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夠撰寫馬太福音的神學註釋，實在是一種榮幸，但同時也是

一個重擔，更是一項使人氣餒的工作。在我們這時代，馬太福音的

神學註釋書不多，我也難以找到學效的對象。再者，作為一個現代

神學家，我們大部分的習慣（ habits）都未能幫助我們知道該如何撰

寫神學註釋。神學家的訓練讓他們可以撰寫文章和專著，卻不是註

釋書。我們可能會使用或評註聖經某卷書或某一節經文，但我們卻

不會把神學寫成為對聖經的連續評註。因此，有些人可能如我一

樣，沒有足夠的準備以承擔這項任務。

無論如何，對於怎樣完成這個已交付予我的任務，我惟一知道

的方法就是動手做。我曾兩次教授馬太福音。班上的每一個學生

都要閱讀一本註釋書，然後報告該註釋書的內容。我從我的學生和

我自己所讀過的註釋書中，學到不少東西。我從過去二百年來那些

對馬太福音所作過的歷史研究中，學到不少東西。我也從早期教

父和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的人物所寫的註釋書中，獲益良

多。但最後，我發現自己要寫的，只是一些我認為需要在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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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馬太福音神學註釋

裏說，以及對這個時代說的信息。所以，我嘗試不去寫關於馬太福

音的東西，而是嘗試讀寫馬太（write with Matthew），這假設了這

福音就是為我們寫的。

「讀寫」馬太，我所說的意思是重述馬太所告訴我們的那個故

事，就是拉納（Ephraim Radner；譯按：歷史神學家）所提出的那

種「沉思的複述」（ rumulative overlay）。因此，我想要做的是彷照

那些在中古和宗教改革時代所普遍的註釋書形式，即以一種道德寓

意（moral allegory）的方式來寫這本註釋書。讀者將會發現：希律

變成了那些代表死亡政治的「諸希律」（Herods）；文士和法利賽人

成為那些受這種政治「所雇用的知識分子」；我們若要脫離希律的

政治，我們就必須要走那些智者在遇上嬰孩基督之後所走的旅程。

這種「方法」—我肯定沒有把握說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有可

能會變得拙劣的。我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將會發現，馬太所說

的故事其實是在詮釋我們自己的。

我實在希望這本註釋書的讀者會發現，我所寫的文字其實是要

使他們渴望去重讀馬太福音。我不是要試圖成為一個比馬太更聰明

的人；反之，我只是試圖順從馬太的訓練。事實上，正如讀者將會

發現，我相信馬太的寫作目的是叫我們成為基督的門徒。我嘗試用

我寫作的方式—即是藉著重述馬太所說的故事—來顯示出那

企劃「如何」做到。

這本註釋書有自己的結構，在這個範圍內，我所寫的每一章

都只是相應著馬太福音的一章經文（有時我會將兩章經文合併而成

這本註釋書的一章，為了保持故事的連貫性）。對於馬太福音的結

構，有很多饒有趣味的討論，但我卻不大重視它們。我反而純粹認

為，最好視經文的章節為那有助我們閱讀的工具。所以，對於那些

會讀這本註釋書的仁慈讀者，我會建議他們先閱讀馬太福音那相應

的一章，然後才讀我對那一章的註解。然後我希望讀者會重讀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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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03

