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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緒論 

Matthew- Introduction 
 

唐興  
8/28/2016 

前⾔言 

我們從這個主⽇日開始要仔細讀這⼀一卷書，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才能講完。︒雖然讀過

⾺馬太福⾳音，但是仔細的思想這⼀一卷書，對我來說，是⼀一個沒有⾛走過的新旅程。︒所以

我邀請各位⼀一起來經歷這個⾺馬太福⾳音之旅。︒ 

 

《⾺馬太福⾳音》可以說是基督徒最熟悉的⼀一卷書。︒我相信，當我們對整本聖經有更準

確的理解，並且對許多的基本教義，比如稱義、︑成聖，聖約神學等等，清楚之後，

再讀這⼀一卷書，會得著更深的啟⽰示。︒這種更清楚神的啟⽰示的經歷，就是神的祝福，

就是神的恩典。︒ 

 

上週主⽇日我們講《詩篇》第 2 篇 ，基督的中保王權。︒從這個主⽇日開始我們要講

《⾺馬太福⾳音》。︒詩篇 2 啟⽰示我們關於耶穌基督中保王權的背景、︑本質、︑職分和執⾏行。︒

詩篇 2 是基督在受膏時宣告祂要如何執⾏行祂的王權。︒《⾺馬太福⾳音》則紀錄了我們的

主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的歷史。︒ 

 

我們要先從整卷書的佈局和幾個重要的部份來看⾺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當然，我們 

是從耶穌基督執⾏行其中保君王權柄的角度，來解釋和理解這⼀一卷書的，因為這是整

本聖經的主軸。︒從創世紀 3:15 節到啟⽰示錄最後，都是在講神如何透過基督，祂的

中保君王執⾏行祂的統治建⽴立神的國度。︒ 

 

⾸首先，我們要介紹⾺馬太福⾳音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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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這⼀一卷書的作者是誰︖？對基督徒⽽而⾔言是毫無疑問的，當然是⾺馬太。︒但是，多數的聖

經學者同意，單從經⽂文古卷本身的研究技術層⾯面⽽而⾔言，這卷書的作者不能確定是⾺馬

太，因為本⽂文中沒有提到作者的名字，所有⽀支持⾺馬太是作者的證明都具完全的說服

⼒力。︒ 

 

但是另⼀一⽅方⾯面，許多有⼒力的證據告訴我們這卷書的作者是⾺馬太。︒ 

⾸首先，早期教會⼀一致的接受書中的利未⼈人、︑稅吏、︑⼗〸十⼆二⾨門徒之⼀一的⾺馬太是這卷書的

作者。︒ 

第⼆二，最早的希臘⽂文⼿手抄稿的標題出現⾺馬太的名字：「按照⾺馬太」According to 

Matthew。︒ 

第三，在 10:3 把「稅吏⾺馬太」與⼗〸十⼆二個們徒的名字在⼀一起。︒ 

第四，在 22:15-22，納稅給凱撒的事件裡，⾺馬太⽤用了稅吏專業的字「稅錢」，⽽而⾺馬

可和路加⽤用的字是⼀一般的「銀錢」。︒ 

 

雖然，⾺馬太福⾳音的作者是⼀一個還在爭論的問題，卻不會影響我們對經⽂文的解釋。︒  

 

⽇日期 

早期教會的教⽗父愛任紐 Irenaeus (主後 175)的著作顯⽰示，⾺馬太在寫這卷書的時候，

使徒保羅和彼得仍然在世。︒所以，許多學者認寫作⽇日期在主後 50-60 年間。︒著名聖

經學者 DA Carson 和 RT France ⽀支持這樣的觀點（關係到聖殿主後 70 被毀的事實，

和主在橄欖山上的啟⽰示）。︒但是⼤大多數學者相信⾺馬太福⾳音是在主後 80-90 年寫的。︒

當然，這也不會影響我們對經⽂文的解釋。︒ 

 

場合 

不像使徒保羅，⾺馬太沒有向他的讀者提到他寫作的⽬目的或場合。︒但是普遍都同意⾺馬

太福⾳音的原始對象是廣⼤大的猶太基督徒團體。︒ 

原因是：⾺馬太福⾳音中⼤大量地引⽤用裡舊約聖經的經⽂文，總共有 65 處，比其他福⾳音書

都多。︒所以，你必須熟悉舊約，否則是很難理解⾺馬太福⾳音準確的意思。︒ 



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                                                                         All Saints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Irvine 

