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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導論馬可福音導論

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書中最短的一卷書，

馬太、路加福音，都要比馬可福音來得長得多。

葉雅蓮 博士

馬 路 音 都 馬 音來得長得多

因為耶穌幾次在馬可福音裡對自我的限制，

譬如說：譬如說

祂到家鄉時，那裡人的不信，祂就不能多行神蹟

對門徒的描寫，比較直接、比較剛硬

所以初代教會，常常把馬可福音都不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一直到十九世紀的下半葉以後，由於來源批判學的興起，到十九世紀的下半葉以後 由於來源批判學的興起

以及對三卷福音書作了更深入地了解以後才發現：

奧古斯丁認為「馬可福音是路加福音跟馬太福音的濃縮，

而寫成的福音書」的這個理論，就被推翻

一直到如今，大部分的學者都贊成

馬可福音可能是最早形成的福音書

關於馬可的作者到底是哪一位？有很多的說法，

但是按照外證跟內證來講 可以認為是但是按照外證跟內證來講，可以認為是

耶路撒冷的約翰馬可最有可能。

首先從外證來看首先從外證來看，

AD125 小亞細亞的希拉波立的主教帕皮亞，

他是第 位聲明馬可是寫成馬可福音的作者；他是第一位聲明馬可是寫成馬可福音的作者；

後來也得到優西比烏的證實，在他的

教會歷史當中，曾經寫到帕皮亞的證詞。教會歷史當中，曾經寫到帕皮亞的證詞。

帕皮亞曾經說：馬可就是彼得的翻譯員。

馬可很確實地記載下馬可很確實地記載下

彼得所記得的耶穌的言行、事蹟，而彼得

不是按照耶穌所行的事蹟、言行的時間次序先後來講論不是按照耶穌所行的事蹟 言行的時間次序先後來講論

是按著事情的需要、教會當時的需要

對當時的聽眾、包括馬可，講解有關於耶穌的言行跟事蹟，對當時的聽眾 包括馬可 講解有關於耶穌的言行跟事蹟

而馬可對於彼得的傳述，都非常忠實地記載下來。

如果從內證來看…
徙十二12 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 他母親馬利亞家去徙十二12 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他母親馬利亞家去。

