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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马太福音及马可福音导论
本课及下一课，我们会去介绍每本福音书。在这一课中，我们会先看马可福
音，通常被认为是最先写成的，然后是马太福音。我们尝试了解每本福音书，
他们最初被写成时，是因着这些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情况下，要向某些特定基
督徒群体表达他们不同的目的。我们开始看马可福音。

Ⅱ. 马可福音

A. 对耶稣的介绍
如果我们问特色主题或神学的问题，最自然的开始的地方，就是福音书的
作者如何介绍耶稣。很明显，福音书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每本亦有许多独
特的地方。有些释经学者认为马可在福音书里介绍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之间
有最佳的平衡。事实上，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差不多分成了两半，前八章采
用动态叙述手法讲到耶稣精彩纷呈的事奉——特别侧重于祂所行的奇事、
祂的胜利、祂那令人惊奇的能力。

然后突然在8章27节，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路上的宣告之后，马可的叙
述转向十字架。从这里开始很少有奇迹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对门徒的
教导，而这些教导往往是指向受苦的需要。前半部福音书所讲的荣耀逐渐
被后来所聚焦的十字架所代替。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释经学者客勒尔（Martin Kahler），认为马可福音是一
本有着拉长了的介绍以及充满热情的叙述，这著名的评论实在也与事实颇
为相符。

B. 神的儿子
马可福音上半部，清楚表达了耶稣的神性。马可福音1章1节一开始就讲到
耶稣的福音，祂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并不经常出现在这福音书中，这一用法在马可福音的结尾再
一次出现时，是在马可福音15章39节，在看到耶稣的死亡方式时，从百夫
长口中说出来的。 「儿子」一词本身也出现在耶稣的受洗和登山变像的事
件中。

因为在马可福音中，「神的儿子」是一个庄严的称谓，指向耶稣的神性。
这正是我们刚才提到马可福音前半部所强调的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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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我们对耶稣的神性的认识因祂具有超能力，但同时耶稣的神性也与
耶稣的人性有很好的平衡。

C. 弥赛亚
马可福音1章1节向我们介绍耶稣的第二个称谓就是「基督」，在整本马可
福音里，這是一个显著的称谓，而基督相当于希腊文的弥赛亚。相比于其
他福音书，马可福音有一个显著特点并且一再出现，那就是当某人认出耶
稣就是基督时，耶稣会告诉他保持沉默。这个主题于是被称为「弥赛亚秘
密」。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路上的宣告也许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与它
平行的马太福音16章，耶稣以几节经文称赞彼得，并将天国的钥匙给他; 而
在马可福音，祂所做的就是叫彼得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马可福音9章9节为我们提供了弥赛亚秘密原因的一个线索，就是只有当耶
稣复活以后，人们才能够完全理解祂是谁。在祂复活以前，这会太容易让
人误以为祂只是一个受欢迎的军事、政治领袖或解放者。

D. 受苦的仆人
 「受苦的仆人」是马可福音重点介绍耶稣人性的第二个主题。再说一次，
并不是纯粹因为这主题出现的频繁性，而是因它出现位置的关键性。马可
福音10章45节用耶稣的话，总结了祂对将要面对的死亡的理解：「因为人
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这可能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受苦的仆人的服事，「赎价」乃暗指耶稣
的代赎，祂的死付清了罪人本应为罪而付的罪价。

E. 门徒的负面看法
除了对耶稣特别的看法，马可福音可能是四福音中以对门徒有最多的负面
描述而著名，虽然其他的福音书偶尔也有一些类似描述。门徒经常会有误
解。彼得的宣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耶稣突然要他沉默），而这在随后的
经节有清楚表达，彼得对耶稣预言祂必须上十字架的事情未有准备。耶稣
转身责备彼得从撒但的角度，而并非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耶稣的门徒对
耶稣的比喻的理解，在马可福音里面是不如在其他福音书。

假设我们之前的论述正确，马可福音的原始文本应该在16章8节结束，而
马可没有以清晰描述耶稣复活的景象而结束。相反，却故意地以天使告诉
妇女那在坟墓里的已经复活，而她们应该去告诉祂的门徒，他们应该与耶
稣在加利利见面。但很有可能马可的原始文本这样结束， 「她们什么也不
告诉人，因为她们害怕。」显然，马可的基督徒群体，知道更多的故事，
但马可选择突出门徒的恐惧和误解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令我们考虑到马可福音受众的特殊情况，许多马可福
音里面的负面刻画及十字架路上的描绘是写给一群自认非常不足的基督
徒，有可能由于早期基督教日益增长的迫害。

比较惯常的一个说法是，马可福音的编写和发送是在主后60年代的时期,也
是耶稣死后三十多年，尼禄所策动的迫害日趋加剧。马可福音13章提到耶
稣预言圣殿被毁，这令许多人认为这书是在这预言应验之前，即主后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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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被写成。如若不然那描述原本可以更加具体。

