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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要感激基督教知識促進會（SPCK）再一次

樂意把我在坎特伯里座堂的聖周短講（2010 年）

公諸於世。本書的內文都是演講的謄寫稿。除了

一兩點補充及回應當時的現場提問，幾乎都沒有

經過潤飾。這次演講沒有刻意反映近代的馬可福

音學術研究成果。當然，我也不希望所講的與這

些學術研究成果互相矛盾。我在是次演講的目

的，只是簡單地建議大家怎樣慢讀這一卷以匆忙

和內容擁擠見稱的福音書。

正如我在本書第一章指出的，由於馬可福

音相對較少講述耶穌的早年生活、教導職事、復

活顯現等方面，所以在教會的崇拜禮儀中也往往

稍微備受忽略。另外，自十九世紀初期，有些關

於基督教本源的論述，則以馬可福音為耶穌故事

簡單和不加修飾的版本，其後馬太、路加和約

翰（尤其是最後者）在其上加入複雜細節編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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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誠然，馬可福音的簡潔和緊湊，使其別樹一

幟；可是，如果因此以為這卷書是「幼稚」和「原

始」的話，則顯然有誤。整本馬可福音由始至終

均充滿神學識見，與別的福音書不遑多讓，只是

馬可將真知灼見體現於嫻熟的講故事技巧和精妙

的辭令之中。運用看似簡單的故事講大道理需要

極高技巧，馬可是一位精於此道的大師。

為了這個原因，我把這些演講稱為幫助我們

慢讀馬可福音的嘗試，力求穿透表面上簡單的字

句，進到內裏更深的主題。最重要的一點是，我

們還要從不同角度聆聽馬可對我們的挑戰，不單

單是閱讀文本，更要把自己暴露在一個嶄新而轉

化生命的關係面前，而這關係的對象就是馬可福

音的主角。這福音書的宗旨，是叫我們面見那讓

人驚訝並超乎人之所望與所能的，就是藉着這樣

的會遇，我們能一點一滴的逐漸改變，成為不一

樣的人，能夠真正明白，耶穌的生、死和復活向

我們作出了甚麼要求，並帶來了怎樣的可能性。



引言 / 9

我盡量叫自己不要假設讀者對經文或古代世

界已具備一定的背景知識。如果搞錯了些甚麼，

請原諒我。我引用了好些重要的教內作者說過的

話，因為他們都曾因馬可這卷書，確鑿無疑地感

受到書中所說的那位是真的。我所盼望的是，讀

了這些默想文章的人，會得到鼓勵去回頭翻開馬

可筆下這卷小書，讓這卷福音書重新感動他們，

並同蒙書卷中那位永活上主的光照。

感 謝 常 常 為 我 錄 音 謄 寫 的 古 道 爾 夫 婦

（Jonathan and Sarah Goodall），也感謝基督教知識

促進會的羅腓力（Philip Law）對怎樣整理稿子提出

進一步的建議，還要感謝所有來聽課的人，課後

提問非常有深度。謝謝坎特伯里座堂（Canterbury 

Catherdral）的主任牧師、座堂議會和詩班鼎力襄

助，玉成是次講座。

羅雲．威廉斯 
劍橋

2014 年大齋期



1 

福音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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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在福音書中有點像灰姑娘。歷代

以來，這卷福音書在教會公共崇拜的亮相機會總

比別的福音書少；也從來得不到學者和聖徒的垂

青，沒有寫下百科全書般的註解。聖約翰福音就

不一樣，教會歷史裏頭稍有地位的，都好像有意

為它寫一本註解。不論是在早期的或是中古的教

會，聖馬可福音都很少得到著名解經家垂青。短

小的篇幅，叫人以為這卷書沒有其他福音書那麼

重要；它的用詞和風格也好像十分直截了當（只

是好像而已，第一章我們再看下去，就會知道不

是這樣）。在基督教會年曆中最嚴肅的一周，即

復活節前的幾天，在公共崇拜念誦的都是約翰福

音和馬太福音的經文；後來還吸引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為這兩卷福音書配上偉大的樂章

（其實他也寫過馬可受難曲，只是沒有流傳下

來，很可能因為這卷書在聖周的恆常禮儀中從來

沒有佔過重要席位）。

然而，馬可福音還是在不同類型讀者當中產

生了非凡的影響。二十世紀兩位頂尖的基督教傳



1 福音本源 / 13

道者—其中一位依然健在—都說，他們歸

信基督教，乃是直接讀馬可福音的結果。著名德

國新教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曾於 1945

年在蘇格蘭成為戰俘；他和同伴剛看過貝爾辛

（Belsen）和布坎瓦特（Buchenwald）集中營的恐怖

照片後，如夢初醒驚覺自己一直在替作惡多端的

政權賣命！那時莫特曼既無信仰也無神學背景，

但當隨軍牧師給了他一本聖經：

我一口氣讀了整部馬可福音，看到基督

受難的記載；祂死前大喊說：「我的上

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我感到

自己裏面有很強烈的信念：福音書中的

這一位能夠完全了解你；在你向上帝呼

喊的時候，祂與你在一起，也感受到你

現在那種被遺棄的痛苦……就這樣，我

重拾活下去的勇氣。
1

已 故 都 主 教 安 東 尼． 布 倫 姆（Metropolitan 

Anthony Bloom）也有類似的經歷。他把俄羅斯正



14 / 慢讀馬可：在微妙福音中與主相遇

教禱告傳統介紹給西方世界的貢獻功不可沒。他

年輕的時候對信仰多有懷疑。有人請他去參加營

會，他聽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正教神學家講道，大

為光火，非常反感。回家之後，決心細讀福音

書，要證明基督教是多麼空洞愚昧。他決定從馬

可福音入手，因為篇幅最短。

當時的感覺就好像走在街上有時候也有

的：你忽然回轉，只因你感覺後面有人

盯着你。我一直讀下去，差不多來到第

三章，突然感到桌子前有人站着……

    我馬上意識到：若基督活生生地站

在我面前，那就表明，祂當然是復活了

的。
2

就這樣，他馬上歸信基督教，畢生踐行不

休，七十年來付出多少高昂的代價，帶領許多人

去承認他所遇見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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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福音？

聽過這樣的見證，若我們還對這卷福音掉以

輕心，則顯然過於莾撞。然而，這確是一本令人

困惑的書卷，在第一世紀和今天的情況並無多大

分別。聖保羅的書信告訴我們—這時候，馬

可福音應已寫成—「福音」這個字（希臘文為

euangelion，意即好消息），已成為當時基督徒的慣

用語，作為基督教故事和基督教信息的簡稱。以

《關於耶穌的福音》為書名，對當時的基督徒而

言並不足為怪。但如果你不是自己人，看到這樣

的書名，你會怎麼想？ Euangelion 其實是政治宣傳

的術語。Euangelion 直譯是「一件好消息」或「令

人喜悅的信息」，是古代官方的慣用語，多用於

政府的重要公告。好像白金漢宮或唐寧街 10 號的

新聞發布，要宣布公眾關注的重大事情：王子訂

婚、獲授勳銜、公主分娩、打敗德軍、攻下波斯

帝國邊界城市等。這都是值得高興的消息，但不

僅如此，這些消息也多多少少對大眾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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