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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由马可的作者一到是到一都？有都有都譬有，
但是按照外证跟内证来讲 可以认为是
但是按照外证跟内证来讲，可以认为是
耶路撒冷的约翰马可最有可能。
首首首外证来来，
来来
AD125 小亚细亚都希拉波立都的的帕皮亚，
他是第一位声声马可是写成马可福音的作者；
后来也得到优西比乌的证实，在他的
教会历史当中 曾经写到帕皮亚的证词
教会历史当中，曾经写到帕皮亚的证词。
帕皮亚曾曾譬：马可就是彼得的翻译员。

马可都很很都很很很
彼得所记得的耶稣的言行、事迹，而而而
 不是按照耶稣所行的事迹、言行的时间次序先后来讲论
 是按着事情的需要、教会当时的需要
里对对都听众、包包
包包马可，讲讲有关由
讲讲有关由耶稣的言行跟事迹，
而马可里由彼得的传述，都都常都很都记载下来。

马可福音是是是是是是是最短的一卷书，
马太、路加福音，都要比马可福音来得长得多。
，都
因因耶稣几几几马可福音里里自我的限制，
叶雅莲 博士
譬譬譬
譬譬譬：
 他到家乡时，那里人的不信，他就不能多行神迹
 对门徒的描写，比较直接、比较刚硬
所所初代教会，常常常马可福音都都都几都都都都都都。
一一一
一十九世纪的下半叶所以，由由
以 由由来源批判学都的
都的的，
所以对三卷福音书作作更深入地了解所以以以以：
 奥古斯丁认为「马可福音是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的浓缩，
而写成的福音书」的这个理论，就被推翻
 一直到如今，大部分的学者都赞成
马可福音可能是最早形成的福音书

譬如首内证来来…
徙徙 12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马利亚家去。
徙徙徙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马利亚家去
 马可就是对对的就对是一位妇女的儿子，他就是约翰马可，
曾经跟巴拿巴 保罗一起到达耶路撒冷
曾经跟巴拿巴、保罗一起到达耶路撒冷，
参与了保罗第一次的宣教的旅行，
直走到旁非利亚的别加…
一直走到旁非利亚的别加


保罗以来几他都监狱书信是，曾曾曾一：
马可是他的同工 并且要提摩太把马可带到他这里来
马可是他的同工，并且要提摩太把马可带到他这里来，
而且也要歌罗西的教会接待马可。
马可跟保罗也有亲密的关系，
马可福音里面也带有保罗神学的影子可以证明


彼得前书，彼得曾曾曾马可是他都儿子。
马可几他很很耶稣的事迹都对的，
有参考彼得在哥尼流那 宣讲
有参考彼得在哥尼流那里宣讲
耶稣的福音、事迹时候的事情的顺序。

首从从内证，再来一
 马可福音文字
福音文字都简洁了当，
应该是出自于耶路撒冷长大的作者，
熟悉希伯来人的语言跟文化
 有使徒的观点，因为马可福音对使徒的评语
常常都是说他们是小信 说他们刚硬 愚顽
常常都是说他们是小信，说他们刚硬、愚顽，
从这这都譬有不应该是是是由别人都口口，
只只只是是是由使徒本人都
都一的譬的
的譬的
 马可福音带有目击者都的的，
譬如说提到两次彼得记起当时耶稣怎么跟他说的话，
就让人会觉得马可福音是出自一个目击者的记载
由由从由由都内证跟外证都从从的由
都从从的由，
因因一因因来譬，就会会
约翰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

另另，马可就里一从犹太人熟悉的传统作是一从解释，
对犹太人不需要解释，
对犹太人不需要解释
但对外邦的读者不熟悉的话，就需要解释。
譬譬譬：他有讲一
 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
 这是安息日的第一天
 这个是犹太人的习惯，在吃饭以前一定要洗手
 并且常常要洗杯、罐、床这些东西，
这是犹太人洁净的习惯
像从这这都讲像，都再再都都就从的是是对外邦的读者，
而而从最只只都地点是几对对都罗马，
因为罗马的教会可能在那个时候有这个需要。
可能是在尼禄王统治的时候，
教会有一些特别的需要，
所所马可就里他就就作马可福音。

关于这本书，到底它的读者、它的受书者到底是谁呢？
首马可福音都的的很几是看不出来，
必须要从传统、马可福音的内容去推敲，
才能够来作判断。
才能够来作判断
一因来譬，都都因马可福音最只只都地点是几罗马，
因因马可福音里由有几点的特色…
几点的特色
一、它它它有都外来语，像是拉丁文有关都从有希腊文，
譬如说：银钱 护卫兵 税 该撒 这些字
譬如说：银钱、护卫兵、税、该撒…这些字，
都是出自于拉丁文字根的字眼，
罗马的读者大部分都熟悉拉丁文
徙、它就常里它都亚兰文、希伯来文，翻译成里它都希腊文，
就就就就里都因里就就就、希希来就可能不熟悉，
譬譬譬：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
大利大古米就是说女孩起来，
以法大就是开了吧，像这样的字眼…