經文，讓註釋書光照他們第二次的閱讀。

我寫作的時候，有一個強烈的信念：註釋書的任務不是要用來

取代福音書的。因此，我希望我所寫的文字，不過是在突顯馬太所

要說的信息。我嘗試藉著自己所寫這份文本的措辭（grammar），

來照明出馬太的文本的措辭。我以為，這就是註釋書所要做的

事—即是讓我們成為更稱職的讀者，好去閱讀註釋書所註解的

經文。馬太福音是要訓練我們成為耶穌的門徒。我認為，透過我

所寫的註釋來學習閱讀馬太福音，只能稍稍幫助馬太福音以達成它

被寫成的目。

我寫這本註釋書時，也希望它的讀者會把這本註釋書當作一本

書來閱讀。換句話說，我希望讀者會用讀小說的方式來讀這本註釋

書。馬太福音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我們知道這故事的結局，

但即使我們知道那結局，也不會減少這故事的吸引力。我嘗試寫出

馬太在講述故事時的特性，就是那種具戲劇性的迫切感。讀者可

能希望讀到我對這段或那段經文的看法，但這本註釋書的可理解性

（ intelligibility），取決於他們是否連續地閱讀整本註釋書。

我嘗試註解每一章馬太福音，但卻不會列舉每一節經文，免得

令這本註釋書變得冗贅。讀者有時可能發現，他們甚至不清楚我

談到哪一節經文，但我希望這會令他們的閱讀更添趣味。不管「神

學註釋」（ theological commentary）對這本註釋書的含義是甚麼，

我嘗試以一種方式來書寫，那就是要鼓勵讀者自己去發掘和建立

關連。當他們能夠將自己連於經文的時候，他們就會發出感歎：

「噢！我現在明白了。」這至少是我自己常有的經驗，我也希望有

些讀者會分享到我這種經驗。

我希望我的寫作風格是悠閒的。我所面對的試探是常常想早早

說出一切。馬太福音的第一句就已經道盡一切，但在註釋書的第一

章就道出整本福音的信息，似乎並不明智。所以，我希望讀者們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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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馬太福音神學註釋

為忍耐，看看我在稍後的篇章有沒有詳盡闡述那個他們認為在早段

就應該被展開出來的主題。例如，我沒有在第一章展開成熟的基督

論（ full-blown Christology；我甚至不能肯定「成熟的基督論」會是

甚麼樣子的）。但我只是跟隨馬太的帶領，讓基督論的反省在跟隨

耶穌的過程中一直被闡述出來。

我也嘗試避免用任何的大論據（big argument）或單一的主題

（motif），來把經文中不同的元素組織起來。馬太已有一些核心關

注：教會和以色列的關係、律法的持續地位、聖殿的重要地位、耶

穌對以色列精英的挑戰所蘊含的政治性質，以及關於羅馬政權的含

義。但我嘗試避免將每一段經文都符合於單一議程。我確實強調

了馬太福音的政治（ politics），以及非暴力（nonviolence）在耶穌職

事裏的角色，但我希望我已避免讓馬太福音的政治特徵，成為「馬

太惟一關注的事」。馬太所關注的是上帝之子耶穌。這意味著馬太

福音的主題是無窮盡的，所以，它也不容許我們將馬太所講述的故

事塞進任何一個主題之下。

我發現撰寫註釋書很容易叫人掉進斷言（assertion）的陷阱裏。

我不是試圖拒絕堅持那些自己認為是真的東西。但斷言並不表示要

終止與別人對話。相反，斷言其實是糾纏的，在某程度上它有望能

啟發我們明白為甚麼當我們面向上帝的實在（ reality）時，我們可

以做的只是宣講我們所領受的。斷言，是人講述的故事所需要的措

辭，但那被講術的故事也應該會讓我們明白到，為甚麼若我們所說

的東西被視為是真的，我們就需要那些斷言。也就是說，斷言，是

關乎判斷的報告，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的。一切都要經過親身驗

證才可以作準。

我已嘗試尊重那些我看為是馬太福音的緘默和嚴肅的東西。我

們常希望馬太可以告訴我們更多。施洗約翰的門徒是誰？相對於

耶穌的門徒，馬太如何決定他們的地位？當耶穌還是小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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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05