F. 马可福音的写作时间及背景
从初期教父爱任纽（Irenaeus）及克莱门特（Clement）的著作，我们可
以找到少量的外证。爱任纽这样说：「马可成为彼得的传译员，将他所记
得的主的所言所行，并不一定依次序的准确写下来。他并没有听过主所说
的，也没有跟从过祂，只是正如我所说，后来他跟从彼得，彼得按照情势
需要做教导，但彼得并没有整理主的圣言，所以马可凭他记忆所写下的每
一点都没有错、没有遗漏、也没有任何虚假的陈述。」由此看来，我们相
信马可是彼得的同工，他把主要来自彼得提供的福音事件写下，而且明显
地较着重于更多的主题而不是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列。

克莱门特写到：「当彼得公开向罗马讲道并随从圣灵宣讲福音，在场的
人，其中有很多央求马可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因为他已经跟从彼得有很长
一段时间，并记得他曾说过什么。马可答应照做，并向那些要求他的人传
福音。当彼得知道他这样做，既不积极阻止，也不作出鼓励。」 显然，在
这里有一些有趣的差异，但马可与彼得仍是颇有渊源，而马可福音在这时
也因着适切当时饱受罗马皇帝迫害的读者而奠定了其领导地位。

然而，另一个对马可福音的写作时间及地点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学者们
都几乎一致认为，路加福音采用了马可的材料，所以马可福音一定早于路
加福音。我们会在下一课介绍路加福音，而我们将看到一些合理的理由证
明路加和他第二卷的书，使徒行传的写成时期，是在60年代早期，不迟于
主后62年，那些发生在这一年的事件，在使徒行传也有记载。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马可福音肯定比64年尼禄开始对基督徒的迫害早一
些。马可福音可能写于60年或者61年，甚至早到50年代初，当时罗马的
迫害还没那么明显。在使徒行传的叙述中，信徒所面对的可能只是某些地
区，零星的敌意。无论如何，马可在描写门徒，尤其是彼得自己的错失或
成就时，似乎都非常显明，非常真实，非常清楚。目的是鼓励那些认为自
己在基督信仰上做得不够好的人——这正如神可以使用这些犯错的第一代
基督的追随者，同样祂也可以使用他们。

G. 马可福音的作者
如果我们认真面对这些早期教会传统，我们就会得出作者是马可的结论，
就是那位在使徒行传中与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同行，并于60年代初在罗马的
约翰•马可——60年代初是彼得前书的成书时期，也是我们迄今为止对
马可一个较接近的参考。然而，福音书严格来说是不署名的，而最早到第
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才加上「某某」的名字。有很多现代的学者对作者
是谁仍有怀疑，但我们看不到任何理由排除马可就是福音书作者的极大可
能性——即使马可并不是一个显著的角色，但他卻是被拣选成为此书的作
者。

Ⅲ. 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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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耶稣是教师
如果我们从马可福音转向马太福音，我们会看到另一幅耶稣生平及事奉的
图画。我们再次从它的神学开始，然后是对耶稣不同的看法。

不同于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有一点令我们印象深刻，我们会读到许多耶稣
的教导。在马太福音，耶稣有五篇几乎长达一整章的讲道，甚至有时超过
一章：

第五至七章著名的登山宝训，第十章向门徒的宣教讲述；第十三章的比
喻；第十八章关于谦卑和宽恕的讲道; 第二十三章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七祸，
然后就是祂在橄榄山；被称为祂的末世论或橄榄山的有关末世的教导。有
趣的是，希伯来圣经文也是以五卷书；即摩西五经的教导作开始。

马太是否试图把描绘耶稣成为一个好像摩西，却比他更伟大的教师？事实
上，耶稣两次在山上的教导令人联想起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律法。但马太福
音所不同的是；耶稣不只是一个教师，祂甚至是立法者。祂更是「大卫的
儿子」，一个犹太王室最高的称号，这些都是马太福音独有的特色。

B. 耶稣是王
马太强调耶稣的王族身分，特别是在开始的几章，而其他的福音书却大不
相同。我们在马可福音见过「神的儿子」这词，其实在马太福音出现的
更频繁，且更多与耶稣的事工，特别是祂的神迹连在一起。最后就是「
主」的称呼。尽管不是马太福音所独有，在所有的四本福音书里面都经常
出现，但仅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最具特色，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值得敬拜的
主。

除了那些对耶稣独特的看法，马太福音对犹太人也有非常详尽独特的关
注。

C. 犹太人耶稣
这里第一眼看到某些充满张力，看似矛盾的信息。一方面，相比其他福音
书，马太福音在许多事件上描绘耶稣独特的犹太人身分。只有在马太福音
我们看到有关耶稣诞生的两章经文，这一再应验先知关乎弥赛亚的预言。
只有在马太福音有登山宝训，其中的5章17至20节讲到耶稣与律法的关
系，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
全。」

马太福音10章5至6节看起来令人反感，耶稣吩咐祂的门徒不要走进撒马利
亚人或外邦人中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而耶稣自己，在15
章24节与迦南妇人的谈话中，祂说祂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
里去。

