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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的解釋，需要考量的問題、層面，需要謹慎處理…
福音書的寫作，是一種很特別的文體 ─

講耶穌的故事，可是不是耶穌自己寫的，

是耶穌的門徒所寫的，記錄下耶穌的言行

跟論語很類似 ─ 不是孔夫子自己寫的，

是孔夫子的門生、寫下了孔夫子的言行錄

福音書的內容 ─
耶穌的教導、言論，根據解釋書信的原則

主耶穌基督的事蹟、祂做了些什麼事，

敘事文體，根據歷史書敘事解釋的原則

主耶穌基督的言論教導、耶穌的事蹟，

這兩部分文體交織而成的，這兩部分文體交織而成的

就是很特別的福音書的文體

它的複雜程度，就是因為 ─
主耶穌當年的言論 祂所說的話主耶穌當年的言論、祂所說的話，

是用亞蘭語，當時通用的語言

並不是今天所讀到福音書寫成的希臘文並不是今天所讀到福音書寫成的希臘文 ─
門徒們把耶穌的言論、教導記錄下來，

流傳到新約聖經寫作的當下，

是用希臘文寫作的

主耶穌類似的言論，

並不是當場的逐字稿記錄，並不是當場的逐字稿記錄，

不見得一樣的經文內容，

都是每一個字的逐字相同都是每一個字的逐字相同

而是門徒根據自己的記憶，

用希臘文寫下新約聖經中的福音書用希臘文寫下新約聖經中的福音書

福音書一共有四卷，前面三本馬太、馬可、路加，

稱做符類福音或是對觀福音，

這三卷的內容非常相近

成書日期 ─ 馬可最早，之後是馬太、路加

背景很像使徒行傳時期，門徒們四散，分別向不同的

基督徒群體傳述耶穌基督的生平，

每卷書有各自不同群體的需要，

以至於會有不同的描述方式，

已經是一種釋經的典範 ─

對猶太人的群體，人的群

就會以舊約聖經來證明耶穌是基督

對純粹是外邦人的群體，

就不會引用太多的舊約聖經



馬太福音，向猶太人介紹 ─ 耶穌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角色是君王，用宣告式的語言，講述國度的君王臨到了角色是君王，用宣告式的語言，講述國度的君王臨到了

馬可福音是福音書中最短、最早成書的，

根據彼得 彼得在外邦傳道根據彼得 ─ 彼得在外邦傳道，

讓當代門徒看見主耶穌基督是受苦的僕人，

主後第一世紀跟隨耶穌的門徒們，

都一樣背起十字架、為福音付上代價

路加、馬太是跟據馬可來寫作，

但這卷福音書，並沒有被其他的福音書取代

路加福音是最長的一卷福音書，是外邦的作者，

寫信給提阿腓羅大人 ─ 純粹希臘人的名字信 提阿腓羅大人 粹希

介紹耶穌是人子、是亞當的後裔，

將全人類都概括到路加福音的受書人將全人類都概括到路 福音的受書

三卷符類福音內容類似，仍有不同著眼點、從不同角度切入…

讀福音書的時刻，需要留意解經兩個層次的歷史背景 ─
1 主耶穌當時的 2 福音書作者寫作情境1. 主耶穌當時的，2. 福音書作者寫作情境。

主耶穌基督是主後第一世紀猶太教的歷史背景，

講道當下，面對的會眾群體都是猶太人，

大部分都是加利利的漁夫農婦，

所以會引用相當多的比喻

教導的形式類似舊約的格言，

會用誇張的形式，口語表達當中是非常生動的…
譬如 ─ 當一隻手、一隻眼睛叫你跌倒的時候，譬如  當 隻手 隻眼睛叫你跌倒的時候

要把眼睛挖出來、把手腳砍斷，

這不是字面上的意義而已這不是字面上的意義而已

而是提醒 ─ 當有任何的人事物，

攔阻我們接受神國的福音、進入神的國，攔阻我們接受神國的福音 進入神的國

就要這種破釜沉舟的勇氣跟毅力

引用當時猶太人群體中的格言，
譬如 財寶在那裡 心也就會在那裡譬如 ─ 財寶在那裡，心也就會在那裡

引用相當多的比喻，有隱喻也有明喻，

譬如 像羊進 狼群 要靈 像 良像鴿譬如 ─ 好像羊進入狼群，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隱喻 ─ 我們是世上的光、門徒是世上的鹽，

當時巴勒斯坦的鹽是岩鹽當時巴勒斯坦的鹽是岩鹽，如果失了味，

就只是純粹的石頭，就會丟在外面

引用猶太教背景的格言 ─ 不要把聖物丟給狗吃，

分別為聖獻在祭壇上的祭物，不要隨便的處理

設問法 ─ 耶穌問門徒：「人說我人子是誰」，

讓門徒來回應祂

用反諷的語句，來面對法利賽人的挑戰

主耶穌基督在面對不同的群體，講道言論當中，主耶穌基督在面對不同的群體，講道言論當中，

有祂的背景、特殊的修辭方式。

主耶穌所有講論的歷史背景，除了一般性的，

還有特殊教導的背景 每 個福音書當中的段落性還有特殊教導的背景 ─ 每一個福音書當中的段落性…
馬太福音 ─ 主耶穌所有教導的五大講論，

1 天國大憲章1.五到七天國大憲章

2. 九35 到十主耶穌差遣門徒的教導

前段教導如何應對 到 色列家迷失 羊 去去前段教導如何應對 ─ 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去

