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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对耶稣的两种不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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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尔顿丹佛神学院的知名新约
教授   

I. 介绍耶稣在世的事奉

A. 旷野的经验
约翰的洗礼后，耶稣进一步去到旷野。可能有人会期待耶稣洗礼之后立即
有更多公开受欢迎的事奉。

相反，我们读马太福音第4章及路加福音第4章开头的经节，看到神允许祂
受撒旦试探，这就是著名的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天。

有趣的是，马太及路加在这里叙述了三种试探。耶稣被试探把石头变作食
物充饥；俯伏拜魔鬼得着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并从殿顶跳下，主的
使者会用手托着祂。这些对耶稣的试探是要阻止祂上十字架，而这正是对
祂事奉致命的损害。

B. 三个人性的试探
同样有趣的是，对比约翰一书2章16节讲到的三个人性罪的诱惑，提到有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也有在创世纪3章6节讲到亚当
和夏娃在园中的试探，他们看到禁果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
有智慧。

因此，耶稣的试探是为了教导我们。正如希伯来书2章17-18节教导我们耶
稣被试探乃是要告诉我们祂凡事都与我们相同，只是祂没有犯罪。正因如
此，祂能为我们代求，并且无论我们遭遇任何的试探引诱；祂都能够怜恤
体谅我们的软弱。

II. 耶稣最初的服事
试探之后，耶稣就开始祂的公开传道工作，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课中提到，祂事
奉的最初阶段仍然很大程度上是比较隐藏的，在其中祂没有被所有以色列群众
所认识。而耶稣传道的这个阶段只有在约翰福音第2-4章有所描述。

A. 耶稣的第一批门徒（约翰福音1章）
约翰福音第1章，是我们已经提到过有关施洗约翰的内容，这也给了我们耶
稣第一批门徒的附加信息。在那里提过几个名字有：西门彼得，安得烈，
腓力和那等同于对于其他对观福音称为巴多罗买的拿但业。如果只读其他
福音书，可能你会想门徒之前并未见过耶稣，然后耶稣突然就呼召他们，
但从约翰福音1章下半段，我们认识到他们之前是有接触过耶稣，而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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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就跟随耶稣作门徒。

B. 迦拿到迦拿（约翰福音2至4章 ）
约翰福音2、3和4章对耶稣公开传道的早期阶段有独特的描写，而以耶稣
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神迹开始，同样以祂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神迹结
束，只有在这里是四本福音书中唯一有这两个迦拿的叙述的。如果顺序的
概括的看这三章经文，把这个三个章节约翰2至4章序列的简要概述，你会
看到前半部分的写作模式：神迹和教导，或奇事和讲道，都会经常穿插于
当中，彼此关联。

约翰福音2至4章讲到耶稣传道初期的关键是聚焦于耶稣带给犹太教及当时
文化的一些新的独特的东西。新酒的神迹，当酒用尽了，奇迹地从大缸的
水变为酒，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2章所讲的新皮袋里的新酒，是耶稣为他
们的宗教带来一些新东西的象征。具体来说，新的喜乐就好像酒在婚礼庆
祝活动的背景下，这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喜乐和欢欣的象征。

继续约翰福音第2章，我们读到耶稣洁净圣殿，约翰对这发生在耶稣人生最
后一星期的洁净圣殿事件的看法显然跟马太及马可所描述的有所不同。虽
然有些细节是相似，在约翰福音第2章似乎重点是反对圣殿被用作一个商业
的地方，尤其是那专给外邦人祷告敬拜神的外院。尽管约翰很清楚地记载
耶稣隐晦地提到自己的死和复活，但直到这些事情发生门徒并不明白。

在约翰福音3章中，我们读到耶稣和一个重要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之间的
一段著名的对话。在这里，在约翰福音3章3节和3章5节就是著名关于「重
生」，或另一个翻译「从上而生」。因此，在加利利迦拿一个新的喜乐，
新的圣殿，新的敬拜地方，那就是第2章下半部耶稣祂自己，约翰福音第3
章继续讲，一个新的灵的诞生。肉体的出生，族系，祖裔不足以确定自己
的宗教，一个人必须透过耶稣与神建立关系。

接着与尼哥底母对话之后，就是非常有名的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
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
音3章继续提及施洗约翰的事奉，而约翰的事奉乃越来越突显耶稣的位置。

然后在第4章谈到耶稣和撒马利亚妇人在井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对话，在这
里，耶稣很清楚地表明自己是弥赛亚。祂没有在撒马利亚人与犹太人分开
于不同的地方敬拜这事上加以辩论，而指出现在是无论在哪一座山敬拜，
无论是在撒马利亚的基利心山，或是在耶路撒冷，他们都是敬拜神，是要
以心灵和诚实敬拜。

