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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大綱
• 彌賽亞的到來(1:1–2:23)

• 施洗約翰為彌賽亞王國的到來做準備(3:1–17)

• 彌賽亞耶穌開始推展彌賽亞王國(4:1–25)

• 彌賽亞的信息：門徒的天國生活(5:1–7:29) (第一段講論)

• 彌賽亞的能力: 力量的展示 (8:1–9:38)

• 主門徒的使命 (10:1–42) (第二段講論)

• 對彌賽亞的逼迫開始出現(11:1–12:50)

• 用比喻揭示的彌賽亞王國之奧秘 (13:1–53) (第三段講論)

• 彌賽亞的身份逐漸顯明 (13:54–16:20)

• 開始揭示彌賽亞將要受的苦難(16:21–17:27)

• 揭示天國中百姓的關係(18:1–20:34) (第四段講論)

• 彌賽亞對耶路撒冷擁有的權柄 (21:1–23:39)

• 彌賽亞的再來和審判(24:1–25:46) (第五段(橄欖山)講論)

•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彌賽亞(26:1–27:66)

• 彌賽亞的復活和他的大使命 (28:1–20)

登山寶訓

37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
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38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
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39 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
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 (Mat 10:37-39 CUS)

撒種的比喻/稗子的比喻/芥菜種和麵酵
的比喻/藏寶，尋珠，撒網的比喻

天國裡誰最大/饒恕七十個七次/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預言聖殿被毀/大災難的日子/人子必駕雲降臨/警醒準備/
十個童女的比喻/按才幹接受託付/綿羊與山羊的審判

耶穌復活

耶穌的降生和準備事工
受試探/傳道/呼召四門徒

9個神跡/呼召馬太

差遣12門徒

施洗約翰的疑惑/法利賽人的逼迫

五餅二魚/彼得認耶穌是基督

預言自己的受難和復活/耶穌登山變象

騎驢進耶路撒冷/潔淨聖殿/基督是大衛的子孫/大衛稱他為主

婦人用香膏膏主/猶大出賣耶穌/最後的晚餐/耶穌被捕/受審/被釘十字架/死後被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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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出埃及/曠野四十年/西奈山接受律法/摩西五經

耶穌/出埃及/曠野四十天/登山寶訓/五段講論

耶穌是彌賽亞/是大衛的主/由聖靈受孕/是神道成肉身

耶穌基督的來臨→天國→天國子民

好消息/傳福音/使萬民得救！

6/6/2021

https://www.esv.org/Matthew+1%E2%80%932/
https://www.esv.org/Matthew+3/
https://www.esv.org/Matthew+4/
https://www.esv.org/Matthew+5%E2%80%937/
https://www.esv.org/Matthew+8%E2%80%939/
https://www.esv.org/Matthew+10/
https://www.esv.org/Matthew+11%E2%80%9312/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1%E2%80%9353/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54%E2%80%9316%3A20/
https://www.esv.org/Matthew+16%3A21%E2%80%9317%3A27/
https://www.esv.org/Matthew+18%E2%80%9320/
https://www.esv.org/Matthew+21%E2%80%9323/
https://www.esv.org/Matthew+24%E2%80%9325/
https://www.esv.org/Matthew+26%E2%80%9327/
https://www.esv.org/Matthew+28/


馬太福音大綱 (3)神國對人民生活的影響

• 彌賽亞的能力: 力量的展示 (8:1–9:38)
• 神跡, 門徒(8:1–9:8)

• 神跡1: 潔淨長大麻風的病人
• 神跡2: 治好百夫長的僕人
• 神跡3: 治好彼得的岳母
• 要跟從耶穌的人 (8:18-22)

• 神跡4: 平靜風和海
• 神跡5: 治好加大拉被鬼附的人
• 神跡6: 治好癱子

• 門徒、神跡和工人(9:9–38)
• 呼召馬太 (9:9-13)

• 耶穌論禁食
• 神跡7: 使管會堂的女兒復活
• 神跡8: 醫治血漏的女人
• 神跡9: 治好瞎子和啞巴
• 莊稼多工人少 (9:35-38)

• 主門徒的使命 (10:1–42) (第二段講論)
• 耶穌差遣十二使徒去以色列短宣前的教導 (10:1–15)
• 使徒會受到逼迫——向世界長期宣教的教導(10:16–23)
• 宣教士應有的特徵 (10:24–42)

• 應該怕誰
• 跟隨主的代價
• 所得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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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8:1-9:38 彌賽亞的權柄：展現了神國的大能。耶穌通過他的教導（5-7章）在話語上表明自己是彌賽亞，
現在通過許多神跡表明自己是彌賽亞，表明神國確實已經到來。