祂是怎樣的？馬太只是將那些可以叫我們轉化成耶穌的跟隨者的資

訊，告訴我們。我嘗試尊重馬太的風格，他只說出我們所需要知道

的東西。我假設這是其中一個方面，使這本註釋書被稱為神學註釋。

讀者也將會發現，我通常嘗試迴避所有關乎意識的言語。例

如，我試圖避免這類說法：「馬太一定決定了要如此述說這故事」，

或是「耶穌明顯已想過這事和那事」。我們所知道的，就是經文所

說的。在經文的背後，沒有任何以「馬太或耶穌一定這麼想」的形

式，來表達的「背後」（behind）；也沒有任何具決定性的歷史解釋，

叫我們可以指出事情「真正這樣發生」（ really been going on）。真

正發生的是彌賽亞已經開展了上帝的國度。

因此，這本註釋書不會注意那所謂的「共觀福音的問題」

（Synotic Problem；編按：或譯「符類福音的問題」）。我也不會假

設，主後七十年的聖殿被毀，是閱讀馬太福音的關鍵。反而我會假

設，約翰福音、保羅書信和希伯來書，對馬太福音都作出了很好的

註解。我不知道這會否令我變成一個「文本內涉」（ intertextual）或

「文本外涉」（ extratextual）的詮釋者，但我嘗試以一些文本去閱讀

另一些文本。

在整本註釋書裏，我嘗試將我們的生命讀進馬太所說的故事

中。例如，我堅定地指出，教會採納美國人慣常的思考方式來閱讀

馬太福音，就只會扭曲我們的理解。我也不恥於提出，在猶太人遭

大屠殺之後，我們必須面對在閱讀馬太福音時所帶來的挑戰。馬太

福音的其中一個關注便是以色列那持續的重要地位，這立場讓我們

有機會反省教會和以色列民之間的關係。

有些人可能會感到困擾，因書中我對馬太福音所提出的一些閱

讀，正好加強了我以前的著作所採納過的立場。雖然常常有人批評

我對經文不夠認真，但我卻一直在嘗試忠於經文。那些批評我在

釋經上不到家的人，他們可能以我在這本註釋書的表現來引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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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馬太福音神學註釋

的看法，指出我對經文不夠專注。我希望這不是事實，雖然我也

不能否認，我的閱讀往往證實了那些在我仔細地閱讀馬太福音前已

作出的判斷。我嘗試避免扭曲經文來配合我自己的意思，但這不

代表我覺得人在經文面前可以是一張白紙。正如我在《解放經文》

（Unleashing the Scripture, 1993）一書中所提出的，我仍然認為一

間委身於非暴力的教會，較有可能是馬太福音的忠誠讀者。

我發現寫這本註釋書是甚難的。被要求為上帝的話作註解，

是一件駭人的工作。沒有甚麼事比這更嚴重了。我所寫的不能是

我的神學（my theology）。我希望我所寫的，將會被視為教會的神

學。我實在希望我從未寫過我的神學，不過，為經文作註解，到底

是有別於評論這個或那個神學議題。這本註釋書是辛苦寫成的，但

我希望有些人會在閱讀它時找到福音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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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一章
起初

「耶穌基督的家譜」（ the book of the genesis of Jesus Christ），

並不是一個普通的開場白。馬太福音起首就指出，耶穌這人的家譜

要求我們重新回到上帝最初的創造工作：「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創一 1）馬太認為，這就是我們認識耶穌這個人的故事的一個正

確方式，我們必須以上帝作起始點，因為耶穌就是上帝的彌賽亞。

所以，正如創世記告訴我們天地的來歷（創二 4），馬太福音也記

下了耶穌的家譜。對馬太來說，倒過來說也是對的。如果我們要

理解「起初，上帝創造天地」，我們就必須要明白耶穌的來歷。透

過耶穌我們可以正確地理解起初發生的事，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可以

看到結局。

有一段時間—也就是一般人稱為現代（modern）的時間—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同樣認為，人是否相信上帝，是基於你是否相

信世界有一個開始：「總要有些東西啟動這一切。」因此，上帝的

存在便解釋了為甚麼有東西存在，而非無物存在。不過，那位為了

證明存在物有一個開始的神（god），往往是我們幻想出來的，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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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馬太福音神學註釋

是那位透過耶穌而來到我們中間的。一個由馬太福音第一節的語言

所塑造的基督教信念指出，我們之所以知道一切都有一個開始，因

為我們已經在耶穌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復活裏看到那個結局。

終末論（ eschatology）是基督徒用來描述他們如此理解事物本

相的辭彙。終末論指出整個世界，包括我們本身，都被編在一個故

事之中。福音書假設了，特別是馬太福音，人要理解自己的存在

（ existence），那具決定性的方式就只有透過聖經所記下的故事。

我們將會看到，馬太福音明言，創造是這個故事的第一個行動，其

中牽涉以色列的被揀選、王權、罪、被擄和救贖。對馬太福音，甚

至是對四卷福音書來說，耶穌「總結」了以色列的歷史，以致猶太

人和外邦人都一樣可以活作上帝的子民。

這也是一個天啟故事（ apocalyptic story），揭示了自創世之時

起便隱藏起來的事。畢竟，創造不是日常會發生事情，而馬太相

信，耶穌的故事就是新的創造的故事。天啟語言遍佈於馬太所述說

的故事之中，乃是因為如此戲劇化的語言要標誌出，馬太所從事的

那項困難任務就是要幫助我們發現，我們必須怎樣學會理解那個在

基督掌管下的世界，以及怎樣存活在其中。

天啟，就是上帝的時間瓦解了世界的時間，好讓時間得到救

贖。天啟意味著在我們存活的世界以外，還有另一個世界、另一個

時間；但那個世界卻又原來是我們所活在其中的世界。正如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譯按：二十世紀德國詩人）所說的：「還有另