关于耶稣与撒马利亚妇人对话的故事，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因为耶稣在跟
谁说话。不仅是在古代以色列的好男人是不会跟一个女人在没有人的地方
单独倾谈（约翰告诉我们，门徒当时已经离开）；还有的就是她是一个撒
马利亚人，而约翰清楚地指出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她也是
一个背负着不道德声誉的女人。我们不知道她的五个丈夫，或曾经同居过
的男人的实际情况，但最起码，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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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却克服这些障碍。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话就是与尼哥底母的交谈，
虽然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男人，一个非常正直，道德的犹太宗教
领袖，但耶稣却责备他不明白。这两个对话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继续看
到约翰福音第4章另一个医治的神迹，这次是一个外邦大臣的儿子在加利利
的迦拿。

因此，约翰福音第4章的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是要强调耶稣要带给世人的救
恩。虽然耶稣在传道初期尚未太显露，但清楚的是，透过约翰福音2至4章
的记载，祂是要给人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III. 加利利的事奉——第一部分

A. 导论
当耶稣后来回到加利利，开始在那里作定期的巡回布道，祂用大约一年的
时间作更多的公开传讲，终于有更多人认识祂。这开启了耶稣事奉的公开
受欢迎的第二阶段。正如其他对观福音作者写施洗约翰一样，他们都会首
先介绍耶稣信息的摘要。

B. 神的国近了
马可和马太跟约翰一样，在描述耶稣传道，都是神的国近了。马可在1章
14-15节明确地提到耶稣接着吩咐人悔改，相信福音。正如我们之前介绍
路加所提到的，路加有他自己的方式，他以耶稣在拿撒勒的传道作开始。
而马太和马可则同样地把类似的经文放在耶稣的公开传道稍后的一些时
间，但路加则将这个叙述提前并且提纲挈领的介绍耶稣。

这是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叫我传
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
制的得自由。」

我们可以参照下面马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轮廓。我们没有时间去参
考每一个细节，尤其是那些出现在马太和路加的补充及更全面的版本，但
似乎在这里，马可是粗略根据前八章的大纲，根据不同形式耶稣的教导和
事奉而进行专题记载。有些释经家称马可福音第一章是医治者耶稣典型的
一天生活（以及，我们可以补充说，赶鬼的耶稣）。如果从马可福音1章
21节读到这一章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24小时内所行
的几个医治及赶鬼的神迹。当我们现代人面对神迹这个问题时，我们能否
相信这些明显超自然的故事？

C. 真实性的问题
基于你的世界观，如果你不相信神迹的话，你必须以其他的方法去解释这
些圣经故事。也许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说这是神话，类似于古希腊和罗
马的著名神话。在这些神话里面，神或女神在过去几个世纪是英雄，并没
有以人的形式出现，而这些远古流传至今神话的真实性也不能肯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耶稣的故事在祂活着的时候已被传讲，死后几十
年也是如此。并且在以前的课堂里我们也了解到，大概在祂死后30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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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被写成书。

当时在以色列有很多抵挡耶稣的见证人仍然在世。如果这些神迹奇事没有
发生，他们看见福音书所写的，就很容易把这些故事推翻，说他们是假
的。米示拿（the Mishnah）和他勒目（the Talmud）， 是犹太后期的一
些著作，以书面形式编纂开始流传在耶稣时代的口头传统。在其中好几处
我们看到，以犹太人的角度，非犹太基督教的观点是：耶稣是一个巫师，
魔法师，祂误导了以色列人。这些新奇但重要的间接证明在某些方面来说
却让耶稣的神迹故事显得更加真实。

即使是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也承认耶稣会行神迹。很明显，
没有人能否认耶稣以神迹和赶鬼而知名，但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解释祂
的能力来源。

在马可福音第3章及马太福音第12章；耶稣第一次被指责其赶鬼是以鬼王
别西卜或撒但的力量，而不是神的力量。有很好的历史原因令人们相信神
迹奇事记载的真实性：耶稣是一个医治者，祂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然
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耶稣医治的神迹强加一个僵化的模式。在约翰福
音第5章，耶稣在毕士大池旁遇见了许多希望得到医治的病人，而祂只医治
了一个。这表明神有绝对的主权来选择医治的时间以及谁可以得到医治。

