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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預言的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從他們口中得

知猶太人的王基督當生在伯利恆。所以，《馬太福

音》2:7-8說：「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細問
那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

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

信，我也好去拜他。』」希

律吩咐博士們找到小孩後

回來告訴自己，說他自己

也要去拜，這完全是謊

言，因為他最後把伯利恆

和周邊所有兩歲以內的小

孩都殺了，就是為了要除

掉新生的王。[1]

希律問博士們那星

是什麼時候出現的，表示

那星當時已經看不見了。

《馬太福音》2:9說：「博
士們聽見希律王的話就去

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

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

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

頭停住了。」經文中的「忽

然」原文對應的英文是behold，還可以翻譯成漢語
「看哪」和「舉目」等詞語，behold傳達出博士們忽
然看見星星及隨之而來的驚訝。

讀完本文我們將知道，Behold包含了三層意
思。第一層意思是：星星的突然出現，意味著本來

引導他們到耶路撒冷的星星已經消失了。第二層的

意思是：這第二顆星星出現的位置，與第一顆星星

伯利恆之星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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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聖經中基督耶穌的誕生

《馬太福音》2:1-11說：「當希律王的時候，耶
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

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

特來拜他。』……他們聽

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

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

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

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

了。他們看見那星，就大

大地歡喜，進了房子，看

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

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來自東方的博士們

精通星象學，他們在東方

天空看見特別的星，知道

這預示著影響世界的一

位誕生了，於是他們就跟

隨星星的引導來到耶路

撒冷。博士們到了耶路撒

冷後，星星當時已經消失了。若這顆星一直在夜空

可見，博士們完全沒有必要去問別人。既然星星已

經把他們從遙遠的東方引領到耶路撒冷，就必然

會把他們帶到最終目的地。

當時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是希律，他聽到博士

們根據星象得知猶太地生了一個做王的嬰孩，心

裡非常不安，想要除掉他。他馬上召齊了熟悉舊約

摘 要：兩千多年前出現在夜空中的特殊星象，
宣告基督耶穌的誕生；同時，也使西漢王朝很快

終結。本文根據聖經福音書、中國漢朝的天文觀

測記錄、中國古代的星宿知識和相關古籍、傳統節

日、西漢末年的原始道教、羅馬和猶太歷史記載、

將近兩千年前的羅馬古墓壁畫、巴比倫和古希臘

的星象知識、梵蒂岡1700多年前的塵封抄本，在多
位外國和華人學者的各方研究發現基礎之上，從

多個角度，全方位分析基督耶穌誕生時的伯利恆

之星及其重大意義。本文還研究耶穌出生時東方

中國的社會主流思潮及大事，當時的中國人竟然

相信末日論，並且盼望一位拯救者出現。

關鍵詞：耶穌誕生；漢朝；兩顆彗星；星象



歷
史
文
化

王
星
辰
、
楊
躍
琴
：
伯
利
恆
之
星
與
中
國

１０５

在天上出現的初始位置是一樣的，所以聖經中說

「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2]」。第三層的含義是：這

顆星星不是引導從耶路撒冷出發的博士們向南去

伯利恆，而是向北到了拿撒勒。

二、西漢古籍中的星象預兆

這顆伯利恆之星，究竟是哪一種天文現象

呢？歷來許多學者嘗試進行科學的解釋，但都沒

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3]基於中國古代天文學記

載，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黃一農教授，提出

了一個全新且相當合理的解釋—伯利恆之星是兩
顆彗星。[4]在這個新的假說之下，耶穌誕生於公元

前五年。

中國人對研究伯利恆之星應有相當程度的

發言權，這是因為當時全世界只有中國在政府中

設置職業天文學家，有系統地觀測天象，且留下豐

富的紀錄。當時在皇家天文台（稱作靈台）有十四

人輪值夜觀天象。《後漢書∙百官志》云：「靈台掌
候日月星氣。」劉昭注：「《漢官》曰：『靈台待詔

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根據《漢書》記

載，在耶穌誕生前後，共有下列兩則與之有關的彗

星天象：

1.	 漢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公元前五年三月九
日至四月六日），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