一個世界，是跟這個世界一樣的。」我們必須學習怎樣把我們所存

活的世界，看成父藉著子所創造和救贖的世界。此外，這個看見必

會引起一種政治，挑戰我們對事物本相的最基本假設。因此，馬太

福音是一個進行中的練習，幫助我們透過基督來觀看世界。1

拉希（Nicholas Lash；譯按：英國天主教神學家）在他所寫的

《相信獨一上帝的三個方法》（Believing Three Ways in One God）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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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一章 009

指出，以前的人曾以春節而非仲冬作為新年之始。拉希要我們留意

一個被稱為耶柔米的殉道史（Martyrology of Jerome）的五世紀日

曆，它將三月二十五日定為這樣的一個日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被釘、被孕育，而世界就被造成了。」

在這一日，上帝叫一切活過來，從無造有。祂以自己的

話，從無有造成一個世界、一個家。從貞女的腹中，基督

被孕育。從各各他那威脅世界的死亡中，生命從空墳墓中

得到重生。基督的驚駭是上帝之道所具有的人類脆弱性。

不過，正正是因為這樣的脆弱性、這樣降服、這樣絕對的

關係，才可以從黑暗中帶出那成就了的生命，罪得赦免。

（Lash 1993, 118）

耶柔米的殉道史的主張說得相當大膽，正如約翰福音的引言一

樣。約翰福音的引言實在為馬太福音的第一節，作了一個很好的

註解：「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

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

光。」這道有一個名字：耶穌基督，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在創

世時與父和聖靈同在。這些偉大的宣告叫馬太福音的每個字都活過

來；這令我們不禁猜想，可以說出這個故事的馬太到底是甚麼人。

歷史學家推斷，馬太可能是一世紀末住在安提阿、說希臘語的

猶太基督徒。對馬太福音那可能的作者進行的歷史探索，是有用

又有趣的研究。這方面的學術研究無疑可以為這本註釋書所提出

的很多判斷，提供資料。但基於這本註釋書的目的，我們談到馬

太福音的作者時，指的不過是那位大家都假設認識的馬太，用艾

來斯（Lewis Ayres；譯按：天主教神學家）的話來說，就是那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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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馬太福音神學註釋

「字詞的傳遞方式」而被認識的馬太（Ayres 2004, 32）。2 這跟馬太

自己的假設一樣，馬太視自己的任務不過是見證上帝的渴望—

透過耶穌基督來拯救整個創造。馬太寫福音書，是要叫我們成為

耶穌這個人的門徒，這就是說，我們若順服這個得贖世界的新實在

（ reality）而生活的話，我們就必須被更新。在耶穌之後，沒有東西

是「正常」的；又或者這樣說，在耶穌之後，因著祂那非凡的工作，

我們才可以「正常地」生活。

對於馬太來說，耶穌已經改變了世界，祂也提出要求，若我們

要活作新創造的子民，我們的生命便需要被改變。所以，福音並不

是一些資訊，邀請我們決定接受還是推卻。我們的任務，並不是以

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來明白馬太所說的故事；反之，在我們閱讀馬

太福音的時候，他要完全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馬太寫福音書，

是要令我們成為耶穌的跟隨者，成為耶穌的門徒。成為基督徒，不

代表我們要改變世界，而是代表我們必須活著，向世界見證著上帝

已經改變世界。因此，如果我們的生活方式可以帶出上帝對世界的

改變，我們就不應對此感到意外。

邁尼亞（Paul Minear；譯按：聖經學者）提出，馬太福音是訓

練門徒和先知的手冊：

耶穌的故事是清晰及有力的，全因它反映出上帝自創世起

所隱藏的目的，以及全因它是一個工具，以開始一個曾經

藉著先知學校（ school of prophets）所延續的使命。若有人

試圖從這文獻中，將地上耶穌的傳記，與祂屬天的來源和

後來的果效分別開來，那就破壞了跟馬太對話的機會。不

幸地，這是現今很多人研究福音書的結果。當我們將關於

耶穌跟隨者後期的使命的研究，跟這使命在上帝透過耶穌

的召命而傳達的計劃中的根基分別開來，也會產生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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