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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MĦ,�Âą¾òďĨIĨ成一部官式的福音書，以
它і當日及日后有關主一生之權威ᅎ件？�

Ù�：當時之使徒皆在福音的大本ἕ耶路撒冷і主作
見證，若有任何關乎主之教ม，而要官式的答案，
使徒均可供给（筆者認為马太福音正是耶路撒冷教会
有關主耶稣之官式记ᕢۤ�

但这个情形只限于巴勒斯坦局部方面的要。當福音
广传四处后，舊日之方法不能应付此要，�

��：福音產生便是应付此情形。这点从福音书之对象，
日ඁ及著作地点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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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之锋施洗约翰的工作�

�
�主耶稣之工作�

���福音书之高潮，主之十วዃ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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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福音书之安排学者意见纷纭这问题牵涉另
一非常复杂之新约研究范围 �

.�/�úŌĠØ. Synoptic Gospels ۤ之问题�

.�/�gĠØ¾Xę�

首稱新约头四本书і福音书：�

���������                      c. 150 AD4òYĆĂ6 (Justin)��

 （	ۤ马太（
ۤ马可（�ۤ路加（�ۤ约翰�

中文�基百科的Josephjong - 底圖出自File:Relationship_between_synoptic_gospels.png，文字為上傳者修改!



教父教父爱任纽（Irenaeus; c. 180 ADۤ强调四福音象四活物那
样的完全���

.�/�gĠØ¾Xę�

_�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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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工作ዃ舊约的知一致�

`Íã¾a¦:.ř¬	,	�
/�
舊约应ᱎ之知（申	�：	��	�ۤ�
È�âö.�Qŉ¾ĠØ�(R�,
�/�
责备罪恶（参太：
�；
�；	����ۤ�
劝人归正（参太�：	�ۤ�
预言將來要发生的（參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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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源自神应ᱎ给大卫之约（撒下�：	�ۤ�

c�|�Ř�ŏÈk.Ę	,�
���/*�

主自己的言和ᥳ（如登山宝มۤ（如治ࠏ聋哑
之神迹，参赛�：��ۤ�

撒下�：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ሹ面前永ᾖ坚立，你的
国ٔ也必坚定১到永ᾖ。�13�

路	：�
�����他要і大，稱為至高者的儿༬；主神要把他
祖大卫的ٔ给他，他要做ܵ各家的王，১到永ᾖ；他
的国也沒有Ș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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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乃神之代言人，祭司乃是人之代言人��把人之要带到
神的面前��

¬,	�
+�,	���

@�ő�:�ō�Ì�᭧�¾�C�ø�f�(�Í�µ�Ð�Ą�:�办�ö�Ŋ�ã�¾�
ª�(�і�Ö�Ņ�?�Ň�¼�²�赎�Ė�ø�*�`�å�ŀ�谅�¨�Č�ģ�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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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讲�¾�ª�(�®�J�ù�5�Ö�紧�¾�(�ÿ�Í�¥�们���这�
ń�¾�C�ø�f�(�G�Ŗ� ���Q�?���C�Á�¾�ł�Û�e�Ŏ�(�
��Ŀ�¸�(�ÿ�Í�â�帐�Ğ�©�ê�执�ª�*�这�帐�Ğ�Í�]�¸�V�
¾�(�I�Í�:�¸�V�¾�*�@�C�ø�f�ý�Í�і�Ņ�Ň�¼�²�ø�
¼�ŗ�w�¾�(�¸�_�这���C�ø�f�A�n�须���¸�Ņ�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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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內这主题最明显，约翰所拣᭧之八大神迹都是引证
此点（
�：����	ۤ，全书之钥节（�：	�ۤ也说明这主题�

约�
�：����	�耶稣在࿓徒面前另外ᥳ了ᱎ多神迹，
沒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
基督，是神的儿༬，并且叫你们信了他，༫可以
ᐦ他的名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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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
说ʃ好话來呢？ᐦ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༫
说ʃ來。�

