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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的寫作

作者: 馬太, 又名利未, 十二使徒之一

自稱為稅吏(10:3) 
一位默默無名的使徒

唯一記載耶穌交殿稅的福音書(17:24-27)



寫作年代: 主後 60-70年, 在教會成形之後, 耶路撒
冷被毀(A.D. 70)之前。

對象: 猶太人。全書的猶太氣息濃厚, 耶穌的家譜
從亞伯拉罕講起, 大量引用舊約,尊重律法, 提及古
人的遺傳, 是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工具。(馬太的開
始講到外邦人來朝見耶穌, 結束時講到要使萬民做
主的門徒, 雖然主要對象是猶太人, 最終的對象卻
是萬民萬邦 )
主題: 耶穌是彌賽亞



馬太福音的特色
最常被引用: 在初期基督教的文獻之中，馬太被引用
的次數超過其他的福音書。

精簡而有條理: 馬太的敘述精簡，易於誦讀，常在崇
拜中使用。內容的安排有系統，易於研讀， 常被用來
教導經課。

天國的福音: 「天國」這個名稱只在馬太福音出現 (37
次)，其他福音書稱為「神的國」。

強調彌賽亞:馬太是引用舊約最多的福音書, 證實有關
彌賽亞的預言都已應驗在耶穌身上(參考1:22, 2:15, 17, 
23, 4:14, 8:17, 12:17, 13:35, 21:4, 26:56, 27:9)。



強調耶穌的教導: 馬太收集耶穌的教訓特別
多，可分為五大組。

著重耶穌的神蹟: 描寫耶穌的權能，醫病，趕
鬼，赦罪。

有關教會的教導 : 馬太是唯一講到「教會
ekklesia, 召出之人」真理的福音書，極為重
要。共出現兩次(16:18, 18:17)，都是出自主耶
穌之口。

有關末世的教導: 馬太24章有關末世的教導是
各福音書中最長的，另外，在耶穌所說的比喻
中也多次提到和末世有關的事。



馬太福音的結構

五組教導: 馬太將耶穌主要的教導收集為五組:

1. 登山寶訓 (5-7章)
2. 差遣門徒的訓示 (10章)
3. 天國的比喻 (13章)
4. 有關謙卑與饒恕的訓示 (18章)
5. 橄欖山訓示 (24-25章)

* 以上五組都有類似的結語: 7:28, 11:1, 13:53, 19:1,   
26:1



教導與行動的平衡: 馬太在五組教導之間, 穿插了
敘述的部分。這種結構是刻意的安排, 與一般的傳
記不同, 是為了更有效地介紹耶穌。

類別與數字: 馬太慣於將類似的事件或教導歸在一
起, 常常是是三個一組, 有時是五個或七個一組。
三個一組的例子有: 耶穌的家譜, 耶穌受試探, 主禱
文, 三個正確的做法, 三件不要做的事, 三件要做的
事, 三次的醫治, 三次顯示權柄, 三個類似的比喻, 
三次質問, 三次不認主…



馬太福音的大綱

1.   彌賽亞的降生 (1-2)
2.   彌賽亞事工的起頭 (3-7)
3.   彌賽亞在加利利的事工 (8-18)
4.   彌賽亞上耶路撒冷 (19-20)
5.   彌賽亞的最後一週, 受難與復活 (21-28)



1. 彌賽亞的降生 (1-2章)

基督的家譜 (父系家譜): (1) 代表性而非全面性 (2) 
分為三組, 每組十四代 14 x 3
童貞女所生(耶穌降生之後馬利亞才與約瑟同房, 
生了其他的子女, 13:55-56)
東方的博士來朝見

逃往埃及

大希律王殘殺二歲以內男孩

遷至加利利的拿撒勒定居



2. 彌賽亞事工的起頭 (3-7)

彌賽亞的先鋒: 施浸者約翰的事工與見證

彌賽亞受浸: 耶穌在約但河受約翰的浸

彌賽亞受試探: 撒但三次試探耶穌 (針對耶穌的人
性, 而非他的罪性: 是否在生活的需要上信靠神? 
是否試探神?是否妥協信仰的立場?)
彌賽亞開始宣道: 天國近了, 你們應當悔改