醫治

門徒訓練

得勝撒旦的權勢

https://www.esv.org/Matthew+8%E2%80%939/
https://www.esv.org/Matthew+8%E2%80%939%3A8/
https://www.esv.org/Matthew+9%3A9%E2%80%9338/
https://www.esv.org/Matthew+10/
https://www.esv.org/Matthew+10%3A1%E2%80%9315/
https://www.esv.org/Matthew+10%3A16%E2%80%9323/
https://www.esv.org/Matthew+10%3A24%E2%80%9342/


耶穌的權柄

• CUS  Matthew 8:1 耶穌下了山，有許多人跟著他。

• 2 有一個長大麻瘋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 3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他的大麻瘋立刻就潔淨了。

• 4 耶穌對他說，你切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對眾人
作證據。 (Mat 8:1-4 CUS)

• 11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向祭司問律法，

• 12 說，若有人用衣襟兜聖肉，這衣襟挨著餅，或湯，或酒，或油，或別的食物，便算為聖嗎？
祭司說，不算為聖。

• 13 哈該又說，若有人因摸死屍染了污穢，然後挨著這些物的那一樣，這物算污穢嗎？祭司說，
必算污穢。

• 14 於是哈該說，耶和華說，這民這國，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們手下的各樣工作，都是如此。
他們在壇上所獻的也是如此。 (Hag 2:11-14 CUS)

對神的信心

神的權柄和能力

耶穌已經超越了律法: 觸摸麻風病人而沒有被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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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ianic secret see 9:30; 12:16; 16:20; 17:9.

https://www.esv.org/Matthew+9%3A30%3B+Matthew+12%3A16%3B+Matthew+16%3A20%3B+Matthew+17%3A9/


Messianic secret
• CUS  Matthew 9:30 他們的眼睛就開了。耶穌切切地囑咐他們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

(Matt. 9:30 CUS)

• 15 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裡，有許多人跟著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16 又囑咐他
們，不要給他傳名。 (Matt. 12:15-16 CUS)

• 17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
的父指示的。 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他。（權柄原文作門） 19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
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20 當下，耶穌囑咐門徒，不可對人說
他是基督。 21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 (Matt. 16:17-21 CUS)

• 5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6 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 7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
起來，不要害怕。 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裡。 9 下山的時候，耶穌吩咐他們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Matt. 17:5-9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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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長的信心

• 5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

• 6 主阿，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疼苦。

• 7 耶穌說，我去醫治他。

• 8 百夫長回答說，主阿，你到我捨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

• 9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
我的僕人說，你作這事，他就去作。

• 10 耶穌聽見就希奇<2296>，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
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 11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 12 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 13 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他的僕人就好了。 (Mat 
8:5-13 CUS)

4 耶穌對他們說，大凡先知，除了本地親屬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5 耶穌就在那裡不得行什麼異能，不過按手在幾個病人身上，治好他們。
6 他也詫異<2296>他們不信，就往周圍鄉村教訓人去了。 (Mar 6:4-6 CUS)

<2296> θαυμάζω (thaumazo) Meaning: to marvel, wonder

6



彌賽亞角色:醫治者

• 14 耶穌到了彼得家裡，見彼
得的岳母害熱病躺著。

• 15 耶穌把她的手一摸，熱就
退了。她就起來服事耶穌。

• 16 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
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
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
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 17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
話，說，他代替我們的軟弱，
擔當我們的疾病。 (Mat 8:14-
17 CUS)

8

• 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

• 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
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 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
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Isa. 53:4-6 CUS)



要跟從耶穌的人
• 18 耶穌見許多人圍著他，就吩咐渡到那邊去。

• 19 有一個文士來，對他說，夫子，你無論往哪裡去，我要跟從你。

• 20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 21 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 22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 (Mat 8:18-22 CUS)

• NAS  Matthew 8:22 But Jesus said to him, "Follow Me; and allow the dead to bury their 
own dead." (Matt. 8:22 NAS)

• ἀκολούθει verb imperative (命令) present active 2nd person singular 
from ἀκολουθέω

CUS  Matthew 15:1 那時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說，
2 你的門徒為什麼犯古人的遺傳呢？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們不洗手。
3 耶穌回答說，你們為什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神的誡命呢？
4 神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駡父母的，必治死他。
5 你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供獻。
6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你們借著遺傳，廢了神的誡命。
7 假冒為善的人哪，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預言，是不錯的。他說，
8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9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Mat 15:1-9 CUS)

來跟從耶穌的呼召更優先

最好的與次好的

10
62 耶穌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 (Lk. 9:62-10:1 CUS)



耶穌是誰？

• 23 耶穌上了船，門徒跟著他。 24 海裡忽然起了
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 25 門
徒來叫醒了他，說，主阿，救我們，我們喪命啦。
26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3640>的人哪，為什麼膽
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地
平靜了。 27 眾人希奇<2296>說，這是怎樣的人，
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Mat 8:23-27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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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0 ὀλιγόπιστος oligopistos {ol-ig-op'-is-tos} 

Meaning:  1) of little faith, trusting too little 

Origin:  from 3641 and 4102; TDNT - 6:174,849; n f
Usage:  AV - of little faith 5; 5

CUS  Matthew 7:14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
人也少<3641>。
NAS  Matthew 7:14 "For the gate is small, and the way is 
narrow that leads to life, and few<3641> are those who find it.

