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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尔顿丹佛神学院的知名新约
教授   

I.马太福音附加材料的回顾和导论
在前两课，我们学习了马可对耶稣伟大加利利事工的记载。不过，我们跳过了
一些记载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中发生于同一时期的资料。在本
课，我们将回到马太福音来学习之前所跳过的内容。我们会专注于马太独有的
对耶稣教师身分的关注。我们不会讲解耶稣伟大加利利事工期间马太独有记载
的每一件事，但会专注于耶稣的教导，你也可以称之为讲道，它们独特地被安
排在马太福音的这个部分。

当我们介绍马太福音时，发现有五组这样的经文：第5-7章，登山宝训；第10
章，差遣十二门徒出去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第13章，有关比喻的讲道；第18
章，有关谦卑和宽恕的讲道；还有第24-25章，耶稣著名的橄榄山讲论。我们
已经在马可福音第4章简要讲解过一些比喻，而橄榄山的讲论发生在耶稣生平
的最后，放在接下来的课程会更合适。

因此，我们将在本课集中讨论剩下的三个讲论：登山宝训、宣教的讲道、谦卑
与宽恕的讲道。由于登山宝训的长度，以及在基督教历史中的知名度及重要
性，我们会对其进行重点讨论，而简要地讲解剩下来的两个讲论。

II.登山宝训的诠释
由于登山宝训的命令十分严格，教会历史上对它已有大量的解释。这些命令被
深刻地总结或归纳在马太福音5章48节，耶稣总结说门徒要像天父一样完全。
这里的希腊字可以翻译为「成熟」。因此，按照这个翻译，耶稣并没有要求无
罪式的完全（圣经对无罪式的完全说得很清楚——这对门徒来说是完全不可能
的）。不过，耶稣的讲道仍然保持着激进的本质：转过脸来给人打；多走一里
路；将欲望定义为奸淫；仇恨即谋杀；著名的金科玉律；以及许多其他的内
容。

A.历史性概览
我们会简要提及历史中六种处理登山宝训的方法。

（1）第一种方法将登山宝训看为旧约律法的延伸，它并非带给门徒能
够遵行律法的信心，却让他们看见自己无力遵守律法，导致他们需要
一位救主。这个新约观念保罗在其他地方明确提到，但值得留意的是
马太福音5章1-3节告诉我们登山宝训发生的背景，因此我们得知耶稣
教导的首要对象是那些已经委身于祂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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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种方法认为基督的跟随者藉着圣灵的帮助，再加上人的努
力，可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加道德化，
甚至成为属基督徒的地方。不过，两千年来的各种努力，以及所有戏
剧化的失败，让这种方法显得较不真实。

（3）一些人把耶稣的伦理看为一种过渡时期的伦理。这一时期的紧
急性在于耶稣相信门徒那一代的时间不会很长，这个时代将在耶稣再
来时达到顶点。不幸的是，这个观点让我们认为耶稣在两个方面是错
的：第一，祂很快会再来；第二，人类历史并不长。

（4）也有一些人采取存在主义的方法对待耶稣的教导，他们否认耶稣
的伦理可以作为绝对化的道德来应用，却将之看为耶稣跟随者在某些
处境下如何处事的例子；尽管在其他处境下，他们寻求圣灵的引导活
出真诚的基督徒生活的方式可能大不一样。

（5）另一些人试图透过延迟这些命令来解释耶稣讲道的紧迫性和严苛
性。有一种流行却可能并不正确的观点认为耶稣将登山宝训当成犹太
人可以得着神国度的条件。当犹太人拒绝时，这些伦理就被延迟至千
禧年或完美的末世时代。

B.国度神学
针对以上所有观点，尽管它们每一个可能都包含一些真理，但今天学者们
可以达成共识的一种看法常被称为「国度观」。

就如耶稣有关神国度的普遍教导，有一点指出神的国度已经来临；耶稣的
到来显示了神国度的来临，这国度也彰显在教会生活中。然而还有其他重
要的方面显示神国度的完全来临，并完全在门徒生活中被体验，而这一切
将发生于耶稣再来之后的时代。

