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㆔㈢㊂三章     马太福福音

新約概論論

馬㈲㊒有藻  著

㆒㈠㊀一.概述
作者

（1）最早 － 教父帕皮亚的文墨，他稱马太將主的
言行行 搜集

㈰㊐日期

內證

外證

(1) 书之猶太背景；

(2) 數字段落组合的编排；

(3) 词汇透露錢財的运用；

(4) 事件发生必是目击者身历其境的經驗等 

馬太

（2）其他 － 如爱任纽，伊革拉丢，巴拿巴书信，奥利根，

耶柔米，游斯丁，十二使徒遗训

马太福音为首本福音书，乃符类福音研究之大问题，然而路加福音

在5  8 A. D. 寫成已是事实（参提前  5：1  8）。 路加非十二门徒之一，

其资料必倚靠马太福音及其他，特別是初期教会有關主耶稣生平之

官式记录 。故马太福音寫成后，又流传到各教会手中，约需數年

之久。据爱任纽记，當彼得与保罗在罗马传道时，马太福音早已完

成多年

㆞地點 耶路路撒冷冷

猶太㆟人

（1） 證明明耶稣基督為舊约预言之彌賽亞

对像

目的

(1) 引用舊约超过 6 5 次以上；
(2) 耶稣之家谱；
(3) 猶太節期与名词之出现；
(4) 耶路路撒冷冷与圣殿
(5) 天国 的主题

（2）追溯以色列国如何拒棄耶稣为彌賽亞之过程及 

后果

主題 以色列列之彌賽亞王

本書㈵㊕特徵
(1)猶太色彩最浓厚。 

(2 )引用应验舊约预言多（1：3；2：6，15，18，23；3：  
3；4：15-16；8：17；12：18-21；13：35；21：5；

26：56）。 

(3 )引用舊约经文最多，共约129次 (注13)。 

(4 )唯一福音書記有教会 （16：18；18：17）。 

(5 )彌賽亞王之主題突出。 

(6 )論天国 事最为详细。 

(7 )最富系統性的證述主题。 

(8 )記有談論最多（稱為論談福音書）。 

a.登山宝训（5-7章）。
b.差传宝训（10章）。
c.天国的比喻（13章）。
d.天国里的大小（18章）。
e.斥责法利赛人（23章）。
f. 橄榄山之论谈（24-25章）。



歷歷史背景
•‧ 马太（意：神的礼物）又名利未（意：联合），可

能是迦百農民人，是亚勒腓的儿子（因此有說他与十

二使徒之一的雅各是為兄弟）；原為稅吏 － 歸主后成

为有力的見證人（参太11：19；路17：34；15：1）

•‧ 當耶路撒冷教会建立后，使徒 －为信仰權威，有關主

生平的问题，使徒可以供给 官式 答案。

(1)若教会被逼關门，或使徒皆被囚在监中，如何才

可以有 官式 教训代替他们的權威？

•‧ 但教会受逼迫时（徒  5：17-18），使徒開始認識到：

(2)若使徒分散各处，或遭遇死亡，有何办法可以   

代替他们之口？ 
(1)司提反之殉道（徒7：60）

(2)耶路路撒冷冷教会之大遭逼迫，除使徒留留㆘㊦下，各
㆟人都都㆕㈣㊃四散了了（徒8：1）

(3)希律律安提伯㆒㈠㊀一世于44 A.D. 殘害教会之手段（徒
12：1），连彼得也隱居去了（徒12：18）

㆒㈠㊀一、王的背景（ 1-4㆖㊤上）

㆓㈡㊁二、王的宣道（ 4㆘㊦下-16）

㆔㈢㊂三、王的训练（ 17-20）

㆕㈣㊃四、王的受苦  (21-27）

㈤㊄五、王的复活（ 28）

簡纲 

詳纲 



㆒㈠㊀一  .王的背景（1-2章）

耶稣為王之特性

 A.王的家谱（1：1-17）

引到舊约之两大约去，即 亚伯拉罕之约 与 大卫之约 （ 1：1）

B.王的诞生（1：18-25）
从童贞女怀孕而生

舊约禁止耶哥尼雅之后裔（即耶稣，太1：11 - 12）登上大

卫宝座之咒诅（参耶22：2 8 - 3 0），哥尼雅即耶哥尼雅），

因此耶稣是合法大卫宝座之继承人

C.王的早年年（2：1-23）

•‧ 从东方博士之尋找（ 2：2， 那生㆘㊦下來來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里里 ）