 十16-20描述一個更遠的未來…
十18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

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

這已經是耶穌被接升天之後 在使徒行傳的任務這已經是耶穌被接升天之後，在使徒行傳的任務

3. 十三天國比喻；4. 十八教會懲誡管理；5. 廿四到廿五主再來的真理

馬太寫作的筆法，用一個段落性的記號 ─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
(七28、十一1、十三53、十九1、廿六1)

馬太這些集中性的講論 會分散在其他的福音書馬太這些集中性的講論，會分散在其他的福音書，

路加 ─ 把這一大段的教導分散成好幾個部分…



每一位福音書的作者都會交待 ─
主耶穌這 段的講論是針對了誰？受眾群體是誰？主耶穌這一段的講論是針對了誰？受眾群體是誰？

在馬太跟路加，整大段耶穌的教導講論中，

都會交待當時的聽眾群體都會交待當時的聽眾群體 ─
可能是耶穌最親近的門徒

可能是面對廣大的群眾可能是面對廣大的群眾

甚至有時是耶穌的敵人

往往在閱讀主耶穌教導大段落講論的時候，

留意福音書作者所交待 ─
同樣的信息對哪些受眾群體，

會幫助我們了解在整個的文脈當中，

這是福音書解經當中，主耶穌教導關於歷史背景，

耶穌所教導的重點

這是福音書解經當中，主耶穌教導關於歷史背景，

第一個層次 ─ 主耶穌的歷史背景。

第二方面的歷史背景 ─ 福音書作者本身的歷史背景…

一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馬可福音 ─ 特別要解釋主耶穌基督彌賽亞的身分

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一到八章 祂一面展現了服事的能力、憐憫，

再隱瞞 耶穌自 彌賽 身分卻一再隱瞞主耶穌自己彌賽亞的身分，

只有主耶穌知道 ─ 受苦的僕人要藉著死亡而得勝

 八、九、十章主耶穌曾向門徒三次說明 ─
每一次馬可筆下都是談到門徒們不明白，

這也是真門徒的身分標記 ─ 跟主耶穌一樣，

受苦的僕人要藉著死亡而得勝

路加寫作的歷史背景 ─ 向提阿腓羅大人，

會交待是在該撒亞古士都、誰做敘利亞巡撫的時候，會交待是在該撒亞古 都 誰做敘利亞巡撫的時候

把主耶穌基督的事蹟言論，鑲嵌在當代歷史主軸中

解經當中，要進入文意脈絡 ─
段經文絕對不是獨立事件而已一段經文絕對不是獨立事件而已，

在上下文當中的意義，

福音書作者會有 些特別要交待的福音書作者會有一些特別要交待的，

不見得完全只是按照時間的先後次序…

馬太 ─ 有五大講論，

講述交織著耶穌的許多事工

馬可 ─ 都是耶穌的事工，比較少講論

路加 ─ 有些是非常獨特、

其他福音書沒有出現的大篇幅比喻

約翰 ─ 主耶穌基督個別私下的事工，

而不是公開的講論

各個福音書講述耶穌的服事 ─各個福音書講述耶穌的服事

不論是事工、或是講論，要注意整體個別的經文脈絡。

特別文意脈絡的研讀方法 ─ 橫向思考，
把某段經文 跟其他三卷福音書把某段經文，跟其他三卷福音書

平行的記載相互比較

目的不是要把 些歷史的細節補充 調和目的不是要把一些歷史的細節補充、調和

主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蹟，並不是

年體 序 整齊 來按照編年體次序，整齊、並列排比下來

就算拼湊出一個似乎

比較完整、按照編年體次序，所謂歷史的耶穌，

並不是聖經啟示給我們所要信仰的基督

我們把同樣的事蹟、耶穌的講論，

四個福音書類似的經文做一個比較，音書 較

用這種橫向思考的時刻 ─
反而可以留意各個福音書反而可 留意各個福音書

每一個事件中所要強調的特色



縱向思考 ─ 做完橫向思考之後，

再把經文放回本來的經文脈絡再把經文放回本來的經文脈絡，

從上下文來看，它要說的主題是什麼？

經過橫向思考 就更能抓住這樣的要點經過橫向思考，就更能抓住這樣的要點…

 可十31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門徒認為他們才是真正跟隨耶穌的，

彼得、雅各、約翰認為他們要坐在耶穌的左邊或右邊

耶穌提醒他們 ─ 位大的反而是要服事位份小的

 太十九30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法利賽人自認為在天國當中，他們是在前的，

耶穌卻提醒 ─ 他們是在後的

使徒們認真用心的、在聖靈的靈感和默示下，

準確無誤的傳遞了從耶穌而來的信息；準確無誤的傳遞了從耶穌而來的信息；

主耶穌基督已是兩千年前的人物，今天仍活化在我們眼前。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謝謝你，
禱告禱告

使我們這一群屬於你的人，

我們說要跟隨你的腳蹤行 ─ 幫助我們！

你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讓我們真正在聖靈的光照當中，讓我們真正在聖靈的光照當中，

真知道你、真認識你

而不是按照我們自己所嚮往 所喜好的而不是按照我們自己所嚮往、所喜好的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