傳曰：彗所以除舊佈新也，牽牛，日，月，

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

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

也。—《漢書∙天文志》
2.	 漢哀帝建平三年三月己酉，有星孛於河鼓
（公元前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漢書∙
哀帝本紀》

為什麼說在牽牛與河鼓出現的兩顆彗星與耶

穌出生有關呢？我們先看第一顆，《漢書∙天文志》
已經給出了答案。「彗所以除舊佈新」表示舊的時

代將被新的時代所取代，彗星當時出現了七十多

天，表示出現時間很長，一般彗星不會在夜空出現

這麼長時間。這顆彗星在天上出現的位置特別關

鍵，它出現在牽牛星，也就是牛宿。[5]
[6]

「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

之始。」這句話中的「數」字表示規律、法則，歷數

就是曆法之意。整句的意思是：曆法的開端，天、

地、人所表示的宇宙萬物與人在宇宙的開始時，日

月與五大行星都處在天上牛宿的區域，七曜同宮。

古人根據天象計時，牽牛可以說與時間的初始化

有關，時間位於初始值時，日月五星合璧於牽牛。

秦漢時期的天文學文獻中常有「日月五星，

起於牽牛」的記錄。《春秋命曆序》：「天地開闢，

萬物渾渾，……日月五緯俱起牽牛。」《逸周書∙周
月解》：「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漢書律曆志》：

「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五星起其初，日月起

其中。」《易傳》：「日月五星起於牽牛」。

牽牛星竟然與時間的起始有關，其實，他還與

空間中的宇宙萬物有關。「物」字，古文的結構與

簡體字一樣，左邊都是牛字。《說文解字》對「物」

字的解釋是：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

牽牛。從這裡看很明顯，物字字形左邊的牛字很

顯然不是指地上的牛，而是指天上的牽牛星，也就

是牛宿。

牽牛聯繫宇宙，聯繫時空萬物，在牽牛處出

現七十餘日的彗星，絕對是一件最大的事，這件大

事，就是基督耶穌的誕生，神成為人的樣子降臨到

了地上！《馬太福音》中朝拜耶穌的東方博士不是

來自很多人所認為的波斯、巴比倫或阿拉伯，而是

來自中國，這個問題本文稍後給出全部分析。

《晉書∙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
犧牲事。」《宋史∙天文志三》：「牛宿六星，天之關
梁，主犧牲事。」中國古籍中所謂犧牲就是獻祭給

上天的無瑕疵的牛羊，聯繫宇宙時空的牽牛又與

獻祭給上天的犧牲有關，這犧牲是誰呢？答案只

有一個，神的兒子，基督耶穌，他創造掌管宇宙，

他是神的羔羊，獻祭給神除去世人罪孽！[7]

三、彗星接力導航引領博士們 

找到耶穌

黃一農研究說，漢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公元前

五年），在日出前一小時，出於牽牛的彗星可以在

東南至南方地平線上約三四十度處見到[8]。很顯

然，這顆彗星每天向西緩慢移動，若是向其他方向

移動，不可能持續可見七十日之久。博士們通過這

顆彗星在天上的軌跡知道了他們所要去的準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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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觀察天象的博士們看到彗星出牽牛應該不久

後就出發上路，根據彗星軌跡導航，一路向西尋找

這位除舊佈新、改變宇宙時空的大人物了。彗星軌

跡一定是指向耶路撒冷，當博士抵達耶路撒冷時，

由於這顆彗星只能夠以肉眼見到七十餘日，希律

王並無緣親自察看，只得召見博士加以詢問。耶穌

出生的時候，絲綢之路早已暢通多年，東西方的資

訊和物質交流也有很多，博士們順著絲綢之路來

耶路撒冷完全是可能之事。

博士們在從耶路撒冷去伯利恆路上所見之

星，是中國天文學家在建平三年（公元前四年）所

觀測到的出於河鼓的彗星，原因如下：《馬太福

音》2:9中稱再次出現在天空中引導他們的彗星為
「東方所看見的那星」。根據常識我們知道，彗星

在接近地球的時候，可以被肉眼觀察到，但當它離

地球越來越遠觀察不到之後，短時間內是不能再

次在地球上被肉眼觀測到。這樣，「東方所看見的

那星」肯定不是之前出於牽牛的彗星，但一定與這

顆彗星很有關係。河鼓在天鷹座[9]，而摩羯座與天

鷹座是相鄰的星座，這樣，摩羯座中的牽牛與天鷹

座中的河鼓在星空中相聚很近，《史記∙天官書》
說：「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博士們在從耶路撒

