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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是希伯來文名字，同輩門徒中，

許多人同時擁有希臘文與希伯來文的名字，

正好顯出他們同時擁有雙重文化的根源。

馬太另有一個名字叫利未，是希伯來名。

馬太是稅吏

九9 耶穌從那裡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

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

十2-3 這十二使徒的名：…稅吏馬太…

毫不隱藏自己是罪人的身份 ─

稅吏是幫羅馬帝國收稅，就像漢奸、猶太奸。

在政治立場、民族主義當中，馬太是被瞧不起的

耶穌基督的福音卻臨到這個人身上

形成時間 ─ A.D.70，也有人認為 A.D.80
馬太福音內容

提到法利賽人、拉比的內容，比馬可多得多

拉比族群的勢力在 A.D.70 之後，

在社會、政治地位上更加特出

推斷馬太福音完成在 A.D.70 左右，更加合理

寫作地點 ─ 敘利亞或巴勒斯坦一帶

寫作目的 ─ 針對猶太信徒

善用引述舊約經文，對猶太信徒很熟悉

A.D.70 法利賽人的接班人 ─ 拉比族群，

在法治與神學上發揮了影響力，

特別在敘利亞與巴勒斯坦一帶

後來對抗、敵擋耶穌基督的福音非常厲害

文學特徵

歷史次序敘事法：馬太習慣用「耶穌講完了這些話…」

表示耶穌完成某階段的工作，開始進行下一階段的工作。

太七28、十一1 、十三53 、十九1 、廿六1 做歷史次序的分隔點

太十九1 分隔出耶穌在北部加利利省

與南部猶大省的服事分野

馬太寫作方法與路加按資料來源次序撰述不同 ─

傾向用主題安排事件的敘述，

發揮原來專業領域的恩賜 ─ 稅吏的記帳

將馬可福音簡短記載耶穌教訓的內容

更系統化的整理成耶穌基督言論集…

什麼叫「天國」？

天國的倫理 五 - 七

天國使者的使命 十5-42

天國的比喻 十三3-52

天國的紀律 十八2-35

天國的實現 廿三1-廿五46

文學特徵

註釋家認為馬太刻意將耶穌的言論分五大點，對應摩西五經，

耶穌基督的出現、教導，更多的成全五經當中的教導。

猶太人喜歡運用數字作為內容鋪陳的一部份，

馬太的寫作方式正符合這種風格 ─

四1-11 三個試探、六1-18 猶太信仰三種敬虔的範例、

八1-15 三個醫治

五篇專題、五21-48 五篇和摩西律法相關的議題

十三 七個天國的比喻、廿三 法利賽人的七禍

來強化猶太讀者的印象，

在數字的應用、配搭技巧上，顯出猶太化的色彩。

一17 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

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

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文學特徵 ─ 雙重題旨
相似的故事記載了兩次，讓好事能成雙…

