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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福音是最富猶太性的福音書，因而被稱為「 教會的福音

書 」。它雖有二十八章，卻不是四卷福音書裏最長的一卷（ 按篇幅內容

計算，路加福音才是最長的一卷福音書 ）。就如它在新約書卷排列的次

序一樣，由公元二世紀初開始，它在福音書中的地位已經排於首位。

直到今日，它仍可說是最受歡迎和最被教會廣泛使用的福音書。

關於馬太福音較詳細的導論可見於卷上的第一章，筆者在此只簡

述卷上導論中某些內容以作引介。

1.1 作者

有 關 馬 太 福 音 最 早 的 資 料，來 自 優 西 比 烏（ E u s e b i u s o f 

Caesarea ）提到帕皮厄斯（ Papias of Hierapolis ）的一段話：「 馬太以

希伯來方言把聖言寫下來，大家各盡所能加以解釋。」（ 參「 教會歷史 」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39.16 ）故此，「 馬太福音 」這書如此命名，

可能因為很早的傳統已認為馬太就是「 馬太福音 」的作者。這馬太就是

耶穌其中一位門徒稅吏馬太，他的名字在此福音書中出現過兩次（ 九

9，十 3 ）。

這傳統的說法遭到反對，其理由有兩個：第一，今天的馬太福音

似乎是以希臘文寫成，不像從希伯來語翻譯而成的。這與帕皮厄斯的

說法不吻合。第二，根據「 兩源假說 」（ Two-Source Hypothesis；參

卷上 1.3「 寫作取材 」，頁 8 ），若馬太福音的作者是十二使徒之一的

馬太，他必定一直跟隨耶穌傳道，如此，他為何需要以馬可福音作為

藍本去撰寫他的福音書？這些問題使今天的學者再思誰是馬太福音的

作者。或許馬太福音是一份匿名作品，但撰寫這福音書的人一定對猶

太人生活和文化，甚至對律法的認識，有切身和深入的了解。故此，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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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身可能是一位操希臘語的猶太人，甚至也曾是一位文士（ 參十三

52 ），以至他能寫出一本被視為四福音中最具猶太色彩的福音書。

無論如何，筆者接受「 馬太 」為馬太福音的作者，這是早期教會

傳統的看法；然而，筆者看「 馬太 」這名字只是用作稱呼馬太福音的作

者，它不帶任何身分的指向（ 參卷上 1.4「 作者 」，頁 10 ～ 13 ）。

1.2 寫作日期與地點

現今很少學者仍以馬太福音為公元 70 年前的作品。建基於「 兩源

假說 」，大部分學者均以公元一世紀末葉（ 約 85 至 95 年間 ）為馬太福

音成書的時間。從安提阿的伊格那丟（ Ignatius of Antiochus ）、帕皮

厄斯的作品，以及「 十二使徒遺訓 」（Didache ）可見，早期的教父都

認識馬太福音，這顯示馬太福音應在公元 100 年前成書。此外，馬太

福音二十二章 7 節可能是反映公元 70 年羅馬毀滅耶路撒冷城的情景，

再加上馬太極可能以馬可福音為藍本來撰寫其福音書，這都顯示馬太

福音是寫於公元 70 年之後，估計是在 80 至 90 年間。

至於寫作地點，馬太福音極可能是寫於敍利亞。從內證看，馬太

福音四章 24 節（「 他的名聲傳遍了敍利亞 ……」）曾出現「 敍利亞 」這

地方的名字。從外證看，此書卷常被敍利亞一帶地方的教會引用，例

如伊格那丟的作品及「 十二使徒遺訓 」。此外，馬太福音本身包含了相

當的猶太性，同時也有極其普世性的言論，前者如「 耶穌差遣這十二

個人出去，吩咐他們說：『 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

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十 5 ～ 6 ），

後者如「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終結才來到。」

（ 二十四 14 ）這卷書的信息既是與居於敍利亞的猶太人有關，亦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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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人有關，那它成書的地點定必是一個有相當數目的猶太人和外邦人