冷赴伯利恆的途中，突然發現在河鼓附近出現了

一顆彗星，這顆彗星距離當初出現於牽牛的彗星

不遠，可以說幾乎是原位重現，讓博士們非常吃

驚。所以他們稱呼這顆彗星為「東方所看見的那

星」是非常合適的。博士們一定跟隨這顆彗星的帶

領，找到了耶穌所在的房子，進去拜見耶穌。

後一顆彗星竟然能夠懸停空中指示博士們耶

穌的住處[10]，大部分人以為是不可能的，但其實完

全是可能的。引導博士們的第二顆彗星就是前文

說的《漢書 ∙哀帝本紀》中「有星孛於河鼓」的
「孛」，字典中對「孛」字的解釋是：古書上指光芒

強盛的彗星。

Colin Humphreys在他的 (The Star of Bethle-
hem)一文中引用古文獻，證明從地球上人的視角
看，彗星的確可以看起來有懸停的效果。他的文

章部分內容如下：歷史學家Dio Cassius和Josephus
與《馬太福音》的作者大致是同時代的人。D i o 
Cassius在(Roman History) 描述公元前12年的彗星

（哈雷彗星）時寫道：「彗星在羅馬城上空停留了

好幾天。」 [11]Josephus在(The Jewish War)寫道：
「一顆星，像一把劍，停在耶路撒冷上空。」[12]這

可能是指公元64年的一顆彗星。彗星因為其尾巴
向上（朝向遠離太陽的方向），在古代文學中經常

被描述為劍。Marcellinus描述了一個公元390年的
彗星，寫道：「天上有像圓柱一樣懸掛並燃燒30天
的異象。」Josephus和《馬太福音》作者描述，彗星
在一個特定的地方停留，似乎彗星向上的尾巴將

彗星的頭部指向地上的某處。[13]如此，劍狀的彗

星就可以精準地把博士們帶到耶穌所在的地方。

根據聖經知識可以知道，博士們在東方初次

見到彗星的時候一定就是耶穌出生的時候。《哥

林多前書》15:35-49中講到信主之人死後復活會有
天上日月星辰一樣之榮光的靈性身體，耶穌的身

體是沒有瑕疵的，是屬將來世界的，所以他的身體

真的是有天上的榮光，他降生的榮光竟然首先讓

東方中國人看見，並唯一地在人類歷史上被詳細

記載下來了，中國人非常地蒙神祝福！

這些博士從耶穌出生，直走到耶穌出生後的

一段時間才見到耶穌，根據前文兩次彗星出現的

時間可以算出，他們走了大概十三個月終於見到

了耶穌，而耶穌的年齡大概也是十三個月。這樣我

們就可以知道，博士們絕對不是來自波斯、巴比倫

或阿拉伯，因為從那裡到以色列地幾個月的時間

足矣，從以色列地向東走上一年的路程才能到的

地方，除了中國還會有哪裡？事實上，從漢朝時的

首都西安到耶路撒冷沿著絲綢之路走，大約一萬

公里的路程，十三個月是完全可以到達的。

通過上文的思考，我們知道，耶穌出生在公元

前五年。希律從東方博士們那裡知道耶穌的降生

時間，殺了伯利恆和周圍兩歲以內的嬰孩 [14]，可

見，博士們見到耶穌時，耶穌不是剛出生。此時的

耶穌早已不在伯利恆，而是回到了加利利的拿撒

勒居住[15]，博士們是在拿撒勒見到了耶穌。他們之

前按照希律的差遣從耶路撒冷往伯利恆去，伯利

恆在耶路撒冷的南方。他們在去的路上，十三個月

以前天上牽牛附近出現彗星的位置突然出現了一

顆新的明亮彗星，並且這顆彗星在天上是向北運

行，與他們要去的方向正好相反。此時的博士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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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兩個選擇，是聽希律的還是聽從彗星的引導，最