2. 王被图害（2：13-18）

1.王被崇拜（2：1-12）

•‧ 舊約之预言（2：6， 君王 ）

•‧ 献上之礼物 （2：11，全是王室用之贵重物件）

•‧ 希律也接受耶稣乃是猶太刚诞生之王，他要设计除灭耶稣

二  . 王的预备（3-4上）
 A. 王的先锋（3：1-12）

約翰是王的先锋，为耶稣開路，因这是古时君王出巡前之预备。

C.王的试探（4：1-11）

B. 王的受洗（3：13-17）

耶稣受試探之目的是要显出他的完全可靠性，他不会被試探而犯

罪，故此他可配作猶太人之彌賽亞，建立舊约應許之国度。

耶稣洗礼之目的

 1 ) 天國近了 （3 : 2 ) 原文 天國到了)，這正是耶稣降世之目的；

2 ) 你们當悔改 ，指出进入彌賽亞的國度需要认罪归向神。

先锋的信息

  1 ) 他是义㆟人（3：1    5），可做義㆟人之工作

2  ) 他与世㆟人联合，他來來原是拯救世㆟人

    3  ) 他与約翰所传的信息联合，他來是要作天国的王
（聖靈的降临与天父的声音佐证）

 ㆔㈢㊂三  .王的宣道（4：12-25）

 王的先锋被囚在监里（ 4：12上），是耶稣展開廣大宣道

之记号（4：12下，稱為加利利宣道 ），他的总部设在迦

百农（4：12-17），開始广收门徒（4：18-22）。他传道的

总纲（4：23-25）给作者归纳如下：(1)向会堂的人教训

（4：23上）天国之律法，(2)向大众宣讲（4：23中）天国

的福音，(3)医病（4：23下）。这三项工作均指出耶稣是弥

赛亚之外证。

舊約预言在彌賽亞的國度中必有各样神迹奇事（赛  11：

6-9），特別是治病之神迹（赛35：5-6；53：4-5；61：1）。

當人看到 天国律法 之宣告与 天国神迹 出现时，他们就应

知道彌賽亞与他的国度来临了。

㆕㈣㊃四  .王的宣言（5-7章）

凡国王立国时必有其立国的宪章，耶稣既來要建立其國度，也必

有其憲法。作为该国之国民，憲法便成为他 生活与信仰 的法则，

这些宪规必须服从遵守，国度才能建立。

太  4：23-25記耶稣走遍加利利一带，以神迹奇事支持他所传的 

天国福音 ，當時萬人空巷 地跟随他。在时机成熟的剎那，耶稣

拣选一大山上的平原，向有心追求国度的群众（门徒的广义）阐

明进入天国的标准（条件），及作为天國國民应有的生活，此乃

著名之 登山宝訓 。

天国 雖是属地的國度，然而亦有属靈之律及道德律（此点很多

人忽略，以为耶稣首次來臨非要建立地上的國度，而是全属靈的

国度）



㈤㊄五  .王的權柄（8-10章）
在天国憲章的宣言中，耶稣再度（太  4：17，23 - 25为首次）

宣告他要在地上建立的国度，他的宣告有属天的權柄（太7：

28-29）。

藉着言语

藉着神神迹

彰显他的王權

不同时期与场合

•‧ 耶稣是猶太人的王

•‧ 他要建立立那 大衛的国度度

•‧ ㆟人生所遭遇的各方面均㈲㊒有權能得胜

选择 十大神迹



 A.被棄的初期（11-13章）

3.王被棄的高潮（12章）

1.王先锋的被棄（11：1-19）

2.王㉂自己的被棄（11：20-30）

4.王被棄后之宣告（13章）

 B.被棄的后期（14-16章）

1.王先锋被杀害之事迹（14：1-12）

2.被棄王施怜爱之事迹（14；13-36）

3.王被拒与受之事迹（15：1-28）

4.王再显王權之事迹（15：29-39）

5.王教训门徒之事迹（16章）

㈥㊅六六  .王的被棄（11-16章）