馬可就是當時教會當中一位婦女的兒子，他就是約翰馬可，

曾經跟巴拿巴、保羅一起到達耶路撒冷，曾經跟巴拿巴、保羅一起到達耶路撒冷，

參與了保羅第一次的宣教的旅行，

一直走到旁非利亞的別加直走到旁非利亞的別加…

保羅後來在他的監獄書信中，曾經提到：

馬可是他的同工，並且要提摩太把馬可帶到他這裡來，馬可是他的同工，並且要提摩太把馬可帶到他這裡來，

而且也要歌羅西的教會接待馬可。

馬可跟保羅也有親密的關係，馬可跟保羅也有親密的關係

馬可福音裡面也帶有保羅神學的影子可以證明

彼得前書，彼得曾經稱馬可是他的兒子。彼得前書 彼得曾經稱馬可是他的兒子

馬可在他記載耶穌的事蹟的時候，

有參考彼得在哥尼流那裡宣講有參考彼得在哥尼流那裡宣講

耶穌的福音、事蹟時候的事情的順序。



從這些內證，再看到

馬可福音文字的簡潔了當，

應該是出自於耶路撒冷長大的作者，

熟悉希伯來人的語言跟文化熟悉希伯來人的語言跟文化

有使徒的觀點，因為馬可福音對使徒的評語

常常都是說他們是小信 說他們剛硬 愚頑常常都是說他們是小信，說他們剛硬、愚頑，

這樣子的說法不應該是出自於別人的口吻，

只可能是出自於使徒本人的一個說詞只可能是出自於使徒本人的 個說詞

馬可福音帶有目擊者的觀點，

譬如說提到兩次彼得記起當時耶穌怎麼跟他說的話，譬如說提到兩次彼得記起當時耶穌怎麼跟他說的話

就讓人會覺得馬可福音是出自一個目擊者的記載

由於這上面的內證跟外證的這些理由，由於這上面的內證跟外證的這些理由

因此一般人來說，會支持

約翰馬可就是馬可福音的作者。約翰馬可就是馬可福音的作者

關於這本書，到底它的讀者、它的受書者到底是誰呢？

從馬可福音的本身實在是看不出來從馬可福音的本身實在是看不出來，

必須要從傳統、馬可福音的內容去推敲，

才能夠來作判斷。才能夠來作判斷。

一般來說，都認為馬可福音最可能的地點是在羅馬，

因為馬可福音裡面有幾點的特色因為馬可福音裡面有幾點的特色…

一、它用許多的外來語，像是拉丁文有關的這種希臘文，

譬如說：銀錢、護衛兵、稅、該撒 這些字，譬如說：銀錢、護衛兵、稅、該撒…這些字，

都是出自於拉丁文字根的字眼，

羅馬的讀者大部分都熟悉拉丁文羅馬的讀者大部分都熟悉拉丁文

二、它會把對等的亞蘭文、希伯來文，翻譯成對等的希臘文，

就表示那裡的人對亞蘭文、希伯來文可能不熟悉，就表示那裡的人對亞蘭文、希伯來文可能不熟悉，

譬如說：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

大利大古米就是說女孩起來，大利大古米就是說女孩起來

以法大就是開了吧，像這樣的字眼…

另外，馬可會對一些猶太人熟悉的傳統作出一些解釋，

對猶太 需要解釋對猶太人不需要解釋，

但對外邦的讀者不熟悉的話，就需要解釋。

譬如說：他有講到譬如說：他有講到

除酵節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

這是安息日的第一天這是安息日的第一天

這個是猶太人的習慣，在吃飯以前一定要洗手

並且常常要洗杯、罐、床這些東西，並且常常要洗杯 罐 床這些東西

這是猶太人潔淨的習慣

像這樣子的解釋，都再再地顯示這本書是對外邦的讀者，像這樣子的解釋，都再再地顯示這本書是對外邦的讀者，

而且這最可能的地點是在當時的羅馬，

因為羅馬的教會可能在那個時候有這個需要。因為羅馬的教會可能在那個時候有這個需要

可能是在尼祿王統治的時候，

教會有一些特別的需要，

所以馬可就對他們寫了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成書日期是什麼時候呢？也是不太容易決定的事情，

也是因為福音書裡面並沒有特別的資料也是因為福音書裡面並沒有特別的資料，

來講明是在什麼時候寫的。

有學者曾經發現 在昆蘭的社團裡面有十五封信有學者曾經發現，在昆蘭的社團裡面有十五封信，

是寫在三個蒲草紙上面，

發現有幾封信裡含有馬可福音的某些經文的段落發現有幾封信裡含有馬可福音的某些經文的段落，

因此就認為這十五封信在三個蒲草紙的發現，

它的寫作日期是早在 AD46，它的寫作日期是早在 AD46，
所以認為馬可福音成書日期可能 AD40 左右

但是後來他們也發現，這十五封信裡面但是後來他們也發現 這十五封信裡面

有九封信的內容不是屬於馬可福音的

而且成書的日期如果是那麼早的話，有一點不太可能，而且成書的日期如果是那麼早的話 有 點不太可能

因為馬可福音沿用了一些背景資料，

這些背景資料對馬可來講，這些背景資料對馬可來講

很可能在這麼早的時候並沒有成形。



另外有人推敲…
林後 我們還打發 位兄弟和他同去林後八18 我們還打發一位兄弟和他同去，

這人在福音上得了眾教會的稱讚。

這位弟兄，許多學者推敲就是當時的路加。這位弟兄，許多學者推敲就是當時的路加。

眾教會為什麼會對他讚許呢？

因為很可能路加在那個時候，已經寫成了路加福音，因為很可能路加在那個時候，已經寫成了路加福音，

如果哥林多後書成書日期推測是在 AD56，
所以路加福音的成形所以路加福音的成形

很可能就要早在 AD50、或是更早一些。

路加福音一開始就講，他參考了許多的資料，路加福音 開始就講 他參考了許多的資料

很可能就是包括馬可福音，

所以馬可福音的成形就要比路加福音更早，所以馬可福音的成形就要比路加福音更早

那就很可能也是在 AD46 左右。

但是如果把馬可福音的日期放在 AD46 左右的時候，

也是很難證明馬可所沿用的資料，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成形。

至於有些教父像愛任紐，曾經聲明：

在彼得 保羅離開羅馬的時候 馬可才開始寫馬可福音在彼得、保羅離開羅馬的時候，馬可才開始寫馬可福音，

優西比烏猶太的歷史學家，是在彼得去世以後才成書…

但是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得到所有教父的支持但是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得到所有教父的支持，