終他們選擇聽從彗星的指引，沒有去伯利恆，而是

來到拿撒勒。

耶穌在馬槽中剛出生不久，有牧羊人在伯利恆

的野地看守羊群，天使顯現告訴他們救主基督已

經降生在伯利恆，於是他們急忙去，找到了耶穌，

就把天使論他的話傳開了[16]。耶穌出生後一個多

月，馬利亞按照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把耶穌帶到

聖殿獻給主，女先知亞拿將耶穌的事對一切盼望

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 [17]。這樣，希律如果仔

細調查，他應該不久就可以查出耶穌的下落。此

外，帶領博士們找到耶穌的第二顆明亮的彗星可

以被當時以色列地的所有人看見，希律也已經詳細

知道了有一顆彗星帶領博士從東方到耶路撒冷的

事，他根據第二顆彗星也能很快鎖定在拿撒勒的

耶穌。所以主的使者在博士們見到耶穌的夜裡夢

中向約瑟顯現，要他帶著耶穌和馬利亞逃往埃及

住，直到希律死了才能回來[18]。

四、亞居拉百基拉羅馬千年古墓 

壁畫之謎

百基拉（P r i s c i l l a）和她的丈夫亞居拉
（Aquila）是耶穌使徒保羅（Paul）的朋友，夫婦倆
都是基督徒，他們的名字多次在新約聖經中被稱

讚。1980年，美國的藝術設計師Carolyn M.Beehler
在探訪百基拉位於羅馬的地下墓穴後，在神學家

和牧師Henri Nouwen的幫助下，發現了墳墓中一
副壁畫隱藏的秘密，這一秘密使耶魯大學和梵蒂

岡的天文學家大為驚訝，最後得到他們的認可。

她於2015年出版了關於此發現的書The Pr iscil la 
Revela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Apple Constel-
lat ion。這幅墳墓壁畫粗看之下，內容是兩棵結滿
果實的樹，樹

下站有一人

和一隻動物。

B e e h l e r發
現，若將這幅

畫順時針轉

九十度的話，

將會發現在

原畫的右側，

（圖片來源：The Priscilla Revela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Apple Con-
stellation，作者：Carolyn M.Beehler，出版社：Xlibris US, 2015年）

（圖片來源：The Priscilla Revela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Apple 
Constellation，作者：Carolyn M.Beehler，出版社：Xlibris US，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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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有一位手抱嬰兒的婦人，旁邊還有一人，手尖向

上指著一個果子。在天文學家的幫助下Beeh le r
認為這些樹上的果子，其實就是天上天鷹座的星

星，但有一顆星星例外，就是人的手指尖所指的果

子，他應該就是伯利恆之星。前文中黃一農認為

伯利恆之星是兩顆先後出現在天空相鄰位置的兩

顆彗星，第二顆彗星就出現於天鷹座。Beehler的
發現與黃一農的分析互相支持印證。非常讓人吃

驚的是，天鷹座的英文是Aquila，竟然恰巧與百基
拉的丈夫亞居拉（Aquila）的名字一樣！

百基拉時代的公元一世紀，當時基督徒遭受

逼迫，所以才用果樹來偽裝壁畫。畫中的果樹上有

果實，一個人用手指指向果子（伯利恆之星），這

應該表示耶穌是初熟的果子。根據舊約律法，初

熟的果子要奉獻歸給耶和華上帝[19]。耶穌出生後，

按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馬利亞和約瑟把耶

穌帶到耶路撒冷獻與主[20]。

五、梵蒂岡塵封1700多年的古書

公元8世紀的時候，一位不知名的修道士在土
耳其的一家修道院抄寫了一份可以追溯到公元2-3
世紀的古代手稿—《智者的啟示》（Revelation of 
the Magi），之後該手稿輾轉保存在埃及沙漠的一
家修道院中，到了18世紀被收藏在梵蒂岡圖書館
中。2010年，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大學宗教研究所教
授Brend Landau將這份手稿翻譯成英文並出版，
書名是《智者的啟示：遺失的智者伯利恆之旅傳