因此，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耶稣的讲道和祂的伦理理解为神
对祂子民心意最为理想的表达方式——它可以透过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在
神的子民顺从祂的圣灵时部分地实现于现世生活中，而在来世才能以一种
正式的方式得以完全实现。

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登山宝训是关于门徒如何在群体中生活的。
登山宝训中提到的许多操练需要神的百姓注重群体生活，只有在群体生活
中,登山宝训才能被更有意义地遵守和跟随。也就是说他们在教会生活中应
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一些激进的个人主义基督徒活在自我的
世界里面。虽然具有争议性却必须要说的是，这排除了耶稣的伦理可以成
为一些政府和国家自我管理的模式，即使在民主国家，基督徒公民在推动
法制和道德政策时，与自己的个人信仰保持一致也是十分重要和恰当的。

III.登山宝训的教导
A.简要大纲
以上的概览让我们勾划出登山宝训的简要大纲。要留意的是，马太喜欢把
耶稣的讲道编为三个一组或以三的倍数编为一组。登山宝训的介绍开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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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八福。马太记载的福气有九个。路加的平原讲论记载较简短，并且
平衡了福气与咒诅，咒诅是针对那些与蒙福之人态度行为相反之人的。

如果我们用当代语言来总结马太和路加所提到神所祝福的人，也就是幸福
或幸运的人，这些人以世界的标准来看刚好相反，他们并非有权力或成
功，而是物质或心灵贫穷的、悲恸的、温和的、寻求神的义的，有些甚至
为了跟随耶稣的缘故受到逼迫的。

B.盐和光
八福之后是一个短小的「盐和光」的比喻，虽然八福挑战我们活出反文化
的生活，但盐和光的比喻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作为神的子民
扮演了防腐剂的角色，如同第一世纪的盐，也如同这个世界的光、灯塔、
向导，这一切指明应该按照神的标准所走的道路。从马太福音5章17节到
该章结尾，耶稣（至少在马太的论述中）谈到八福、比喻与律法之间的关
系问题。如同我们在前面看过的，即使只有这一段简短的介绍，如果耶稣
的犹太听众已经问了这个问题，「耶稣是想要废弃我们的律法吗，或者至
少是我们祖宗所留下的口头传统？」这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C.主题段落
马太福音5章17-20节可以被看为登山宝训的开始，甚至是一个主题段落。
在这段经文里，耶稣很坚定地说祂不是来废除律法。但接下来祂说，祂不
是来保存律法而是来成全律法。如同我们在前几课中所看到的，「成全」
的古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也可以指「充满」，指把某事带进它特定的目的
中，直到完全的地步。

马太福音5章21-28节给我们六个对比，在这六个对比中耶稣都以「你听
见有古话说，可是我告诉你⋯⋯」作为开始。从这个对比可以明显看出耶
稣的教导与律法、或是与律法的解释之间不是连续性，而是非连续性的关
系。

虽然耶稣同时也坚称祂并没有废除律法，但祂显然不允许门徒在应用律法
时一成不变。在祂关于谋杀、奸淫、离婚、发誓等课题中，祂把律法内在
化了，也使律法变得更加激进，有些时候祂也超越律法，比如耶稣反对旧
约申命记24章所允许有关离婚的律法。但是，无论祂做了什么，祂无疑展
示自己是律法最有权威的解释者，祂的听众对此有目共睹，在马太福音7章
28-29节登山宝训的结尾，马太提到群众都感动希奇，因为耶稣讲话很有
权柄，并不像那些犹太领袖。

这并不是说犹太领袖没有任何权柄，拉比许多著作中可以证实这一点。这
个权柄来自于他们引用圣经或以前有权威的拉比著作的本事。但耶稣说话
时就如神一样，非常简单：「只是我告诉你
⋯⋯」这不是对祂神性明显地声称，而是暗示了耶稣对自我拥有崇高地位
的认识。

D.对比
马太福音5章33节和接下来的经文中，有最后一组三个的对比。这些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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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们按照历史背景来解释它们。转过你的脸给别人打、多走一里路、
施舍给乞丐，都要求我们以主后第一世纪初期巴勒斯坦小村庄的背景来解
释。举例来说，转过你的脸给别人打，是说不要以牙还牙；打人脸颊在第
一世纪的犹太文化中并非一种肢体的暴力举动，而是上司侮辱下属的常见
方式。