D. 宣告故事
马可福音第2章过渡到耶稣在加利利服事的故事，同观福音书中都有描述。
学者们经常称这些故事为宣告故事，因为它们的高潮是耶稣的一个重要，
简短，谚语似的宣告。 

首先是结合了医治和宣告。在马可福音2章1-12节，耶稣医治一个瘫子，
然后祂宣告，那人的罪得赦免了。而后者正是高潮所在。首先，祂治愈了
他的身体，然后，更大胆的是，宣告那男人罪得赦免，而这一些犹太人知
道，只有神才能做到。耶稣可以医治这些人开始表明祂真的可以做神才能
做的事情。这也隐约地宣告祂是神，具有神的属性和特权。

接下来的宣告故事也许并不像戏剧，但却表明了耶稣是以新的方式做事，
不同于犹太教旧的方式，这却导致祂与犹太领袖的冲突或争议。当耶稣
宣称，义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或当祂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
主。通过医治以及教导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耶稣从好多方面挑战了犹太
人对律法的理解。这为耶稣在事奉生涯与犹太权威发生冲突一早做好了铺
垫，冲突虽然会时高时低，到耶稣的被捕和被钉十字架时达到了顶峰。马
可福音第3章大部分内容是有关祂的医治和赶鬼能力进一步的争论，这些我
们之前已经间接提到。

E. 门徒和反对派
在马可福音第3章，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出耶稣真正的家人是谁这个问题。此
前，在马可福音1章16-20节，耶稣呼召祂的第一个门徒。我们从约翰福音
第1章了解到，这并不是门徒第一次见耶稣。但是在马可福音第3章，耶稣
在加利利服事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第一次读到12个门徒正式被呼召。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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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始几乎耶稣去哪里，这12个人都跟随祂去那里。

在耶稣的时期，甚至之后的几百年，拉比一般都有门徒的。但惹人注目的
是耶稣拣选祂的门徒，而不是祂的门徒拣选耶稣。同样不寻常的，祂呼召
12个门徒，同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相同。几乎可以肯定，耶稣正要形成或改
革成立一个新的或真实的以色列。他们想要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并不是透
过遵行律法，而是跟从耶稣。

F. 比喻
在马可福音第4章耶稣使用短篇故事作比喻。这些比喻是以简单形式来教
导重要的神学真理。这种教导方法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工具，拉比用来解释
经文。耶稣不仅仅是解释经文，而是更进一步使用这些短篇故事教导神的
国，神的统治，透过耶稣的事奉进入人类历史统治地球。

马可福音4章11-12节给出我们耶稣以比喻教导的原因和策略。在某种程度
上，他们展示真理，但另一方面则将其隐藏。耶稣解释说，从这些比喻信
徒和那些愿意开放自己接受祂的人会更多地了解祂的国，但外人却什么也
不明白。

祂引用以赛亚书第6章，祂说以比喻对外人讲，恐怕他们看是看见，却不
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是怎么回
事？那么，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可以清楚的看到神可以使用比喻或神秘语
言，来对那些已经开始抗拒祂旨意的确认判决。这并不意味着永远再没有
机会靠基督得永生。以赛亚书第6章以对余民回转的预言作结束，只要人对
耶稣开放，他们就可以回转到祂那里。

在马可福音第3章，马太福音第12章及路加福音第11章，我们看到一个
不可宽恕的罪，那就是亵渎圣灵。在上下文中，并没有明确讲到说这没有
真实发生过，只是耶稣的反对者处于这危险中。耶稣做出这些强烈警告并
不是针对祂的追随者，也不是针对那些想成为祂的追随者或有兴趣的慕道
友，而只是针对那些从来没有跟从耶稣的人。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已经反对
祂，并坚定地敌挡耶稣直到祂上十字架。在福音书里面没有任何记载——
无论是用比喻或更明显的教导——曾经讲到禁止那些想真正跟随基督的人
来到祂的面前。

G. 对神国的不同回应
撒种的比喻描述了各种对神国不同的反应，并开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比
喻可以揭示神国。不是所有人会向耶稣说是，但有些——也许比我们所想
象的更多——会：种子悄悄地成长，这说明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的属灵种子
在人整个生命里面如何生根和成长，但收割肯定是有保证的。马太福音第
13章有小麦的比喻和稗子及有关耶稣国度胜利的应许，尽管有许多形式的
反对。还有芥菜种，并无酵饼的比喻。芥菜种的故事承诺神国虽然开始很
不起眼但增长极快。在马可福音4章21-25节 ，我们看到灯不是放在斗底
下，却放在灯台上，那么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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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和其他的一些比喻，有时因其神秘性需要耶稣来说明，解释，甚至解
码。耶稣用了一些非常实用和简单的方法，向这些第一世纪在加利利的犹
太农民解释祂自己所理解的神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