說》（Revelation of the Magi: The Lost Tale of the 
Wise Men’s Journey to Bethlehem）。該書最近被華
人教會的神召會活水堂翻譯成漢語，並授權香港

的葡萄樹傳媒轉載。書中記述：去伯利恆朝拜耶

穌的至少12位被聖經稱為東方博士的智者，他們
來自一個叫Shir的地方，這個地方在世界最東端的
海邊，那裡是絲綢的產地，也就是中國[21]。

六、借助牽牛過天河、進天門、 

得永生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王煜教授考證[22]：

漢代墓葬中的牽牛、織女圖像中皆有天門、天闕，

牽牛、織女和天門、天闕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天門

和天闕在墓葬中的意義與升仙有關。《荊楚歲時

記》引《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晉書∙天
文志》亦云：「牽牛六星，天之關梁。」由這兩處古

文獻記載可知，牽牛與天之入口—天關及橫渡天
河之橋樑有密切聯繫。牽牛主天關、天梁，墓主希

望能像牽牛、織女一樣或得其幫助，順利過天關、

越天梁、渡天河，進入天闕、天門而升天成仙[23]。

《淮南子∙精神訓》云：「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
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高

誘注：「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

其根，歸土也」。這說明漢代人認為人死後骨骸歸

土、靈魂升天[24]，這與相信耶穌的基督徒對自身靈

魂和身體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漢朝時的古人對牽牛的認識，竟然與聖經中

的核心思想完全相符。如前文所述，牽牛密切聯繫

宇宙時空，與之有關的獻祭，就是指神的兒子耶穌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除去世人罪孽，更新整個

受造的宇宙《羅馬書》8:19-21。這牽牛又是跨越天
河的橋樑，是進入上天的門，連接織女。聖經中多

次用女人表示神的教會《約翰二書》1:1,5，耶穌是
連接神與人的中保，也就是橋樑；進入教會的每個

人都要接受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洗，歸入他的死，靠

著中保耶穌，活出新生命，將來進入天門，得到神

所賜的永生。聖經多次說到神與人將來完全合一

的比喻：在天上有娶親的宴席，耶穌基督是新郎，

他要得到他的教會—新娘。這樣看來，中國古代牽
牛、織女的故事及相關嚴肅的古文獻記載與聖經

一致。

中國古人認為，牽牛織女在農曆的七月初七

晚上跨越天河相見。為什麼是這一天，因為一年中

的這個時間，日落天黑後牽牛織女在天頂附近，在

一年中最高的位置，也最容易被看清。此外，「七」

在中國古人心目中表示時間的階段性，在計算時間

時往往以「七七」為終結。世界末了新郎基督耶穌

與新婦教會要永遠合一同住。《周易∙復卦》：「反
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在聖經中，日落天黑

表示進入神的安息。數字七在聖經中表示完全、完

美，神在創世的第七日安息，定為聖日。《舊約》聖

經中的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每七日守安息日，紀

念神所設定的「七」的規律，舊約聖經中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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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有七大節期。這樣看，表示新郎基督的牽牛與

表示新婦教會的織女在神的完全完美的、神所定

的安息中相見，實在是最合適的。

有件非常奇妙的事：二十八宿中的牛宿，也就

是牽牛，位於起源於巴比倫的黃道十二星座之一

的摩羯座。摩羯座亮星組成一個門形的倒三角形

結構，公元二世紀的柏拉圖主義哲學家Numenius
說：人類死後靈魂經過摩羯座的門，可以到眾神那

裡 [25]，竟然與《啟示錄》驚人的一致。《啟示錄》

21:7說：「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兒子。」《啟示錄》21:10-26記述了
將來的新耶路撒冷城有神的極多榮耀的樣子。