 A.被棄的初期（11-13章）

王先锋之被棄是王自己被棄的前奏。

王自己象其先锋般到处遭棄绝，故王重重的宣布他们將來的审

判（ 11：2 0  - 2 4）。

1.王先锋的被棄（11：1-19）

2.王㉂自己的被棄（11：20-30）

在此王將那世代比作一些在街上孩童之游戏（ 11：

16-19），即指对天国之事毫不感兴趣。

此后耶稣不能公開的宣道，把 天国 以整体性的献给他们，

只能把救恩赐给凡愿作主门徒的人（11：25 - 30）。

3.王被棄的高潮（12章）

太  12章乃全书最重要的一章，關乎神对时代性安排的转捩点，指出

耶稣与以色列间之关系破裂，神的国度要从他们夺去，交给那能结

果子的世代（太21：43）。

耶稣与猶太国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作四次之冲突

以色列坚拒耶稣为他们的王 － 否认主之最高潮

(1)门徒在田间掐麦穗事件（12：1-8）

(2)在安息㈰㊐日医治手枯者事件（12：9-21）

( 3 ) 医治瞎哑与鬼附的（三样都是弥赛亚的工作）事件（12：2 2 - 3 7）

(4)求再显神迹事件（12：38-45）

附记耶稣的家人也棄絕他（ 11：46-50；参13：53-58）

•‧ 这事指出他们否认耶稣之证件。

•‧ 该事指出他们否认耶稣之權能

•‧ 此事指出他们否认耶稣之怜爱

•‧ 这事指出他们否认耶稣之王權

因有太  12章记拒绝耶稣在地上要建立其国度之因由。才有太13章 天国

奥秘 之宣告。太13章是一个明显的转变，耶稣所要建立的国度只得 押

后延期 執行。在这过渡期间，主把天国的新面孔揭露（在神全盘的计

划里是沒有新的），俗稱為屬靈國度时期或教会时期 。这新国度是特

使门徒知道的，向猶太领袖却隐藏起來（13：11）。 奥秘 是指前所未

曾启示的计划，如今却显明了（参太13：35；罗16：25-26；弗1：9-10；

3：9-11；5：32；西1：25-27；帖前2：7）。

4.王被棄后之宣告（13章）

重要性 － 與登山宝训遙遙相对

前者是 天国的宣言 ，后者也是天國的宣言；不过前者是耶稣以王的身

份宣告，后者耶稣则以被棄王的身份宣告；前者的 天国是属地的国度，

现今的 天国 披戴新的面孔，以新姿态出现，是为属靈的国度

㈦㊆七个 ㆝天国的比喻 （属靈靈国度度的相貌）：



 B.被棄的后期（14-16章）

此段记耶稣被棄後之工作，一方面继续指出以色列棄绝他为王，

另一方面指出耶稣雖然被棄，却仍施行 公义王權彰显之爱怜工作。

1.王先锋被杀害之事迹（14：1-12）
施洗约翰被杀害刻划耶稣全被棄絕的先兆，这是一幅国家元首公開

反对主为王之图画。

2.被棄王施怜爱之事迹（14；13-36）

耶稣雖是被棄之王，却仍向人施怜恤，因他是喜爱怜恤之王（参

太  12：18-21；來4：15）：

(1) 喂饱五千人（14：13-21）

( 2 )在㈬㊌水面行行走（14：22-33）

•‧ 因王有能力满足国民生活上之需要

•‧ 坚定门徒信靠他是王

•‧ 再施展弥赛亚之神迹。

(3)医治㆒㈠㊀一切切病痛（14：34-36）

3.王被拒与受之事迹（15：1-28）

耶稣知道他自己被棄之结果就是十字架，故他必须教训门徒數点重要的功课：

4.王再显王權之事迹（15：29-39）

恨与拒

愛与受

(1)被国家领袖拒绝（15：1-20）