彌賽亞首召門徒: 在加利利海邊呼召兩對兄弟:彼
得與安得烈, 雅各與約翰



曠野



登山寶訓
天國子民的品格: 八福, 八種品格上的特徵, 帶來喜
樂蒙福的人生

天國子民的身份: 是世上的鹽 (隱藏性的影響), 是
世上的光(明顯性的影響)
天國子民的人際關係:要勝過文士和法利賽人的義
(文士追求道理上的完美, 法利賽人追求禮儀上的
完美, 耶穌的門徒追求行為與心態上的完美) 
論仇恨: 不可恨人, 不要令人懷怨

論姦淫: 不可有淫行或淫念, 離婚的原則

論起誓:是就說是, 不是就說不是

論愛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天國子民的生活態度

1. 施捨的正確態度:為善不欲人知, 天父在暗中察看

2. 禱告的正確態度:在內室不在街頭,天父在暗中察看

3. 禁食的正確態度: 照常梳頭洗臉,天父在暗中察看

4. 不要積儹財寶在地上: 財寶在哪裡, 心也在哪裡

5. 不要憂慮: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天父必看顧你

6. 不要論斷人: 先去自己眼中之樑木, 再去他人之刺

7. 要祈求: 天父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

8. 要進窄門: 寬門引到滅亡, 窄門引到永生

9. 要結好果子: 遵行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

10. 要建立在盤石上: 聽了去做的人有福了



3. 彌賽亞在加利利的事工 (8-18)

彌賽亞所行的神蹟 (8-9)
三次醫治:
醫治長大痲瘋的人

醫治百夫長的僕人

醫治彼得的岳母

三次彰顯權柄:
對自然界的權柄: 平靜風和海

對靈界的權柄: 趕逐污鬼

赦罪的權柄: 使癱子行走



三次的恢復:
復活: 管會堂者的女兒

復明: 兩個瞎子得醫治

復言: 啞吧說話

差遣門徒的訓示 (10章)
彌賽亞遭人厭棄(11-13章)
先鋒的被棄: 施浸者約翰下監

彌賽亞被棄: 
各城的人厭棄耶穌

法利賽人厭棄耶穌

拿撒勒人厭棄耶穌



與法利賽人的衝突: 
安息日的衝突: 可不可以在安息日做善事?
趕鬼的衝突: 褻瀆聖靈者不得赦免

求神蹟的衝突: 不信的世代只能見到約拿的神蹟

天國的比喻(13章)
撒種的比喻

稗子的比喻

芥菜種的比喻

麵酵的比喻

藏寶於田的比喻

撒網的比喻



彌賽亞被棄之後期(14-18)
彌賽亞的先鋒被殺

被棄的彌賽亞施憐憫

法利賽人再次排斥彌賽亞

迦南婦人接受彌賽亞

彼得在該撒利亞腓立比的大認信

*信仰的起點: 大認信 (16:16)
信仰的實踐: 大誡命 (23:37-39)
信仰的使命: 大使命 (28:19-20)



登山變像 Transfiguration
有關謙卑與饒恕的教導(18章)
天國裡誰為大?
九十九隻圈裡的羊與一隻迷路的羊

和解的步驟:
1. 和他私下和解

2. 帶一兩個人去

3. 告訴教會

4. 若還不聽,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吏一樣

饒恕七十個七次



4. 彌賽亞上耶路撒冷 (19-20)

論離婚: 神所配合的, 人不可分開

少年的官因產業多而不願跟從耶穌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誰願為大, 就要做眾人的僕人

使兩個瞎子看見



5. 彌賽亞的最後一週, 受難與復活 (21-28)

棕樹節星期日: 騎驢凱旋進耶路撒冷

星期一: 三個天國的比喻

兩個兒子的比喻

兇惡園戶的比喻

娶親筵席的比喻

星期二:與國家領袖辯論

與希律黨人辯論

與撒督該人辯論

與法利賽人辯論



星期二: 橄欖山上的訓示

星期三: 無記載

星期四:
最後晚餐

客西馬尼園禱告與被捕

耶穌被大祭司與公會審問

彼得三次不認主

星期五:
羅馬巡撫彼拉多審問耶穌

耶穌被鞭打及釘十字架

耶穌被埋葬



星期六: 安息日

星期日: 耶穌復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