多走一里路必须在罗马征兵法律的背景下来理解，士兵有权力强迫犹太人
或其他被统治者背着他们的行李前行最多一英里。施舍给那些向你们乞讨
的人，也要在法庭不允许拿取别人太多衣服作为当头的背景下来了解。

我们解释这些经文时要很小心，不要忽略它们的背景，或错误地理解它
们，而实际却与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相矛盾。举个例子，如果将这些解释
为不抵挡邪恶，那么，我们却在其他地方看见耶稣抵挡邪恶——祂有时会
远离邪恶，有时与邪恶斗争，有时甚至会赶出邪恶，耶稣在事奉中也声称
打败撒但。

如同我们之前提到的，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结尾我们看到登山宝训有一些非
常严格和极端的要求，包括要爱仇敌，犹太学者都认为耶稣在这方面的要
求完全不同于当时犹太教的各个派别，这个要求对耶稣各个时代的门徒来
说都是非常艰难的挑战。

E.虚伪的虔诚
马太福音第5章和登山宝训第一个主要部分之后，有三个有关真假虔诚问题
的例子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1-18节。这三个例子在形式上非常相似。耶稣
所处理的这三个例子在犹太人的圈子里众所周知：施舍、祷告、禁食。在
每一个例子中，耶稣命令祂的门徒不要将他们的虔诚展示在众人面前，以
获得别人的赞赏；相反要做在暗地里，以获得神的奖赏。

F.主祷文（马太福音6章9-13节） 
在耶稣的三个例子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耶稣关于祷告的教导，因为在这
个例子的上下文中，祂插入了被后来称为主祷文的教导。很有趣的是，虽
然主祷文里有「救我们脱离凶恶」和「赦免我们的罪」的请求，但是耶稣
却从未这样祷告过。从某种观点来说祂不可能这样祷告，因为基督徒相信
祂是无罪的。很多人建议主祷文应该被称为门徒的祷告或祷告典范，可惜
的是两千年的教会历史留下了主祷文这个名称，这是很难改变的。

有趣的是，主祷文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到神是谁，祂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袮的名为圣，愿袮的国降临，愿袮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们拥有对神和祂的旨意及祂所关注的事情
之后，我们来到主祷文的第二部分：「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
罪，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祷
文原先结束于此。在之前的一课我们提到早期基督徒经文抄写员增加了他
认为更加虔诚及恰当的结尾，实际上，这个结尾响应了历代志所用的圣经
语言：「国度、权柄、荣耀都是袮的，直到永远。阿们。」
G.财富和忧虑
主祷文之后，登山宝训接下来出现了关于耶稣教导财富和忧虑的三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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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章19-34节），在这三个例子中，耶稣对比了两位主人，他们都要求人
对他们忠诚：神和玛门，玛门就是物质资源或财物。在我们现代富足的社
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有多少人，甚至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真正
所追求的是金钱物质，而不是耶稣。

H.决定
马太福音7章1-6节有三个关于真假判断和如何对待他人的教导。7章1节，
「不可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经常被错误地使用而忽略了经文背
景。当我们来到马太福音7章5-6节，耶稣教导了何为正确的论断。翻译为
「论断」的这个词可以在适当的场合被译为「不要成为好论断的」、「不
要过度苛刻或定别人的罪」。旧约清楚地命令我们让神来为我们报仇和洗
刷我们的清白。神最终会公正地审判所有人。如果我们贸然地靠自己解决
事情，难免会犯错或不能公正地处理。

马太福音7章7-11节继续了祷告和回应的主题——有关寻找、叩门、开门
的著名经文，初读这些经文时我们会以为这像是一份任我们填写的空白支
票，但我们不要忘记马太福音第7章是紧随着马太福音第6章的主祷文之后
的，祷告的条例之一是愿神的旨意成就。