《啟示錄》22:14說：「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
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七、西漢末年原始道教洪水末日論

西漢末年，也就是伯利恆彗星出現的時代，

當時的道教無論在朝廷還是民間都有非常大的影

響力。四川大學姜生教授研究認為：公元元年之前

的幾年，西漢之末的社會中流行著出自齊人甘忠可

編著的原始道經《天官曆》、《包元太平經》中深

入人心末日論的觀念[26]。經中有這樣的話：「漢家

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

子，下教我此道。」《漢書∙李尋傳》載漢哀帝時甘
忠可的弟子夏賀良等原始道教信徒奏言「洪水將

出，災火且起，滌蕩民人」。《漢書∙五行志》記載：
「成帝建始三年（前28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
大水至。」洪水說闡述的末日論與聖經中挪亞的大

洪水的記載非常相像[27]。兩漢時期整個社會彌漫

著極其強烈的終極災異意識，原始道教有「種民」

思想[28]。種民類似聖經中的選民，作為種子在大

災難後存活下來。人們都想成為被選的「種民」，

期待、敬畏和仰賴「真人」下降以實現末世的拯

救。[29]原始道教中，「真人赤精子」即是天帝派往

下界的使者，溝通天人，他能使人從末日死地進入

仙界生地[30]。「真人赤精子」頗似聖經中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耶穌是連接神與人的中保和橋樑，把人

從罪惡和將要毀滅的世界中拯救出來，進入天上

光明的與神同住的國度中。原始道教的末日真人

救贖思想，竟然與聖經中耶穌基督拯救世人的思

想驚人的一致！

八、終結舊漢之「新」朝與 

耶穌開啟的新時代

《漢書∙天文志》中宣告基督耶穌誕生的彗星
的詳細記載如下：漢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

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佈新也，牽牛，日，

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

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

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

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

百二十為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

皆伏誅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從這段記載

中，可以清楚看出，當時信奉原始道教末日論的夏

賀良等人看到彗星出牽牛的天象並明白其所反映

出的重大意義後，向哀帝建言改元易號，增漏刻，

希望這樣做之後，能把漢朝國運返歸到「太初」與

「道」的原始神創秩序中去，重開一個長久的新國

運[31]。上奏皇帝的詔書中「太初」的意思是萬物未

形成之前的宇宙元初階段[32]。東漢把老子和道合

而為一，視老子為化生天地的神靈（這種做法從聖

經角度看當然錯誤）的王阜，在他的《老子聖母

碑》中這樣說：「老子者，道也，乃生於無形之先，

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游六虛，出入幽

冥，觀混合之未別，窺清濁之未分。」從中可以清

楚知道太初的準確含義，兩漢時期，道教對太初

的理解與聖經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

漢哀帝之所以接受夏賀良等人對漢朝自我否

定的建議，與當時國家的衰落、動盪、災異和哀帝

本人久病很有關係[33]。哀帝希望借改元易號和增

漏刻之舉蒙天帝醫治自己的疾病，改變漢朝的衰

落趨勢，於是以建平二年（公元前五年）為太初元

年，而這年也就是基督耶穌出生的那一年。兩個月

後，哀帝疾病沒有好轉，於是旋即下詔廢除所改，

仍復舊制，建言改元易號者遭懲。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對建平二年改元
易號的詳細記載如下：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

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禦史：「蓋聞《尚書》

『五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

文正理，推曆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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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