	  

	   3	  

 

⽬目的 

⾺馬太福⾳音在講什麼︖？ 

如果你問讀過這卷書的⼈人，⼤大多數會告訴你，是講關於耶穌基督的⽣生平和祂在地上

的職事。︒這是⼀一個正確的答案，但是還不夠準確。︒ 

我們要問的是：這卷書的作者，是⾺馬太也是神，從經⽂文的本身要傳達什麼中⼼心思想︖？ 

神要告訴我們什麼︖？神要啟⽰示什麼︖？ 

 

中⼼心思想 

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和從經⽂文中證明的問題——⾺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是： 

 

彌賽亞耶穌基督藉著祂話語的權能和⼗〸十字架上的得勝建⽴立全地的國度 

 

在證明這個中⼼心思想之前，讓我們看看⾺馬太如何安排他要講述的內容。︒也就是這卷

書的經⽂文結構特徵。︒這些結構的特徵，可以幫助我們看到作者要傳達的意思。︒ 

 

結構特⾊色 

⾺馬太福⾳音有三個顯著的特徵。︒這些特徵形成安排和組織這卷書的內容。︒ 

 

第⼀一個特徵是：耶穌在地上的事奉⾏行程路線，從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然後回到加利

利。︒隨著這個路線⾏行程，⾺馬太描述耶穌⽣生平和事奉。︒ 

 

第⼆二個特徵是：⼤大量引⽤用舊約經⽂文和⾺馬太的「應驗套語／慣⽤用語」（fulfillment 

formula)。︒⾺馬太福⾳音引⽤用了 68 個舊約的經⽂文。︒⾺馬太在敘述了⼀一段關於耶穌⽣生平的

描述之後，常引⽤用舊約並且⽤用「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這是要應驗先知說」

等等（1:22︔；2:15︔；2:17︔；2:23︔；4:14︔；8:17︔；12:17︔；13:14︔；13:35︔；21:4︔；26:54，56︔；

27:9）。︒「應驗的慣⽤用語」⼀一共出現了 12 次。︒所以，這些舊約的經⽂文和「應驗套

語」，貫穿交織在耶穌的⽣生平和事奉的敘述故事中。︒⾺馬太⽤用這些經⽂文和套語作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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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敘述的骨架，作為⼀一段故事的結尾或開頭。︒因此，舊約的歷史故事成為耶穌⽣生平

事件的寫照、︑縮寫和預表。︒ 

 

⾺馬太福⾳音代領我們從舊約中看到基督。︒⾺馬太福⾳音把新約與舊約緊密的連貫在⼀一起。︒ 

 

譬如：2:15 節⾺馬太把耶穌逃到埃及，然後出來。︒是應驗何西阿 11:1「我從埃及召出

我的兒⼦子來。︒」。︒這樣以來，豐富的舊約歷史事件就成為了解耶穌⽣生平的資料。︒ 
 

第三個特徵是：⾺馬太交替的安排了五個耶穌⽣生平的描述⽂文和五個耶穌教導傳講信息

的紀錄。︒在每段⽣生平描述與五個耶穌講道的結尾，⾺馬太都⽤用了相同的句⼦子：「耶穌

講完這些話」（7:28）、︑「耶穌吩咐完了⾨門徒」（11:1）、︑「耶穌說完了這些比喻」

（13:53）、︑「耶穌說完了這些話」（19:1）、︑「耶穌說完了這⼀一切的話」（26:1）。︒ 

這五個⽣生平的描述和五個耶穌教導的紀錄 

 

這三個特徵，幫助我們循著作者的分段和結構來理解經⽂文本身的意思。︒ 

 

現在讓我們從幾處的經⽂文來證明⾺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 

 

彌賽亞耶穌基督藉著祂話語的權能和⼗〸十字架上的得勝建⽴立全地的

國度 
 

我們可以從開頭和結尾的兩段經⽂文，以及這兩段經⽂文中間最主要的敘述來證明。︒ 

 

讓我們先來看看第⼀一節經⽂文： 

 

A.  耶穌基督是神應許的彌賽亞（1:1） 

 
第⼀一節的經⽂文，告訴我們耶穌基督是神所應許的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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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今天的基督徒來說，耶穌基督是神所應許的彌賽亞是⼀一件尋常的、︑眾所周知的事。︒