四處經文相似重複的記載 ─

剜眼睛 五29-30、十八8-9，休妻 五32、十九9，

靠鬼王趕鬼 九32-34、十二22-24，約拿的神蹟 十二39b、十六4a

雙數安排 ─ 不是做假，而是敘述取材，偏向數字成雙的應用

可五1-140 一個人被鬼附
可十46-52 治好一個瞎子
可十一700 一隻驢子

太八28-33 兩個人被鬼附
太廿29-34 治好兩個瞎子
太廿一6-7 兩隻驢子

對比比喻 ─

七13-14 兩種路，七15-20 兩種樹

七24-27 兩種房子，九12-13 醫生與病人

十三24-30、36-43 稗子與麥子

廿一28-32 兩個兒子，廿五1-13 十個童女

廿四45-51 忠僕與惡僕

雙重比喻 ─

五13-16 鹽與光

七6 狗與豬

九16-17 新布與新酒

十三44-46 寶貝與珍珠

引用舊約經文九十多次，居四福音之冠…
沿用猶太人熟悉的表達方法 ─

用天國取代神國；用天父取代耶和華上帝

用猶太先知或詩歌文學善用的「禍哉、福哉」

的文學格式來做表達 ─

清心的人有福了、貧窮的人有福了，

用「八福」來闡釋、敘述

文學特徵

記述一些背景，猶太人感同身受 ─

大希律王、亞基老王

施洗約翰的故事

馬太福音大約有四十個比喻，

其中十幾個是其他福音書所沒有的題材，強調了 ─

什麼是天國、上帝的恩典、兩種信徒的對比。

文學特徵

廿五14-30 恩賜十八23-35 不饒恕的僕人十三31-32 芥菜種九12-13 醫生與病人

廿五1-13 十個童女十八12-14 失羊十三24-30，36-43 稗子與麥子七24-27 兩種房屋

廿四45-51 忠僕與惡僕十六1-4 天色發紅十三3-9，18-23 好土與壞土七15-20 兩種樹

廿四43-44 家主與賊十五14 瞎子領瞎子十二43-45 回來的污鬼七13-14 兩種路

廿四32-35 發芽的無花果十五10-11 污穢的來源十二33-37 善與惡七6 狗與豬

廿二1-14 王子娶親十三51-52 新與舊的東西十二29 壯士七1-5 樑木、刺

廿一42-44 被丟棄的石頭十三47-50 撒網十二24-28 撒但的國度五29-30：十八8-9 剜眼

廿一33-41 兇惡的園戶十三45-46 珍珠九17 新酒五25-26 對頭

廿一28-32 兩個兒子十三44 寶貝九16 新布五14-16 光

廿1-16 葡萄園的工人十三33 麵酵九14-15 新娘與新郎五13 鹽

生活性的舉證 ─ 鹽、光、麵酵、新酒、燈油、娶親、撒網

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17 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

