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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的文意脈絡解經當中，要解釋整體福音書…
福音書的作者，在聖靈的靈感和默示之下，

把主耶穌基督非常多的教導、言論、行事，

因為針對所面對不同的群體，

在不同寫作技巧、宗旨的前提之下，

富有創意的重新組織、編排、修剪

不見得每一個福音書寫的是一樣的

約二十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約翰所剪裁、編排的整體目的、寫作宗旨…

約二十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廿一25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地廿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 若是

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每卷福音書、聖經經文寫作，作者都有特殊目的、宗旨每卷福音書、聖經經文寫作，作者都有特殊目的、宗旨 ─
在聖靈的靈感、默示之下，所做的安排、交待。

主耶穌基督在馬可、馬太，都有一個動作 ─
咒詛無花果樹 以至於無花果樹枯萎了咒詛無花果樹，以至於無花果樹枯萎了…

 可十一上下文中，是指凡白佔地土、

不結果子的，都要如此的枯乾，

象徵不能結果子的法利賽人 ─ 猶太教僵化的宗教體系，

是沒有辦法結出生命的果子，

是被咒詛、要被審判的

 太廿一 反而是讓門徒看見，

如果有信心像芥菜種一樣，

也會有產生「使無花果樹枯萎」這樣的功效

這是經過橫向思考、縱向思考，

在整體的福音書作者寫作當中，

有特別的目的。

符類福音…符類福音
都會看見最後的晚餐這經文，

約翰福音並沒有出現這段敘事…

約十三 有一段非常特別的 耶穌為門徒洗腳約十三 有一段非常特別的 ─ 耶穌為門徒洗腳，

約翰記錄耶穌說：

「8 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沒有份。「8 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沒有份。」

在洗腳的經文中，

跟最後的晚餐有異曲同工之妙跟最後的晚餐有異曲同工之妙

洗腳的經文有更多的信息，

乃是要效法耶穌來愛門徒 樣彼此相愛乃是要效法耶穌來愛門徒一樣彼此相愛

這是在經過縱向思考、橫向思考之後，這是在經過縱向思考 橫向思考之後

對整體福音書的理解，反而更深入、更有焦點。



馬可福音很少記載耶穌的長篇講論，

而是把主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蹟而是把主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蹟，

非常頻密度高的一連串記錄下來…
開使從 第 章 連續記載耶穌的四項事蹟一開使從 第一章 連續記載耶穌的四項事蹟 ─

一21 耶穌趕鬼

醫治彼得的岳母一29 醫治彼得的岳母

一40 耶穌醫治麻瘋病人

醫 癱二10 耶穌醫治癱子

馬可緊接著用這四件事情，耶穌的名聲

傳遍 廣受群 歡迎傳遍加利利四方、廣受群眾歡迎

緊接著馬可用類似的筆法，緊接著馬可用類似的筆法

連續五段故事講述主耶穌基督遭人反對 ─
耶穌的名聲如何揚起，耶穌的名聲如何揚起

後面五件事情耶穌的名聲立刻遭受打擊…

二1 耶穌醫治癱子，耶穌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1 文士就議論說 「這個 為什麼這樣說1. 二6 文士就議論說：「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是第一次耶穌被質疑、被挑戰

2. 二16 主耶穌在利未家裡，有稅吏和罪人一同坐席，

法利賽人質疑說：「祂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嗎？」

3. 二18 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

他們質疑耶穌說：「你們的門徒為什麼不禁食呢？」

4. 二23-24當安息日的時候，耶穌跟祂的門徒掐了麥穗，

法利賽人對耶穌說：「看哪，他們

在安息日為什麼做不可做的事呢？」

在這一連串的反對聲浪當中 ─

二27-28 耶穌說：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 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三1-2 耶穌又進了會堂，在那裡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
眾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不醫治，是要控告耶穌。

5.
眾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不醫治，是要控告耶穌。

耶穌回頭去反問他們：「在安息日

行善行惡、救命害命，那樣是可以的呢？」行善行惡、救命害命，那樣是可以的呢？」

前四次，都是他們問耶穌為什麼、挑戰耶穌的權柄

這件事件 常 以這件事件，耶穌非常反諷的問他們可不可以？

馬可的寫作模式跟其他福音書寫作模式非常不同 ─
速度非常的快，主耶穌基督以大能顯明祂是神的兒子，

不但沒有被接納，反是遭受反對 ─ 
這是他要帶來整個的信息

讓我們看出主耶穌基督如何身在猶太人社群當中，

帶來一個嶄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信仰體系

當著重福音書整體釋經，不會只看到個別的事件，當著重福音書整體釋經，不會只看到個別的事件，

會看到在整體編排、一連串的事蹟中，馬可要陳述的信息。

福音書的釋經 ─ 教導和命令，可以應用書信的原則，

都是在解釋舊約的律法 因為是跟文士 法利賽人對話都是在解釋舊約的律法，因為是跟文士、法利賽人對話，

修辭上是命令的形式，內容卻是恩典 ─
主耶穌基督的赦免 接納在先主耶穌基督的赦免、接納在先

先賜下無條件的愛，我們才可能活出愛的生命

登山寶訓 ─ 太五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這是命令，更是耶穌對我們的邀請 ─ 是耶穌基督的救贖。

律法是消極的 ─ 規限人不可做什麼…
而主耶穌基督說律法的一點一畫都不可廢去、都要成全，而主耶穌基督說律法的 點 畫都不可廢去 都要成全

在主耶穌基督完成的救贖中、人得著永生，

這永生就是神兒子的生命這永生就是神兒子的生命…
因為耶穌先完成了救贖，賜下神兒子的生命，

活在神兒子的生命當中活在神兒子的生命當中，

我們才可能活出這個生命的本質



主耶穌的教導裡，有在主後第一世紀猶太社群中的處境…

太五41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在當時羅馬士兵 可以強迫任何在當時羅馬士兵，可以強迫任何