但是對於地⼀一世紀的猶太⼈人，對於那時候神的選民來說，這是⼀一件震撼的事，因為

彌賽亞的到來，是以⾊色列⼈人長期以來盼望的事。︒從第 2 聖殿建築完成之後，400 多

年，以⾊色列⼈人就在等候彌賽亞的到來。︒ 

 

基督是應許的彌賽亞的意義是什麼呢︖？這是我們要更深⼀一步要探討的問題。︒ 

1. 字的解釋 

a. 「耶穌」＝第⼀一世紀猶太⼈人中普遍的名字，意思是：神是拯救者，神是幫助。︒ 

b. 「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希臘⽂文的[Χριστός ] (Christos)－基督, 和希伯來⽂文

的[ ָמִׁשיַח]（mashiak）（詩 2:2）－彌賽亞=是受膏君王，也是神的中保君王，是

神的代理⼈人在地上，按照神的律法來統治管理、︑祝福神的百姓的君王。︒ 

c. 「家譜」  

⾺馬太福⾳音希臘原⽂文的開頭是：「家譜」[Βίβλος γενέσεως]（book of genesis），

[γένεσις ]（genesis）與聖經的第⼀一卷書是同⼀一個字。︒⾺馬太⽤用這個與創世紀相同

的字作為開頭，具有特殊的意義：這是救贖歷史新紀元的開始，這是新造⼈人類

元⾸首，第⼆二個亞當的開始。︒ 

 

當然，genesis 這個字也是家譜、︑⼈人的⽣生平和歷史的意思。︒⾺馬太福⾳音耶穌基督的

家譜本身具有不同的意義： 

1) 家族⾎血緣的譜系：家譜在古⽂文化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文件。︒特別是對猶太

⼈人，家譜是證明⼀一個⼈人具猶太⼈人身份的法律⽂文件。︒所以，1:1 節⾸首先告訴

我們耶穌從⾎血統上是猶太⼈人，因為祂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2) 王位接續的紀錄：在猶太⼈人的⽂文化傳統中，猶太⼈人的社會是以君王的王

權為核⼼心的組織︔；家譜是社會的階層、︑社交、︑婚姻，和產業繼承的法律

依據基礎。︒1:1 節告訴我們耶穌是⼤大衛王位的法定繼承⼈人︔；法定的受膏君

王，因此基督，受膏君王成為耶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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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救贖歷史的紀錄：家譜的背後所傳達的信息，不只是這些關於身分的證

明，⽽而是這些⼈人與神之間的關係。︒這些⼈人名的背後是神與他們的聖約關

係，是⼀一個救贖的歷史：神如何把祂的百姓 

 

4) 執⾏行聖約的⾒見證：我們從聖約的角度來看，因為聖約是神統治執⾏行祂的

國度。︒⾺馬太福⾳音在述說彌賽亞基督如何在祂道成⾁肉身的階段，在地上執

⾏行完成祂的⼯工作。︒ 

d. 「⼤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的後裔」 

當我們掌握「家譜」多⽅方⾯面的意義的時候，就可以幫助我們看到經⽂文中豐富的啟⽰示。︒ 

 

耶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表⽰示他是猶太⼈人。︒耶穌是「⼤大衛的⼦子孫」表⽰示祂是⼤大

衛君王寶座的接續⼈人。︒從亞伯拉罕之約和⼤大衛之約的應許來看，耶穌是神所應許的

那⼀一位後裔君王，永恆的⼤大衛後裔君王。︒祂的到來表⽰示萬國都要因祂⽽而得福。︒ 

 

當以⾊色列⼈人被擄歸回，第⼆二聖殿重建之後，最期望的事情：神應許⼤大衛和亞伯拉罕

的以⾊色列王的來到。︒ 

 

結論： 

因此，1:1 告訴我們耶穌是神所應許的那⼀一位彌賽亞，永恆的⼤大衛後裔君王。︒ 

當這位彌賽亞受膏君王到來，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神的國度。︒ 

  

⾺馬太福⾳音另⼆二個主題是： 

 