在亞歷山太的革利免、俄利根，並不支持這樣的說法，

認為馬可福音是在彼得還沒有去世以前 就已經寫成了認為馬可福音是在彼得還沒有去世以前，就已經寫成了…

馬可福音最可能的成書日期，可能是在

尼祿皇帝逼迫羅馬基督教會的時候尼祿皇帝逼迫羅馬基督教會的時候，

也就是在彼得殉道的前後。

彼得殉道最可能的日期是在尼祿皇帝統治的後半期，彼得殉道最可能的日期是在尼祿皇帝統治的後半期，

AD64 – AD65 在彼得去世之前，馬可已經寫完馬可福音，

在彼得去世之後，他才立刻地出版在彼得去世之後，他才立刻地出版…
很可能是為了當時教會的需要，

因為當時教會面臨了尼祿所給予教會的逼迫，因為當時教會面臨了尼祿所給予教會的逼迫

也就是在彼得剛去世之後、就立刻出版的日期

可十三14 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不當站的地方。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有人推測是跟 AD70 聖城被毀的時候有關，

也就是說馬可福音很可能也就是說馬可福音很可能

是在 AD70 之後才寫成的，

是對當時情況的一個記載。是對當時情況的一個記載。

但是一般來講，聖城在被圍困的時候，

是維斯帕先將軍，後來先回去了，是維斯帕先將軍，後來先回去了，

因為羅馬皇帝的駕崩他就回去，

由他的兒子提多繼續圍攻耶路撒冷。由他的兒子提多繼續圍攻耶路撒冷

提多那時候在圍困耶路撒冷的時候，

後來是以大火把聖城毀滅。後來是以大火把聖城毀滅

在那個時候如果說：

「站在聖地的那個不該站的地方」

是指羅馬提多將軍的話，就有一點不太合適。

因為那個時候在羅馬，是用大火焚燒聖殿、聖城，

可是在可是在 馬可福音十三章

沒有看到大火燒這個地方的記載，

那個時候羅馬的軍隊已經圍困了聖城那個時候羅馬的軍隊已經圍困了聖城，

那時候叫猶太人要逃到山上去，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 馬可福音十三 章的記載所以 馬可福音十三 章的記載，

不應該是羅馬人圍困聖城，AD70 的時候

反而是應該在更早的時候，反而是應該在更早的時候，

可能是出自於耶穌的預言，

那是將來的事情那是將來的事情

關於這些種種的從馬可福音裡面的內證、外證來看，

比較傾向馬可福音的成書日期是在 AD60 的中期。比較傾向馬可福音的成書日期是在 AD60 的中期。

但是成書日期的先後，

是早在 AD70 之前，或晚在 AD70 之後，是早在 AD70 之前 或晚在 AD70 之後

對馬可福音的解釋來講，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馬可福音成書的目的是什麼呢？

般來講有好幾個原因一般來講有好幾個原因…
一、為了要保存傳統：

第一代的見證人，包括彼得、保羅，第一代的見證人，包括彼得、保羅，

他們就快要過世了，

他們所知道的，尤其是彼得他們所知道的，尤其是彼得

對於耶穌的言行，知道得非常地清楚，

如果他們離世了以後，將來的教會，如果他們離世了以後 將來的教會

對於耶穌的言行事蹟想要保存下來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它寫成文字檔。

當然也必須要提醒各位觀眾，

不一定是用成書的資料，要比口傳的資料更準確，不 定是用成書的資料 要比 傳的資料更準確

因為福音書很多的資料是根據口傳資料

口傳資料也有它的珍貴性

當然成書的資料可以保存得更久。

二、當時的教會面臨某一種危機，有三種不同的說法…

1. 當時羅馬在尼祿皇帝統治時代，正在逼迫當時的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對於「末世論」的看法出現了危機，