马太福音7章12节给登山宝训做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著名的金科玉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尽管我们对这个原则十分熟
悉，也尽力去做，它仍是一个全面和成功的总结，很有效地引导我们在圣
经没有清楚提及的方面做出伦理决定。

登山宝训的结尾，在马太福音7章13-27节，呈现了三个不同的例子，关于
听到耶稣的教导后，每个人当如何面对两个选择或两条道路。是不是听了
就走，或听而顺从，成为祂的跟随者，并开始透过耶稣的帮助来实践祂的
原则。

IV.附加的教导

A.有关宣教的讲论
我们从登山宝训来到有关宣教的讲论，从马太福音9章35节开始，直到马
太福音11章1节结束。讲论的大部分占据了第10章。在第10章，我们看见
耶稣差遣了十二门徒（在较短的符类福音中，马可告诉我们，门徒是被两
个两个差遣出去的）去效仿耶稣讲道、教导、医治和赶鬼的事工。

这个讲论有两个部分：10章1-16节，包括了一些不同的教导，很清楚指出
只能应用于十二门徒的本次事工——要求他们轻装上阵，依赖别人的接待
等等，特别是不要去到撒马利亚人和外邦人当中。所有这些教导在马太福
音结尾的大使命时，都被耶稣废除。路加福音22章35-38节记载了耶稣在
最后一个晚上的教导，祂叫门徒出去的时候不可软弱，反而要预备好面对
敌对。

宣教讲论的第二部分，记载在10章17-42节，它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直
接应用于基督徒的生活。在此，耶稣预言到未来的敌对、逼迫，被带到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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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和外邦人的掌权者面前，这些事在耶稣在世时显然没有发生在门徒身
上，却悲惨地在接下来的时代中常有发生。

了解宣教讲论两个部分的不同，不仅帮助我们避免应用宣教讲论的第一部
分，因为这部分可以应用的时间很短；也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在所有福音书
中最奇怪的教导——马太福音10章23节，耶稣说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
各城，人子就来到了。当我们了解到这是指耶稣死和复活后的教会时代，
我们或许可以把祂的话解释为向犹太人宣教将是无法完成的。即使在历史
中，神的子民有责任向犹太人作见证，但犹太人永远不会有完全正面的回
应。

B.谦卑与宽恕的讲论
我们会简单评论的最后一个讲论是马太福音第18章，有关谦卑和宽恕的讲
论。它也有两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主题：18章1-14节的主
题是谦卑。一方面，门徒需要谦卑（他们要像小孩子，要完全依靠神和基
督）；另一方面是神的谦卑，这显示在祂去拯救那些迷失的人（10-14节
记载了著名的迷羊比喻）。

15-35节提到宽恕的主题，这里分成两个有关联的部分。15-20节提到如果
没有悔改的证据当如何宽恕。这在马太福音的经文中并不十分明显，但在
路加福音17章3节却表达得十分清楚。

只凭马太福音18章，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释经结论，因为在21-35
节，这段经文清楚地教导我们，当对方悔改时，我们要慷慨地给予无限的
宽恕。如果没有悔改的表现，就要按照15-20节的程序来处理。

在这些经文中，尤其是15-18节，为耶稣实践教会纪律的教导提供了著名
的基础。如果有一位弟兄或姐妹得罪了别人，我们首先要私下解决问题。
但这个教导很少被遵守，当事人常常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得罪了别人，而其
他人早已知道了。但耶稣的教导却是让当事人私下解决问题。如果一对一
的处理无效，并解决不了问题，接下来要找一个或两个证人来帮助他们私
下处理。如果第二个步骤失败，教会就要参与这件事。如果这也无法解决
问题，教会应该将这个不悔改的人赶出教会。

耶稣在此使用税吏、罪人或外邦人的短语形容这个被赶出教会的人是很有
趣的。因为耶稣的舍命就是为了赢得他们，并以此显出对他们的爱。从
本质上，当耶稣让教会采取最严厉的纪律措施时，祂的意思是把这个人当
作非信徒。那就是说他或她不被允许在某个仅限于基督徒的群体中，但这
并不代表你要和这个人断绝来往。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还有悔改的可能
性，耶稣会试图把他们争取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