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

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俱焉，戰戰兢兢，

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曆紀開元，皇天降

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

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

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

刻以百二十為度。佈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

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

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禦

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

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

仍，恐懼戰慄，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

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

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

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

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

令，它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奸態當窮竟。」

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禦史中

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

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

死一等，徙敦煌郡。

歷史的發展證明，改元易號、增漏刻的辦法

並沒有扭轉西漢王朝很快終結的命運。出於牽牛

的伯利恆彗星所宣告的影響整個宇宙時空的改更

之象，不是人能用自己的方法實現的，而必須是神

自己從天上差遣他的獨生愛子基督耶穌降生世界

來實現。建平二年伯利恆彗星導致的改元易號事

件，直接帶來西漢王朝的終結，下一個朝代是王莽

建立的短暫的「新」朝。與之對應的是，伯利恆彗

星真正宣告的內容是基督耶穌的降生，真正給世

人開啟了「新時代」。王莽的新朝致力於復古推行

周朝的制度，而耶穌的誕生卻是上帝做的一件在

宇宙中空前絕後的真正「新事」。王莽很快在十幾

年之後就被推翻了，而耶穌所帶來的上帝國度很

快就要完全成就。王莽稱帝直接與建平二年夏賀

良勸使哀帝進行的改元易號、改漏刻的事情相關，

《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居攝三年（公元8年）時，
十一月甲子上奏太后說：「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

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

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台。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

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與今信矣。……以居攝三年

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

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九、耶穌出生在半夜的子時

耶穌是神的「兒子」，中國古代的地支計時法

中，「子」時是半夜，從11點至第二天的1點。子時
是一天中黑暗的中心，在最黑暗的時候，神的兒子

來到世界，就是要到世界最暗之處拯救所有人。他

曾死過，下過極深之處的陰間，那裡就是真正的至

暗之處。

耶穌出生時，他的星出現在天空，被東方中

國漢朝夜觀星象的天文學家們看見，就是漢哀帝

建平二年二月（公元前五年三月九日至四月六日）

出牽牛的彗星。黃一農教授計算認為，建平二年見

於牽牛的彗星，在日出前一小時，可以在東南至南

方地平線上約三四十度處見到[34]，恰與馬太福音

中的博士們在東方所見異星敘述吻合。此時節氣

大致是春分前後，日出時間大約是早上六點，也就

是說，彗星出牽牛的天象被西漢天文學家首次觀

測到的時間大約是早上五點。耶穌出生在伯利恆，

西漢都城長安與伯利恆二者緯度非常接近，都是

北緯三十多度，根據兩地的經度差所確定的地方

時時差是接近五個小時。耶穌如果出生在子時的

十二點，則比耶穌出生地的伯利恆時間早五個小

時的西安時間差不多是早上五點。前文中，直接帶

領博士們找到耶穌的出於河鼓那顆孛星的「孛」字

中就有一個「子」字。這樣，從多個角度看，耶穌當

確實出生在半夜十二點這一天中的至暗時刻！

十、結論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宇宙中從神創世直到如

今最大的事情。這事情被詳細記載在聖經中，但

準確的日期、相關的詳細天象及意義卻被記載在

中國古書中。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知道，耶穌是全

人類的拯救者，他愛世界上的所有人，他非常愛中

國人。中國的一些古文獻具有類似聖經的特殊啟

示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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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聖經》馬太福音2:16。
[2]同上，2:9。
[3]邱韻如：〈克卜勒與伯利恆之星〉，載《物理教

育學刊》，2020年第21卷第2期，第60頁。
[4]同上，第61頁。
[5]鄭文光，席澤宗：《中國歷史上的宇宙理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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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r of Bethlehem and China
Wang Xingchen, Yang Yueqin（Dalian 

University）
Abstract：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 

rare astronomical event which appeared in the night sky 
announced the birth of Christ Jesus, which also brought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an end soo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lot of documents: the Bible Gospel, the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records of the Han dynasty in 
China, the astrological knowledge and related ancient 
books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the primitive 
taoism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Roman and 
Jewish historical records, the frescoes in a Roman tomb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 astrological knowl-
edge of Babylon and ancient Greece, a dust-covered 
copy of the Vatican more than 1700 years ago, and the 
various studies by many foreign and Chinese scholar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tar of Bethlehem at the birth of 
Christ and its significanc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mainstream social thoughts 
and events in Eastern China when Jesus was born, when 
the Chinese at that time surprisingly believed in dooms-
day argument 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appearance of a 
savior.

Key Words: The birth of Jesus, Han Dynasty, 
Two comets, Astr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