殖民地手下的猶太人，背負重物走一里路…
這是當時文化歷史背景的處境下這是當時文化歷史背景的處境下，

而我們今天如何來應用這樣的真理 ─

不是只是按照字面走多少里路

按照這個原則 ─ 是主耶穌給當代人的命令，

解釋耶穌的教導，首先要留意它是命令，

是在祂救恩恩典的基礎之上所建構的

解釋耶穌的教導，首先要留意它是命令，

可是本身是恩典，可以說信仰是恩典，

基督徒所活出的倫理，是我們的感恩基督徒所活出的倫理，是我們的感恩

我們領受神的恩典之後，所活出感恩的生活

約三18 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

原來不信的人都是在定罪的行列當中，

都似乎是在開往滅亡的一列火車上；

主耶穌完成了救贖，祂要我們悔改，

轉向、接受、相信祂，就成為神的兒女。

耶穌的教導形式上、修辭上是命令，內容卻是恩典 ─
救恩是神的禮物，是白白得來的，救恩是神的禮物 是白白得來的

整個救贖的恩典，你我都幫不上忙，

唯獨耶穌基督在聖父的計劃、聖靈的運作中，中，唯獨耶穌基督在聖父的計劃 聖靈的運作中中

三位一體的真神完成了救贖

你我沒有別的選擇，否則就一直在定罪行列當中…你我沒有別的選擇 否則就 直在定罪行列當中…
相信耶穌是命令，

可是相信的內涵、福音的內涵本身是恩典，可是相信的內涵、福音的內涵本身是恩典，

是神的無條件的禮物！

福音書中的敘事，要怎樣釋經應用？

神蹟的故事不是要提供教訓 做為榜樣先例神蹟的故事不是要提供教訓、做為榜樣先例…
有弟兄姊妹想要看 ─

主耶穌基督是怎樣進行醫治的主耶穌基督是怎樣進行醫治的，

也依樣畫葫蘆，想要帶來耶穌的醫治

如果歸納耶穌醫治瞎子如果歸納耶穌醫治瞎子，

耶穌用了許多方式醫治瞎眼的人，而很少重複

顯然寫作的目的，不是要我們依樣畫葫蘆，

是要證明神國的能力

已經藉著耶穌的事工進入了世界，

就是耶穌、施洗約翰所宣稱 ─ 
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

除了行神蹟的敘事，還有祂對待一些人的方式…
十對待年輕的財主 那個富有的少年官可十對待年輕的財主，那個富有的少年官，

耶穌並不是排斥富有的人 ─
當財主變成財奴 沒有辦法不倚靠錢財當財主變成財奴，沒有辦法不倚靠錢財，

成為他們的捆綁，他們沒有辦法進神的國。

耶穌也有接受財主成為祂的門徒，

路十九撒該是財主，

當他領受了上帝滿有恩典的愛，

也是豐豐富富進入主的國

他不是財奴了、真正是他錢財的主人，

他願意放下，以至成功的跟隨了耶穌

福音書的敘事 ─ 神蹟、主耶穌跟人的互動，

釋經要留意 ─ 不是套用在生活實例上，釋經要留意  不是套用在生活實例上

要看出其中主耶穌所教導的重點是什麼。



福音書釋經要注意末世觀 ─
主耶穌在許多教導當中，

神的國已經來臨，可是尚未完成

主耶穌教我們禱告 ─ 願你的國降臨

耶穌基督的能力彰顯，已經是新的時代開始，

可是舊的時代還沒有結束 ─ 新的時代

新的開始是已然，

已經開始但尚未完成，

新的時代

舊的時代開 尚未完成

already but not yet
舊的時代

門徒已經領受了神國的能力，門徒已經領受了神國的能力，

可是還沒有完全在救贖當中，

肉身軟弱的生命還沒有過去肉身軟弱的生命還沒有過去

始終在已然和未然的張力之下

耶穌基督隨著祂所行的神蹟，已經帶下來神國的能力…
我們這些蒙召活在神的國度裡我們這些蒙召活在神的國度裡、

在上帝的主權治理之下，無條件的

被祂赦免、被天父接納成為神的兒女

在今天這個世代，舊的世代還沒有完全過去，

我們卻已經可以活出屬神子民、

天國兒女新的道德規範

擁有新的愛、新的生命、新的能力

這就是在神的國度 新約的末世觀當中這就是在神的國度、新約的末世觀當中，
透過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跟復活，

已經開始神所彰顯的公義 聖潔 救贖已經開始神所彰顯的公義、聖潔、救贖。

這是我們在福音書的解經到釋經當中，

可以發現這許多豐富的恩典和能力。

親愛的耶穌，我們謝謝你， 禱告禱告親愛的耶穌 我們謝謝你

真的知道我們可以豐豐富富進入神的國！

我們也許不是主後第一世紀、當時

禱告禱告
我們也許不是主後第 世紀 當時

聽著你講道、看著你行神蹟的一群人

但是透過聖經寫作的話語，但是透過聖經寫作的話語，

親愛的聖靈引導我們進入這些真理，

我們真知道你！我們真知道你！

這些豐富的恩典和能力，

一樣彰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一樣彰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謝謝耶穌，

† 讓我們每 次讀經的時刻，看見你的能力† 讓我們每一次讀經的時刻，看見你的能力

† 讓我們願意向你敞開的心懷，與你一起同行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