太�：	��现在斧༬已经放在வ根上，凡不结
好果༬的வ༫砍下來，丢在火里。�

太	�：���说：�2�ሹ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
回ᮋ，⁇成小孩༬的样式，斷不得进天国。�



��ñÞī�


�ñ]¾a��

基督的死是赎罪的途徑，�

��－自愿代赎的死（& �%�$�"'�����&���"� %#ۤ�������

�����（太
�：
�ۤ�

��－代罪的死（太
�：
�ۤ�

太
���
���正如人༬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
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3�

太
���
��ᐦі这是ሹ立约的᰼，і多人流ʃ來，
使罪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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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耶稣对他们说：�2�ሹ问你们，在安息
日ᥳ善、ᥳ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
的呢？他༫ᆢ围看ቩ他们众人，对那人说：�
2�伸ʃ手來！3�他把手一伸，手༫复了原3�

路�
�	��那天使对他们说：�2不要惧怕，ሹ报
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關乎ॳ 的。�

	�ĩ��

��Q«ī�
�－耶稣指ʃ撒但真实的存在（太�：	�ۤ�

�－撒但是有ٔ格的（太�：�；	�：��；
：�	；���������

�������路

：�	ۤ，�

�－是现今世界之首领（太�：��	�；	
：
�ۤ，�

�－他的目的主清楚了然（太	�ۤ，�

�－他將來的审判是确定的�路	�：	�；约	
：�	ۤ�

太�：	���耶稣说：�2�撒旦，ᮃ去吧！ᐦі经上记ቩ
说：�0�當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13�

太	�：���撒稗༬的仇敌༫是魔鬼，收割的时候༫
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༫是天使。�

路	�：	���耶稣对他们说：�2�ሹԁ看见撒旦从天上
坠落，像闪电一样。ܳ	
��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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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當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
上的使者一样。�

路	：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ᘹ边向他显现。�

路�：
��凡把ሹ和ሹ的道當做可的，人༬在自己
的荣耀里，并天父ዃ圣天使的荣耀里降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當做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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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	�耶稣叫了十二个࿓徒來，给他们權柄，能赶逐Տ鬼，并医治
各样的病症。�

路�：
��他见了耶稣，༫俯伏在他面前，大声ౠ叫说：�2至高神的儿
༬耶稣，ሹዃ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ሹ受苦！3�

路�：�	�鬼༫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太	
：���Տ鬼离了人身，༫在无水之地过來过去，ᅰ求安歇之处，
却ᅰ不ቩ。�

��p\ī�

末世论是福音书內另一炽强之主题，尤Ꭾบ明在马太福音。�

������主耶稣第一次來��

���������������舊约应ᱎ之弥赛亚国度（太  	�	�ۤ，遭拒棄（太
		�	
ۤ，（太
	：��ۤ，�

���������������神国度的计划是属靈之国度（太	�ۤ，�

������第二次再时��

Êw®ÂæÖÊwKŉ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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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
����耶稣说：�2�经上寫ቩ：�0�匠人所棄的石
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
ሹ们眼中看і稀奇。�1�这经你们沒有念过吗？所
以ሹ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
结果༬的百姓。�

��òďī�

福音书內之教会论是ધ形的，－ᐦі年代上那还是舊约时ඁ。�

福音书內 太人或弥賽亚ῗ的色彩相當浓厚。�

主耶稣在世时一১沒有宣布教会之存在，¿°當他被拒后，天ῗ要延ඁ实现，
他才Èk那隐藏在神里之奥，那是教અ（太  	�：	���ሹ还告诉你：你是彼
得，ሹ要把ሹ的教અ建造在这磐石上，陰间的權柄不能勝利过他。ۤ。�

�L�ĔW，圣靈之洗到信徒身上，才把他们圈在教会內（参弗	：
��2教
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從充滿ॳ有者所充滿的3�。林前	
：	
�	��2༫如身
༬是一个，却有ᱎ多肢体，而且肢体雖多，仍是一个身༬；基督也
是这样。ሹ们不拘是 太人，是希腊人，是і奴的，是自主的，都
从一ٔ圣靈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圣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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