D. 普世耶稣
更重要的是，仅有马太福音使用「天国」一词，更多于众所周知的「神
国」，可能是因为犹太人尽量避免直接称呼神的名，以这取代作表达。然
而，尽管马太福音有许多犹太人的特色，在关于耶稣为万民而来这一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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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点就比其他的福音书更突出。只有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凶恶园户的
比喻里面讲到神的国必从以色列民中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只
有马太福音25章有那著名的分别山羊、绵羊，审判万民的叙述。或在马太
福音结束时的大使命；28 章18至20节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从保罗在稍后的罗马书中，我们大概可以找到解决这两方面张力的最佳方
法：他是先被差去以色列人中，将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在耶
稣的一生中，祂只预示和偶而期待一些向外邦人传道的大使命，而其余大
部分时间都是对以色列的工作，因为祂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应该
最先有机会去回应福音。但祂也知道，祂的宗教，也就是按照祂的理解，
祂的事奉成全犹太教的方式，将不再只留给一群独特的选民，而是透过祂
的门徒把信息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E. 其他特色
马太福音的神学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其中包括专注于门徒身分。马太是
福音书中唯一使用「教会」这名词来描述跟随耶稣的一班刚开始组成的
群众。马太福音比马可福音有更多关于耶稣与犹太人权力的冲突，有些人
会说；在其他福音书也是如此，甚至约翰福音也有耶稣对权威的一些非常
苛刻的讲话。而事实上，马太福音与约翰福音曾经有时会被指责为反犹太
的，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时代这等话题是非常敏感的。

这些言论必须非常严谨地对待，甚至马太福音23章所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
的七祸，比起旧约里的许多先知文学都不够强硬。耶稣是犹太人，并彻底
专注于犹太教的礼仪和信仰，但祂也相信神呼召祂发出不同的预言批判，
尤其是祂那一代的犹太教领神已经偏离了神的旨意。

F. 马太福音的写作时间，背景及作者
接下来问题又来了：什么背景下需要这另一系列关于耶稣不同主题的记
载？很明显，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群体。除此之外，很少有共识。
一直争论不休的有：成书时间是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前还是之后？成书
地点是否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我们知道安提阿即使是第二世纪时，还保存
着为数众多信基督教的犹太人。

另外，这是在80年代中后期会堂对基督徒的所谓禁令之前还是之后——当
时的犹太礼仪引入了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诅咒所有的异教徒，而这显然是
包括了拿撒勒派，这可能是追随拿撒勒人耶稣的派别名称。因为与这犹太
非基督教社区的这种紧张关系，我们会在马太福音里发现一些尖酸，一些
热情，这一点或许可以达成共识。

无论马太福音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写的，它是写给一个仍然与非基督
教犹太人陷入严重紧张关系的基督教群体。事实上，一位学者创新了这样
的精句「对面街的会堂」，根据多个中东城市的考古资料，犹太会堂和教
会都是位于市中心，而且彼此非常接近。

的确，如果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那些刚归信的犹太基督徒，这暗示他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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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犹太会堂、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及他们的所有关系破裂；另一方面，我
们可以理解，马太的热情是想有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归向基督，并鼓励和建
立那些已经相信的人的信心，及剩下的一些情绪激动有时甚至心怀敌意的
人。

如果我们再次回到早期教会的见证，我们发现大家都一致同意这福音书的
作者别无他人，就是那税吏，十二使徒之一，后来被称为马太或利末。然
而，有趣的是，马太福音的希腊文写得很不错，比马可福音有更好的希腊
文写作风格。并且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不像是以希腊文作为第二语言执笔
撰写的写作类型。

如果追溯到那最久远的马太福音起源的证据，我们会看到第二世纪
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帕皮亚（Papias）的见证，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
（Eusebius）后来引用了帕皮亚所写，「马太以希伯来文写成了他的福音
书，因为每个人都能够翻译」。

不幸的是，甚至帕皮亚的话在翻译上也有争议。让我看一些不同的翻译：
「马太以亚兰文、地方语言或风格编写他的话，因为他们能够自己诠释。
」我们甚至没法完全确定马太福音的最古老的证据究竟说明了什么。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马太以希伯来文或亚兰文风格或地方语言写下了一些东
西，可能是耶稣的言论或完整的福音。

这留下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我们的希腊文马太福音是个翻译本，可能是
由马太自己或者是其他使徒从马太所写的希伯来文或亚兰文版本翻译和/或
或拓展而来的。下面这个说法也并非不可能，我们在上一课提到的学者们
所称为「Q」的文件就是帕皮亚所说的希伯来文福音，马太在此基础上，部
分根据马可福音，作了补充添加，而形成今日我们所认识的福音书。无论
如何，马太福音明显是受到当时的犹太环境所影响。

如果了解它的结构，就一定要特别留意到耶稣的教导在祂的叙述占了主导
地位。注意到祂在相似的话题上如何经常编排大量的教导和叙事：如何以
护教的主题来令外人信服，以教理的主题来教导信徒，以牧者的主题来鼓
励所有那些阅读此书的人，耶稣是当受敬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