B.  彌賽亞耶穌基督在地上以祂話語的權能建⽴立神的國度。︒ 

 
⾺馬太福⾳音把耶穌在地上傳講的信息分為五個部份，被稱為「五段話／五段講道／五

個信息」（five discourses）。︒這五段的講道／信息都與神的國度有關，都在論述說

明什麼是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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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上次看到詩篇 2:7，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這是中⽂文和合本聖經的翻譯，

原⽂文的意思是：我要傳揚、︑宣揚神的律例、︑聖約的內容。︒⾺馬太福⾳音的五段信息，就

是詩篇 2:7 的進⼀一步說明和紀錄。︒ 

 

a) 第⼀一段 5-7 章，是我們都熟悉的「登山寶訓」，耶穌所講的第⼀一個字就是：

「有福的！」。︒  

 

我們知道在舊約裡⾯面，凡是以「有福的」作為開頭的句⼦子，幾乎都是直接的或

間接的講到亞伯拉罕之約的祝福。︒我們前⾯面幾週有⼀一同思想過詩篇第⼀一篇，也

是以「有福的」作為開頭。︒中⽂文聖經沒有把這個「有福的」這個字放在句⼦子開

始的位置，所以不容易看出來，英⽂文聖經就比較合於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聖經。︒ 

 

中⽂文聖經把原⽂文的「有福的」放在句⼦子最後，變成：「這⼈人便為有福！」這樣

以來，把原⽂文的精神和意義都改變了。︒原⽂文是在描述⼀一個「有福的⼈人」的光景，

中⽂文卻變成⼀一種條件性的命令和要求。︒原⽂文是福⾳音，中⽂文翻譯成了律法。︒ 

 

所以登山寶訓基本上是在描述恩典之約的祝福，神國度⼦子民所蒙受的祝福。︒這

個祝福就是全⼈人的更新。︒登山寶訓是在描述⼀一個全⼈人更新的國度新⽣生命的祝福。︒ 

 

b) 第⼆二段 10:5-11:1，是耶穌在差遣⼗〸十⼆二⾨門徒向以⾊色列的家傳講神國度的福⾳音。︒

這些受到耶穌基督中保君王差遣的⼗〸十⼆二位使徒，是以君王「⼤大使」的身分，代

表君王執⾏行其使命，也就是傳講國度聖約的信息——神國的福⾳音。︒基督差遣傳

道者傳講福⾳音，從⽗父和基督⽽而出的聖靈透過福⾳音，把屬靈的祝福賜給神的百姓。︒ 

這段⾨門徒訓練的重點是：1）權柄能⼒力的賦予，2）指⽰示去的地⽅方，3）如何⾏行事

（蛇與鴿⼦子），4）警告敵對低檔，5）背負⼗〸十字架 

 

c) 第三段在 13 章，是耶穌教導⾨門徒關於天國的事。︒祂⽤用了七個比喻，向們徒啟

⽰示天國的本質、︑天國的特徵，和天國的發展。︒ 

1) 撒種的比喻： 國度的本質和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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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麥⼦子和稗⼦子的比喻： 國度的特徵 

3) 芥菜種⼦子的比喻： 國度的發展和成長 

4) 麵酵的比喻： 國度的發展和成長 

5) 藏寶的比喻： 國度的價值 

6) 尋珠的比喻： 國度的價值 

7) 撒網的比喻： 國度的特徵和最後的審判 

 

在這裡，彌賽亞中保君王耶穌基督，向祂的「⼤大使」們啟⽰示天國的奧秘，並且藉此

更新他們的思想，使他們看到神的國度，預備他們將來要從事的國度使命和⼯工作。︒ 

d) 第四段在 18 章，耶穌在這裡教導⾨門徒神國度⽣生命的特徵：謙卑和饒恕。︒ 

e) 第五段在 24-25 章，就是「橄欖山的信息」（the Olive Disclosure）。︒耶穌在

這裡向蒙特啟⽰示將要發⽣生和未來要發⽣生的事。︒祂回答兩個問題：聖殿毀滅的時

間－以⾊色列地上國度的結束，以及基督再來和時代的末了－國度終極完成的情

況。︒ 

 

C.  彌賽亞耶穌基督藉著在⼗〸十字架上的死和復活勝過撒旦。︒ 
⾺馬太在 26-27 章，紀錄了彌賽亞基督被釘⼗〸十字架的經過。︒這是永恆中保君王⼯工作的

最⾼高點。︒耶穌在⼗〸十字架上總共說了 7 句話，最後祂說:「⽗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