马可福音成书日期是是是对的是？也是不太容易决定都事事，
也是因为福音书里面并没有特别的资料，
也是因为福音书里面并没有特别的资料
来讲明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有有有曾曾以以，几
有有有曾曾以以
几昆兰的社团里由有徙里里里，
里由有徙里里里
是就几三个蒲草纸由由，
 发现有几封信里含有马可福音的某些经文的段落，
发现有几封信里含有马可福音的某些经文的段落
因此就认为这十五封信在三个蒲草纸的发现，
它的写作日期是早在 AD46，
所所都因马可福音成书日期只只AD40 左左
 但是后来他们也发现，这十五封信里面
有九封信的内容不是属于马可福音的
而而成书的日期譬如是那么早都的
都的，有一的
有 的不太可能，
因因马可福音沿它作一从背景资料，
这些背景资料对马可来讲，
很可能在这么早的时候并没有成形。

另另有因推敲…
林以 18 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
林以林
我们还打发 位兄弟和他同去

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
从都弟兄，它有有有许许就是对对都路加。
众教会为什么会对他赞许呢？
因因都只只路加几就的对的，已曾写成了路加福音，
譬如哥林多后书成是成成许成是几AD56，
所以路加福音的成形
很可能就要早在 AD50、或是更早一些。
一一就讲 他参考了许多的资料，
路加福音一一一就讲，他
都只只就是包括马可福音，
所所马
马可福音
音都成成就都成路
路加福音更早
音更早，
就就都只只也是几AD46 左左。
但是如果把马可福音的日期放在 AD46 左右的时候，
也是很难证明马可所沿用的资料，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形。

只徙可14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有因许成是跟AD70 圣城被毁都对的有关，
也就是譬马可福音都只只
是在 AD70 之后才写成的，
是对当时情况的 个记载。
是对当时情况的一个记载
但是一因来讲，圣城几在在在都对的，
是维斯帕先将军 后来先回去了
是维斯帕先将军，后来先回去了，
因为罗马皇帝的驾崩他就回去，
由他的儿子提多继续围攻耶路撒冷。
提多就对的几在在那那那那都对的，
后来是以大火把圣城毁灭。
几就的对的譬如譬：
「站在圣地的那个不该站的地方」
是指罗马提多将军的话，就有一点不太合适。

至由有从的至像爱任纽，曾曾声声：
在彼得 保罗离开罗马的时候 马可才开始写马可福音
在彼得、保罗离开罗马的时候，马可才开始写马可福音，
优西比乌犹太的历史学家，是在彼得去世以后才成书…
但是从这都譬有但但有而一所有教父都会会，
都会会
几就在在在都革利免、俄利根，并不支持从这都譬有，
认为马可福音是在彼得还没有去世以前 就已经写成了
认为马可福音是在彼得还没有去世以前，就已经写成了…

马可福音最可能都成是成成，只只是几
尼禄皇帝逼迫罗马基督教会的时候，
尼禄皇帝逼迫罗马基督教会的时候
也就是在彼得殉道的前后。
 彼得殉道最只只都成成是几尼禄皇帝统治的后半期，
AD64 – AD65 在彼得去世之前，马可已经写完马可福音，
在彼得去世之后 他才立刻地出版
在彼得去世之后，他才立刻地出版…
 都只只是因作当时教会的需要，
因为 时教会面临了尼禄所给予教会的逼 ，
因为当时教会面临了尼禄所给予教会的逼迫，
也就是在彼得刚去世之后、就立刻出版的日期

因因就的对的几罗马，是它大火焚烧圣殿、圣城，
只是几 马只是是徙可马
但有来一大火烧这个地方都很很，
那个时候罗马的军队已经围困了圣城，
那个时候罗马的军队已经围困了圣城
那时候叫犹太人要逃到山上去，已经来不及了。
所所马只是是徙可马 都很很，
都很很
 不应该是罗马人围困圣城，AD70 的时候
 反而是应该在更早的时候，
反而是应该在更早的时候
可能是出自于耶稣的预言，
那是将来的事情
关由从从有有都首马可福音里由都内证、外证来来，
比较倾向马可福音的成书日期是在 AD60 的中期。
但是成书日期都首以，
是是几 AD70 之之
之之，或或几
或或几AD70 之以
之以，
对马可福音的解释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马可福音成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因来讲有一几的一因
因来讲有一几的一因…
一、为了要保存传统：
第一一都见证人，包包彼得、保罗，
他就就快要过世了，
他就所知道的，尤尤是
尤尤是彼得
里由耶稣的言行，知知而都常都知知，
如果他们离 了以后，将来的教会，
如果他们离世了以后，将来的教会，
对于耶稣的言行事迹想要保存下来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它写成文字档。
对当也当当都提醒各都的各，
都一不是它
都
不是它成书的资料
，都成
都成口传的资料
更更很，
更更很
书
传
 因为福音书很多的资料是根据口传资料
 口传资料也有它的珍贵性
对当成书的资料只所保存得更久。