居住的地方，例如敍利亞的安提阿、凱撒利亞．馬利提馬（ Caesarea 

Maritima ）、埃及的亞歷山大，甚至耶路撒冷等。特別值得在此一提

的是，彼得在馬太福音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輕，有好幾段經文選段都與

他有關，例如：耶穌呼召第一對兄弟作門徒裏，彼得是其中一位（ 四

18 ）；彼得亦常以門徒的代表這身分說話（ 十四 28，十七 4 ）。再者，

對於一卷這樣著重彼得的福音書來看，以敍利亞的安提阿作為馬太福

音成書的地點會是一個很適合的選擇。彼得和保羅在這地方曾因與外

邦信徒共同用膳這議題起了爭論（ 參加二 11 ～ 14 ），而安提阿教會的

立場似乎偏向彼得；自此保羅亦與巴拿巴分手，並與自己的學生開始

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漸漸與安提阿（ 及耶路撒冷 ）的教會疏遠。就著

彼得在安提阿教會的角色，若以安提阿作為馬太福音的成書地點，或

許也是合適的。

1.3 文體、寫作取材與編修

福音書的文體屬於古代世界的「 傳記 」（ 拉丁文：vita ）體裁，這種

體裁本身不是起源於基督徒的，福音書的作者只是將當時希羅世界的

寫作方法應用在記述耶穌的事迹上，而耶穌成為傳記的主角。

至於馬太福音的取材，「 兩源假說 」正可以用作輔助建構馬太福音

的成書材料。簡言之，馬太福音的作者採用了馬可福音、Q-典（ 關於

Q-典的討論，可參卷上 1.3「寫作取材」，頁 8 ～ 9），即「耶穌語錄」，

以及獨特的馬太福音材料去組成他的福音書。在這個粗略的框架下，

馬太福音的作者編修了他所能搜集到的材料，再根據他的信仰立場（ 或

神學觀點 ），以及所期望要傳遞給讀者的信息，在聖靈感召的帶領下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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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他的福音書。因此，馬太福音並不是一部純粹的歷史報告，它也包

含材料的篩選和整理 —就像路加福音寫作的過程般（ 參路一 1 ～ 4；

另參約二十 30 ～ 31 ），為要將書中的信息傳遞給讀者。在這意義之

下，以及從它的內容看，馬太福音是一本寫給耶穌的跟隨者的書。

1.4 馬太社羣、寫作目的與神學

論到「 馬太社羣 」（ Matthean community ），所指的並不是一個

由歷史背景重構出來的羣體，而是從經文勾畫出來的一個文學建構

（ literary construct ），有關這方面詳細的討論，可參卷上（ 卷上 1.1.1

「 馬太社羣 」，頁 2 ～ 3 ）。馬太福音是一份複雜的信仰文本，若將之放

置在公元一世紀末，特別於公元 70 年後耶路撒冷聖殿被毀後的猶太人

生活世界，是最適切不過的。建基於這個假設的場景，筆者嘗試從馬

太福音的作者的背景出發，透過他的文本將他向他的讀者所傳遞的信

息呈現出來，而這羣讀者就是「 馬太社羣 」。

在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的聖殿被毀後，猶太人再次努力去重建他們

的信仰。與此同時，一班跟隨了耶穌，成為他門徒的猶太人，同時也

著力去建立和鞏固他們自己的身分。他們從沒停止理解自己

為屬於猶太世界裏的一羣，但因著他們跟隨了耶穌，以他為

基 督，他 們 便 開 始 發 展 出 自 己 社 羣 的「哈拉卡」（ 參 卷 上

3.1.1.2「 約翰的信息 」〔 三 7 ～ 12 〕，頁 71 ～ 73 ）—其意

思是：他們因著歸信了耶穌為基督，他們的信仰行為便慢慢

與他們原本實踐的猶太信仰有所不同，因而使他們一方面從

原本的猶太信仰的主體逐漸區分出來，另一方面亦因為這個

「區分」，使這社羣（即「馬太社羣」）與原本的猶太社羣之間產生差異，

「 哈 拉 卡 」在 希 伯

來文意指「行走」，

引 申 解 作 生 活 行

為，是猶太教口傳

律法的文獻。這些

文獻記述猶太教演

進中逐漸形成的猶

太宗教禮儀、日常

生活和行事為人的

律法和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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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引起一些張力、甚至衝突。馬太福音就在這種張力下寫成，旨在

於借助馬太福音的耶穌的教訓，幫助馬太社羣成員去自處，以及面對

這種因基督信仰的出現而產生的猶太世界的內部調整。因此，馬太福

音是最富猶太性的一卷福音書，因它是處理猶太人跟隨了耶穌而引起

的議題。

從以上觀點延伸去看，馬太福音的耶穌不是來廢除舊有的律法，

而是要成全它，甚至要比文士和法利賽人做得更好。無可否認，馬太

福音有不少對猶太人，特別對文士和法利賽人的不客氣描述，也預言

了他們將要接受審判，但這些都不是從一個基督教取代猶太教的角度

出發的，而只是屬於猶太信仰裏的內部討論，並來自公元 70 年後的社

羣在語言上的競爭。馬太福音雖然強調它的猶太性，但它的神學反思

並不能看為「 流別式 」（ sectarian ）的神學，因為它的宣講對象並不只

限於猶太人。在福音書結尾可見，復活的耶穌所頒布的大使命，吩咐

門徒要去使「 萬民 」作他的門徒，這裏所指的「 萬民 」同樣包括外邦人

與猶太人。誠然，馬太福音的開頭雖然十分著重耶穌是猶太人的彌賽

亞，但故事發展到福音書結尾之時，卻顯示出耶穌不只是為猶太人而

來，也不只是向猶太人傳講天國的福音，也是為「 萬民 」而來。

耶穌是復活的主，他是擁有天上、地下權柄的王者，他更是引領

人行出「 更高的義 」的新摩西（ 有關耶穌是「 新摩西 」的討論，可參卷上

1.1.1「 馬太社羣 」，頁 3 ），以及與門徒「 天天同在 」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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