你⼿手裡」（路 23:46），然後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約 19:30）。︒ 

我們從福⾳音書的本身無法了解基督在⼗〸十字架上的死和復活的意義和啟⽰示。︒這個使命

是耶穌託付給使徒們的⼯工作。︒使徒們，特別是使徒保羅，站在耶穌⼗〸十字架死亡復活

之後的救贖歷史，回頭透過舊約的啟⽰示解釋了基督在⼗〸十字架上的⼯工作。︒ 

 

舉例： 

羅 4: 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羅 6: 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6 因為

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〸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7 因為已

死的⼈人是脫離了罪。︒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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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 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21 死既是因⼀一⼈人

⽽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22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

也都要復活。︒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 

 

1) 耶穌基督作為末後的亞當，新造⼈人類的元⾸首，祂在⼗〸十字架上擊敗了仇敵撒旦，

勝過死亡的權勢，實現了創 3:15 的應許：女⼈人的後裔傷了蛇的頭。︒ 

2) 耶穌基督作為真以⾊色列⼈人，⽣生在律法之下，祂完全的順服滿⾜足了神律法所有

的要求。︒ 

3) 耶穌基督作為⼤大祭司，祂在⼗〸十字架上把⾃自⼰己獻上，作為⼀一次永遠的祭，替祂

的百姓受律法的懲處。︒成為⼈人與神和好的根源。︒ 

4) 耶穌基督作為永恆的中保君王，祂的死亡和復活，啟動了恩典之約的新約時

期，祂把神的國度帶入了新的紀元，進入應許之地。︒ 

5) 耶穌基督作為先知，祂向⼈人顯現啟⽰示了神國度的福⾳音，告訴祂的⼦子民如何在

恩典之約的施⾏行下領受神的祝福，指⽰示他們神建造祂的國度的藍圖和計畫，

教導他們要如何與神同⼯工建造天上的耶路撒冷。︒ 

 

接下來，我們要看⾺馬太福⾳音告訴我們的第四個要點： 

 

D.  彌賽亞耶穌基督透過教會要以祂話語的權能統治列國。︒ 
⾺馬太福⾳音的結尾，是耶穌復活之後在加利利，向⼗〸十⼀一個⾨門徒啟⽰示的真理： 

 

太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 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38。20 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首先，這裡告訴我們神掌管天地的權柄，現在是透過耶穌基督來執⾏行的。︒權柄的範

圍和領域包括了整個神所創造的領域，包括無形的和有形的領域。︒⼤大使命的基礎和

源頭是基督中保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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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著此新的權柄，帶下了新的救贖紀元，基督執⾏行恩典之約的⽅方式進入了⼀一

個新的階段。︒祂要透過這些受差遣的使徒們，執⾏行祂的統治。︒這些使徒，這些基督

中保君王的「⼤大使」被差遣到萬民列國中，繼續施⾏行亞伯拉罕之約的應驗。︒ 

 

第三，這個⼤大使命的重點和核⼼心在於：傳講、︑教導神國度的計畫－也就是全備的福

⾳音，福⾳音完整全部的信息——信⼼心的道（羅 10 章） 

 

結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升天後，做在⽗父的右⼿手邊，擁有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權柄，

祂執⾏行中保王權是透過祂差遣的傳道者，藉著福⾳音，⽤用祂話語的權能統治全地。︒ 

 

因此，⾺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是： 

永恆的中保君王耶穌基督，祂是神所應許的那⼀一位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

祂藉著其話語的權能，以及祂在⼗〸十字架上的死和復活，建⽴立祂的國度並且在祂升天

之後，透過祂的教會以全備的神國度的福⾳音，把祂的國度擴張到全地，統治全地。︒ 

 

應⽤用： 

1) ⾺馬太福⾳音讓我們看到「基督的話語」和「認識基督的知識」是整個國度建⽴立的

核⼼心和動⼒力。︒ 

2) ⾺馬太福⾳音呼召我們要認識全備的福⾳音，認識神整個的計畫。︒唯有正確的準確的

認識基督和祂的⼯工作，知道耶穌全部完整的教導。︒ 

3) ⾺馬太福⾳音呼召我們要按照耶穌的指⽰示去宣教，去宣講全備的福⾳音，把所有關於

耶穌的教訓都教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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