可、都要要神国真真都本质是是是
 在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讲说：神国已经来到了！
在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讲说 神国已经来到了！
神国是在耶稣的言行当中来到
 但是它将来真正的落实，是在耶稣还要再来的时候
但是它将来真正的落实 是在耶稣还要再来的时候
所所当时的教会几面临逼迫都对的，
就一一几
就
一几等候神国即刻的来到。

马可都再一几要他都福音书来曾来当初的读者：
神国现在 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来到
神国现在，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来到，
已经在教会当中；
但是它真正的落实还还都一段时间
段时间。
几它还没有来到以前，教会将要坚忍、
要能够 住耶稣当时对门徒的提 ：
要能够记住耶稣当时对门徒的提醒：
要能够忍耐、并且要能够相信。
将来神国至至就成因一棵大树，
好像本来是一个芥菜子、但是至终会长成成为一个大树。

徙、对对都教会由面面一有危机，有可有都有都譬有…

1. 当时罗马在尼禄皇帝统治时代，正在逼迫当时的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对于「末世论」的看法出现了危机，
因因马可
马 就马可福音来纠正
纠 的就里由末世论都来有
2. 对「基督论」产生了危机，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认为
耶稣可能是希腊罗马的神人 样 会行很多的神迹奇事
耶稣可能是希腊罗马的神人一样，会行很多的神迹奇事，
从的里由耶稣的基督论也是一的不正确的看法
3 马可福音就的对的是那都鼓励对对受逼迫的教会，
3.
让他们从耶路撒冷、从教会出来，
重新回到加利利 然后来重新出发
重新回到加利利，然后来重新出发
从可有都譬有，首从的马可福音的文脉来来并不完全地正确，
但是可以知道马可福音确实是为了当时教会
他们如何面临尼禄所造成的逼迫的需要，
而写下来的、是没有错的，
但是都是因作这三个观点的纠正，就是不一定的事情。

是、受苦的弥赛亚跟十字架…
强强犹太人所盼望都、
都 教会所盼望都弥赛亚，
并不是一个属于君王性的、政治性、得胜性的弥赛亚。
耶稣第一次来
耶稣第
次来都对的他就的的强强：
他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在马可福音三次的预言他要受苦，
几林31、九
九31、徙
徙31，都有都都都强强
都有都都都强强。
也是里当时的教会，曾来他就还都背起他们的十字架，
但而都来跟并弥赛亚的脚踪
里、里对对都一的劝戒，让他就知知
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跟耶稣受苦的方式要来相衬
六、因作宣教的目的，
让教会能够有资料、有材料可以依循，
让教会能够有资料、有材料可以依循
但而只并让下一代的教会只并能能都都很由
当时的耶稣所作的教导、
传讲耶稣的福音的故事来作预备。

从的马可福音都体裁也只所也成都有都也由，譬譬譬：


有因有有它都体裁是一的「传记」都就有，
一像希腊罗马时代的传记。
 但是希腊罗马时代的传记，
但是希腊罗马时代的传记
大部分都是英雄式的人物
 马可福音讲的耶稣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
马可福音讲的耶稣是 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
所所但都是就是像是对对希腊罗马的传记文学



另另有因有有，它是一的「
另另有因有有
它是 的「戏剧」，
譬譬譬马可福音有深层的结构，它里由是有存在主义、
所以现象学由都有有都上上，
 戏剧是比较有戏剧性的效果
 但是马可福音并不是跟戏剧性的那种效果有关，
但是马可福音并不是跟戏剧性的那种效果有关
它是比较属于福音性、比较严肃性的
而而马可福音里由
里由，一到有但有
一到有但有深层的架构是？
也是值得怀疑都事事

关由从这这都因马可福音是有由福音的体裁，
尤很也有美中不足都都也
都都也，
因为马可福音它也有介绍耶稣门训、
弥赛 奥秘等其
题。
以及弥赛亚奥秘等其他的主题。
所所从的马可福音来讲，
 它是一个神学加上叙事体的文裁
 马可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就几要要马可都对的，
就常马可的风格向各都的各来要要…



另另一有都因是跟犹太的历史小说有关，
犹太的历史小说是成是几讲当时他就所崇敬的伟人，
他们的敬虔、美丽、智慧…特质，
而且非常强调国家主义跟律法主义。
而且非常强调国家主义跟律法主义
但是耶稣几马可福音都要要里由，
他却是跟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他是反对的，
他却是跟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他是反对的
而且并不是那么推崇法利赛人的古人传统。
因因跟犹太的历史小说都上上事的来来
都上上事的来来，也有
也有很大的出入。



马可福音都体裁一到是是是，有因譬它是有由福音，
它是为了当时的初代教会如何去传福音而写的 个体裁，
它是为了当时的初代教会如何去传福音而写的一个体裁，
它跟 对徙34~43 都上上都像，彼得几哥尼流家是，
譬如来如讲耶稣的事迹，就是就就从的也就：
就是就就 的也就
开始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准备工作，然后耶稣出来
在加利利周游四方，施洗约翰下监了以后，
耶稣就在加利利跟耶路撒冷之间做服事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