再证以色列国对耶稣之态度

(2)被迦南妇人接受（15：21-28）

主被本国人拒绝，却被外邦人接受，
也预指救恩转到外邦人去。

5.王教训门徒之事迹（16章）

这段记王在各处传道与施行怜爱之神迹，人通常误会了弥赛亚的工作是公义

性，审判性，而非怜恤性的。其实这些怜爱的神迹也正是彌賽亞身份之表现

（参賽  4 2 ：3；5 ;  4：10  等处）

( 3 )预言將來之被害（16：21-28）

( 2 )认清耶稣之身份（16：13-20）
 ( 1 )提防法利賽人和撒都该人之酵（16：1-12）

( 2 )喂饱四千人（15：32-39）

( 1 )医治各样病（15；29-31）
再选二件事迹证实

當主第㆒㈠㊀一次宣告他要㆖㊤上㈩㊉十字架後（ 16：21），他已開始计划
集㆗㊥中精精力力训练门徒，装备他们继续传㆝天国的福福音。

他深知㉂自己必要离開他们，离開他们后，门徒怎样可以㉂自立立
呢? 故此他㈵㊕特別带门徒到处传道，边行行边教，充实他们。

马太由第17章㉃至20章止，共选了了㈩㊉十大训练的题目，记述主如何
造就他的门徒。

 七  .王的训练（17-20章）



當王训练訓練門徒完畢后，他便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宣

告他是彌賽亞王。从那日起至他被钉十架、埋葬止，共为期

一周，这是主因被拒而受苦的一周，稱為受難周 。在言一

周中，每天均充满爆炸牲的危险。當反对主的情势酝酿到頂

點時，他们就高呼把他釘十字架 （太  27：23），于是耶稣

就像一头驯良的羔羊， 被牽到宰殺之地 去了（太27：33；

賽53：7）。

 ㈧㊇八  .王的受苦（21-27章）

研究受難周

㆔㈢㊂三个不不同的途徑

(1)按章分析

(2)按㈰㊐日分析

(3)按题分析
主题的思路





㈨㊈九  .王的复活（28章）

马太在结束其巨著前，简述耶稣复活后的工作，（不像路加或翰福音），

因为他的主题－－天国的福音，已告一段落了。此章可分三段：

A.王的复活（28：1-10）

B. 反復活之谎言（28：11-15）

主的复活更证明他是大卫宝座上的王，大卫也預言这 王之复活 （诗  16：

8-11），彼得也以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王（徒2：24-36）。

历史上人类思想最紊亂的表示。

 C. 王的使命（28：16-20）

在第八次（俗误稱最后一次）的显现中，主將傳福音的大使命 托付給門徒。

此大使命在复活后不同的时间与场合中，在五福音中以不同的方式出現

（太  28：19-20；可16：14-18；路24：44-49；约20：21-23；徒1：8）。传福音的使

命不是一人之 专长 ，而是每一属神之人的责任。

马太福音是 王的传记 

他是猶太人之王，也是万世之王，更应是基督徒之王（罗  5：

17上），

若若他不不能在信徒㆗㊥中作王，

是什么作王呢?   是死吗（罗5：17上）? 是罪吗（罗5：2 1）?

愿㆒㈠㊀一切切真正归王（主）的信徒，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倒要象死里复活的人，
將自己献给神 （罗6：12 - 13）。

愿万世之信徒的㆒㈠㊀一生也是 王的传记 ！

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