因此馬可寫馬可福音來糾正教會對於末世論的看法

2. 對「基督論」產生了危機，因為那個時候可能認為

耶穌可能是希臘羅馬的神人 樣 會行很多的神蹟奇事耶穌可能是希臘羅馬的神人一樣，會行很多的神蹟奇事，

這個對於耶穌的基督論也是一個不正確的看法

3 馬可福音那個時候是想要鼓勵當時受逼迫的教會，3. 馬可福音那個時候是想要鼓勵當時受逼迫的教會，

讓他們從耶路撒冷、從教會出來，

重新回到加利利，然後來重新出發重新回到加利利，然後來重新出發

這三種的說法，從整個馬可福音的文脈來看並不完全地正確，

但是可以知道馬可福音確實是為了當時教會但是可以知道馬可福音確實是為了當時教會

他們如何面臨尼祿所造成的逼迫的需要，

而寫下來的、是沒有錯的，而寫下來的 是沒有錯的

但是不是為了這三個觀點的糾正，就是不一定的事情。

三、要介紹神國真正的本質是什麼

在耶穌來的時候祂就講說 神國已經來到了！在耶穌來的時候祂就講說：神國已經來到了！

神國是在耶穌的言行當中來到

但是它將來真正的落實 是在耶穌還要再來的時候但是它將來真正的落實，是在耶穌還要再來的時候

所以當時的教會在面臨逼迫的時候，

就一直在等候神國即刻的來到。就 直在等候神國即刻的來到。

馬可要再一次藉他的福音書來提醒當初的讀者：

神國現在，在耶穌傳福音的時候已經來到，神國現在，在耶穌傳福音的時候已經來到，

已經在教會當中；

但是它真正的落實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它真正的落實還需要 段時間

在它還沒有來到以前，教會將要堅忍、

要能夠記住耶穌當時對門徒的提醒：要能夠記住耶穌當時對門徒的提醒

要能夠忍耐、並且要能夠相信。

將來神國至終會成為一棵大樹，

好像本來是一個芥菜子、但是至終會長成成為一個大樹。

四、受苦的彌賽亞跟十字架…
強調猶太人所盼望的 教會所盼望的彌賽亞強調猶太人所盼望的、教會所盼望的彌賽亞，

並不是一個屬於君王性的、政治性、得勝性的彌賽亞。

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祂就特別強調：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祂就特別強調：

祂是一位受苦的彌賽亞，在馬可福音三次的預言祂要受苦，

在八31、九31、十31，都有不斷地強調。在八31、九31、十31，都有不斷地強調

也是對當時的教會，提醒他們需要背起他們的十字架，

並且要來跟隨彌賽亞的腳蹤並且要來跟隨彌賽亞的腳蹤

五、對門徒的一個勸戒，讓他們知道

他們的生活方式，要跟耶穌受苦的方式要來相襯他們的生活方式 要跟耶穌受苦的方式要來相襯

六、為了宣教的目的，

讓教會能夠有資料、有材料可以依循，讓教會能夠有資料 有材料可以依循，

並且能夠讓下一代的教會能夠繼續地忠實於

當時的耶穌所作的教導、當時的耶穌所作的教導

傳講耶穌的福音的故事來作預備。



整個馬可福音的體裁也可以分成很多的方面，譬如說：

有人建議它的體裁是一個「傳記」的文學，

好像希臘羅馬時代的傳記。

但是希臘羅馬時代的傳記但是希臘羅馬時代的傳記，

大部分都是英雄式的人物

馬可福音講的耶穌是 個受苦受難的彌賽亞馬可福音講的耶穌是一個受苦受難的彌賽亞

所以並不是那麼像是當時希臘羅馬的傳記文學

另外有人建議 它是 個「戲劇另外有人建議，它是一個「戲劇」，

譬如說馬可福音有深層的結構，它裡面是有存在主義、

以及現象學上的種種的架構，以及現象學上的種種的架構，

戲劇是比較有戲劇性的效果

但是馬可福音並不是跟戲劇性的那種效果有關，但是馬可福音並不是跟戲劇性的那種效果有關，

它是比較屬於福音性、比較嚴肅性的

而且馬可福音裡面，到底有沒有深層的架構呢？而且馬可福音裡面 到底有沒有深層的架構呢？

也是值得懷疑的事情

另外一種認為是跟猶太的歷史小說有關，

猶太的歷史小說是比較在講當時他們所崇敬的偉人猶太的歷史小說是比較在講當時他們所崇敬的偉人，

他們的敬虔、美麗、智慧…特質，

而且非常強調國家主義跟律法主義。而且非常強調國家主義跟律法主義。

但是耶穌在馬可福音的介紹裡面，

祂卻是跟猶太教的律法主義、祂是反對的，祂卻是跟猶太教的律法主義 祂是反對的，

而且並不是那麼推崇法利賽人的古人傳統。

因此跟猶太的歷史小說的架構情境來看，也有很大的出入。因此跟猶太的歷史小說的架構情境來看 也有很大的出入

馬可福音的體裁到底是什麼，有人說它是屬於福音，

它是為了當時的初代教會如何去傳福音而寫的一個體裁，它是為了當時的初代教會如何去傳福音而寫的 個體裁

它跟 徒十34~43 的架構很像，彼得在哥尼流家中，

如何來傳講耶穌的事蹟，就是按照這個方式：如何來傳講耶穌的事蹟 就是按照這個方式

開始講到施洗約翰為耶穌準備工作，然後耶穌出來

在加利利周遊四方，施洗約翰下監了以後，

耶穌就在加利利跟耶路撒冷之間做服事的工作…

關於這樣子認為馬可福音是屬於福音的體裁，

其實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其實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因為馬可福音它也有介紹耶穌門訓、

以及彌賽亞奧祕等其他的主題。及彌賽亞奧祕等其他的主題

所以整個馬可福音來講，

它是一個神學加上敘事體的文裁

馬可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

我們在介紹馬可的時候，

會把馬可的風格向各位觀眾來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