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

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神學主題 ─ 大衛的子孫

刻畫、描述…引用舊約的經文，就是要讓人知道 ─

耶穌基督就是預言的彌賽亞、大衛的子孫

馬太福音寫作對象是熟諳舊約的猶太人，

共有十處提到「耶穌是大衛的子孫」
一1、20，九27，十二23，十五22，廿30、31，廿一9、15，廿二42

大多出自來到耶穌面前尋求幫助之人的口，

表示這群人認定 ─ 耶穌就是舊約應驗、成全的那一位

在舊約時，人們認為君王的職責之一，

是關顧社會上貧苦飢弱者…

突顯耶穌基督就是大衛子孫的意涵。



神學主題 ─ 家譜神學

刻意用三組劃分，每組十四人，讓人便於記憶 ─

家譜典型的作用就是建立一個人的身份

馬太福音首先記錄耶穌的家譜，

一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
祂是上帝賜給祂百姓的應許與大衛的後裔

不僅成為外邦人的祝福，也是帶來救恩的君王

神學主題─ 耶穌是新摩西

耶穌出生經歷掌權者的威嚇，被父母帶到埃及撫育，

才出埃及回到巴勒斯坦

讓當時猶太人聯想到舊約的摩西 ─

也曾遭迫害，因父母的信心、神的恩典被保守，

後來帶領百姓出埃及…
希伯來書 耶穌超越摩西，因為祂是神子

神學主題 ─ 外邦人蒙恩

猶太人的信仰，在舊約時期有強烈的民族主義，

透過先知宣講與預言，上帝的心意要外邦人也信主得救。

馬太福音在家譜及耶穌出生的記載裡，

加入喇合、路得在內的外邦女子，東方來的哲士，

象徵耶穌的救恩不單臨到猶太人，也臨到外邦人

二八 大使命的信息 ─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神學主題─ 饒恕

主禱文，赦免我們的罪 → 赦免我們的債，

馬太身為稅吏，錙銖必較是正常的，絕對不是免債

體認到恩典，把耶穌的教導賦予一個神學涵意…
馬太福音特有的比喻 ─ 不饒恕人的惡僕 十八23-35，

證明 馬太是一個經歷上帝恩典的稅吏

神學主題 ─ 恩典與律法

獨獨記載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太廿1-16 ─

不同時間進去，卻享有共有工價，不是偏心、、不公義不公義，，

而是在於上帝給人的恩典 ─ 出發點都是一樣的

顯出恩典的福音與律法產生的對比 ─

不是靠著人的行為，乃是靠著主人施行的恩惠與慈愛

把 何西阿書六6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記錄下來，

而且連提兩次 太九12-13、十二1-2

稅吏人生是追討的人生，馬太卻從耶穌身上思想恩典、饒恕…

神學主題─ 天國君王、地上君王

大希律王 想要抓住有限政權、版圖，渺小、不道德

耶穌基督不單是猶太君王，是外邦人的光、超乎萬有之上萬有之上，，

降世為嬰、軟弱，卻透過救恩、代贖、上十字架、復活，

顯出權能與超越

神學主題 ─ 應驗舊約

馬太引用的經文多達一百多處 ─

舊約經文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全然應驗。

神學主題─ 對法利賽人的批判

關於耶穌基督對法利賽人責備的記載，

遠多於其他福音書

舉出法利賽人的七禍 廿三1-36

神學主題─ 提到教會 ekklesia 唯一一卷書，

被稱做「教會的福音書」

ekklesia 被上帝呼召出來的族群，

跟猶太會堂 synagoge 做區別 ─ 不承認耶穌之名的人

提到教會紀律、禮儀安排、承接宣教大使命之教導



神學主題 ─ 天國、神的國

用這專有名詞五十多次，比馬可、路加使用次數多得多。

神的國是延續舊約先知的預言，強調神國君王彌賽亞的來到，

舊約中神的國指公義、平安、穩固、無遠弗屆

耶穌基督時期，猶太人活在羅馬帝國的治權下 ─

昔日大衛的國度、應許之地變成帝國轄下的省份

統治的分封王是世仇 ─ 以東的後代以土買

基於國族情仇，

猶太人從政治性角度詮釋神的國，

認為上帝來的彌賽亞是政治彌賽亞 ─

在地上建立烏托邦的國度，

率領大軍踐踏敵人。

馬太福音從耶穌宣告天國的真義，

來引導他們改變眼光，定睛耶穌基督的救恩。

神學主題 ─

上帝的權能，

記載二十個神蹟

廿一18-22超自然20.無花果樹枯乾

廿29-34神醫(肉體)19.醫治耶利哥的兩個瞎子

十七24-27超自然18.從魚口中得稅銀

十七14-18神醫(肉體)17.醫治癲癇的男孩

十五32-38超自然16.餵飽四千人

十五21-28趕鬼(靈魂)15.釋放腓尼基婦人的女兒

十四25-33超自然14.耶穌行在海面上

十四15-21超自然13.餵飽五千人

十二22趕鬼(靈魂)12.釋放被鬼附的聾瞎人

十二10-13神醫(肉體)11.醫治手枯乾的人

九32-33趕鬼(靈魂)10.趕出啞巴鬼

九27-31神醫(肉體)9.醫治兩個瞎子

九18-19，2-26神醫(肉體)8.使睚魯的女兒復活

九20-22神醫(肉體)7.醫治患血漏的女人

九1-8神醫(肉體)6.醫治癱子

八28-34趕鬼(靈魂)5.在加大拉釋放被鬼附的人

八23-27超自然4.平靜風和海

八14-15神醫(肉體)3.醫治彼得的岳母

八5-13神醫(肉體)2.醫治百夫長的僕人

八1-4神醫(肉體)1.醫治大麻瘋的病人

經 文類 型事 件

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神學主題 ─ 末世論

福音書中兩段末世論的信息 ─

路十七22-37 耶穌回應法利賽人關於神國來到來到的問題的問題

太廿四、路廿一、可十三 橄欖山的信息

獨有馬太福音記載耶穌講述末世的三個比喻 ─

太廿五 十個童女、三個僕人如何使用才幹、山羊與綿羊

大使命的教導

神學主題─ 奠定初代教會的教導根基

五33-37勿起誓五12五7憐憫人的福氣二13

五12以先知為例五10五19要守全律法二10

六19蛀蟲與生鏽損壞錢財五2七24要聽而行一22

七1-5不要論斷四11-12五22勿發怒一20

五5謙卑的福氣四10七7求好東西一5

六24與世俗為友四4五48要完全一4

五9使人和睦的福氣三18五10-12試煉中的喜樂一2

登山寶訓內 容雅各書登山寶訓內 容雅各書

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大綱結構 ─

(一) 君王的降生與受苦 一-二

(二) 君王的預備與挑戰 三-四

(三) 君王頒佈天國憲章 五-七

(三) 君王的服事與差派 八-十一

(四) 君王被抵擋與質疑 十二

(五) 君王的比喻與教導 十三

(六) 君王被抵擋與質疑 十四-十六

(七) 君王談論天國奧秘 十七-二十

(八) 君王的警告與預言 廿一-廿五

(九) 君王的道別與遇害 廿六-廿七

(十) 君王的復活與託付 廿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