝面前已蒙垂听。靠近来，自米，万物的主宰已垂听你的

祈求，伸你的手〈摸〉那孩子，抱：起他，你就会痊愈和喜乐了。」

撒罗米满有喜乐的，靠近孩子，抱起他，说：「我要敬拜他，因为他

是为以色列降生的君王。」突然撒罗米就痊愈过来；然后她称为义的

从山洞里走出来。看，有声音说：

「撒罗米，撒罗米，在孩子到达耶路撒冷之前，〈不要〉说出你

所见的奇事。」



21：1看哪，约瑟准备要前往犹大。犹大的伯利恒发生了一阵骚

乱。因为有几位智者来了：

「〈新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因为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特来敬拜他。」2 希律听见了， 心里懊恼，就差 遣官员到智者那里

去；又把祭司 来，在御营里问他们，说：「经上有关弥赛亚的记载是

怎样的？他在哪里出生？」他们对他〔指：希律〕说，在犹大的伯利

恒；因为经上是 这样记载的。」他于是让他们离去。他又问智者说：

「关于那个新生的王，你们看到了甚：么兆头？」智者说：「我们看

见一颗大得无法形容的星在众星之中闪耀，叫众星黯埮下来，不再发

光；我们这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王出生了。我们到来是要敬拜他。」

76 希律对他说：「那就去找寻他吧，找到了，要告诉 我，好让我也

可以去敬拜他。」那些智者就出发了。看哪，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

星正走在他们面，直至他们来到山洞。星就宁在孩子〈的山洞〉顶上。

智者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马利亚在一起，就从他们的袋中拿礼

物出来，有黄金、乳香和没药。4天使在异象中警告他们〈不要进入

犹大〉，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22：1然而，希律察觉到自己被星象智者哄骗了，很是恼怒，就

来敌手，命令他们把所有两岁或以下的婴孩杀光。2马利亚听闻婴孩

要被杀害，很是惧怕，就用布把小孩裹住，放在牛栏 里。至于伊利

沙伯，当她听闻王正寻找约翰，就带着他，上到山区去。她到处观望，

看可以把约翰收藏在哪里，却找不到可以藏身之处。伊利沙伯大声呻

呤，说：「上帝的山啊，请收容我这个母亲和我的孩子。」伊利沙伯因



为惧怕，没法〈再〉往上走。立时，山分开了，收容了 她。山又发

出一道光照耀着她；因为有主的使者与她们同在，保护他们。

23：1那时希律正到处搜寻约翰，就派官员往祭坛那里找撒迦利

亚，问他说：「你把儿子收藏 在哪里？」他回答他们说：「我是上帝

的仆役，一直都在他的殿中侍候，怎会知道我的儿子在哪里？」2众

官员离去后，把这一切向他〔指：希律〕报告。希律很恼怒，说：「他

的儿子要成为统治以色列的王吗？」就派官员再到撒迦利亚那里，下

令说：「快从实招来，你的儿子究竟在哪里？你可知道你的血就在我

的掌握之中。」官员就出发去，把这些话全部对撒迦利亚说了。3 撒

迦利亚回答说：「我甘愿为上帝殉道。取我的血吧!但我的主会接收我

的灵，因为你在 主殿的前院流无辜人的血。」4大约在黎明时分，撒

迦利亚就被杀害了，但以色列的子民都不 知道撒迦利亚被杀害了。

24：1到了问安的时候，众祭司开始离去，撒迦利亚却没有像惯

常一样出来祝福大家。众祭司 就站着等候撒迦利亚，要用祷告迎接

他，归荣耀予至高者上帝。2可是他迟迟没有出来，的大家就害怕起

来。其中一个鼓起勇气，进入圣所去。他看到主的祭坛旁有凝结了的

血渍，并有声音说：「撒迦利亚被杀害了，直等到为他复仇者到来，

他的血才可抹掉。」那祭司听到了这些话，感到害怕，就出去把所看

见和所听见的告诉 其它祭司。3 大家也鼓起勇气，进入〈圣所〉，看

见了所发生的事。殿顶的镶嵌摇动起来，众祭司把自己的衣服从上而

下撕开。他们找不到撒迦利亚的尸体，只发现他的血变成了石头。他

们都害怕，就出去向所有人说：「撒迦利亚被杀害了。」各支派的人听



见了都为他衷哭、悲恸了三昼夜。

4三天过后，众祭司商讨委任谁来取代撒迦利亚的位分。抽载的

结果是西缅他正是那位得蒙 圣灵启示，得知自己在尝到死味之前必

要看见肉身之基督的人。

25：1我是雅各布，写这些历史的时候，正值希律死了，耶路撒

冷爆发骚乱，我就退到旷野去，直等到耶路撒冷的骚乱平息。我要赞

美主，祂赐我智慧写下这些历史。愿恩惠与所有敬畏主的人同在。〔有

抄本载：马利亚的诞生。雅各布的启示。愿平安归予写和读这些话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