<3641> ὀλίγος (oligos)

Meaning: few, little, small

Origin: a prim. word
CUS  Romans 1:17 因為神的義，正在
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于信以致
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NAS  Romans 1:17 For in i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as it is written, "But the 

righteous man shall live by faith."



豬在海中的命運預示並
描繪了魔鬼的最終命運

• 28 耶穌既渡到那邊去，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兩個被鬼附
的人，從墳塋裡出來迎著他，極其兇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
路上經過。 29 他們喊著說，神的兒子，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
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裡來叫我們受苦嗎？ 30 離他們很遠，
有一大群豬吃食。 31 鬼就央求耶穌說，若把我們趕出去，就
打發我們進入豬群吧。 32 耶穌說，去吧。鬼就出來，進入豬
群。全群忽然闖下山崖，投在海裡淹死了。

• 33 放豬的就逃跑進城，將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
都告訴人。 34 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既見了，就央求
他離開他們的境界。 (Mat 8:28-34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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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 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
（方原文作角）就是歌革和瑪各，叫他們聚集爭戰。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
9 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就有火從天降下，燒
滅了他們。 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
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Rev 20:7-10 CUS)



疾病與罪

• CUS  Matthew 9:1 耶穌上了船，渡過海，來到自己的城裡。

• 2 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到耶穌跟前來。耶穌見他們
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 3 有幾個文士心裡說，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

• 4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就說，你們為什麼心裡懷著惡念
呢？

• 5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哪一樣容易呢？

• 6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
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7 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

• 8 眾人看見都驚奇<2296>，就歸榮耀與神。因為他將這樣
的權柄賜給人。 (Mat 9:1-8 CUS)

• KJV  Matthew 9:8 But when the multitudes saw it, they 
marvelled<2296>, and glorified God, which had given such 
power unto men. (Matt. 9:8 KJV)

CUS  John 9:1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
2 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
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
3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Joh 9:1-3 CUS)

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
置在伊甸園，使他修
理看守。
16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
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
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 (Gen 2:15-17 

CUS)

16 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
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
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 17 又對亞當說，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
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
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18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
田間的菜蔬。 19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
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Gen 3:16-19 

CUS)

罪是更根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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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



馬太福音大綱 (3)神國對人民生活的影響

• 彌賽亞的能力: 力量的展示 (8:1–9:38)
• 神跡, 門徒(8:1–9:8)

• 神跡1: 潔淨長大麻風的病人
• 神跡2: 治好百夫長的僕人
• 神跡3: 治好彼得的岳母
• 要跟從耶穌的人 (8:18-22)

• 神跡4: 平靜風和海
• 神跡5: 治好加大拉被鬼附的人
• 神跡6: 治好癱子

• 門徒、神跡和工人(9:9–38)
• 呼召馬太 (9:9-13)

• 耶穌論禁食(9:14-17)

• 神跡7: 使管會堂的女兒復活
• 神跡8: 醫治血漏的女人(9:18-26)

• 神跡9: 治好瞎子和啞巴(9:27-34)

• 莊稼多工人少 (9:35-38)

• 主門徒的使命 (10:1–42) (第二段講論)
• 耶穌差遣十二使徒去以色列短宣前的教導 (10:1–15)
• 使徒會受到逼迫——向世界長期宣教的教導(10:16–23)
• 宣教士應有的特徵 (10:24–42)

• 應該怕誰
• 跟隨主的代價
• 所得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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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sv.org/Matthew+8%E2%80%939/
https://www.esv.org/Matthew+8%E2%80%939%3A8/
https://www.esv.org/Matthew+9%3A9%E2%80%9338/
https://www.esv.org/Matthew+10/
https://www.esv.org/Matthew+10%3A1%E2%80%9315/
https://www.esv.org/Matthew+10%3A16%E2%80%9323/
https://www.esv.org/Matthew+10%3A24%E2%80%9342/


憐恤是什麼意思？
• 9 耶穌從那裡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
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
了耶穌。

• 10 耶穌在屋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
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

• 11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
生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

• 12 耶穌聽見，就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
的人才用得著。

• 13 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
意思，你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
是召罪人。(Matt. 9:9-13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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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Exodus 20:6 愛我，守我誡命
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02617>，
直到千代。
NAS  Exodus 20:6 but showing 

lovingkindness to thousands, to 

those who love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s.

CNVS  Hosea 6:6 我喜愛憐恤<02617>，不喜愛祭祀；我喜愛人認
識 神的知識，勝過人獻的燔祭。
CUS  Hosea 6:6 我喜愛良善（或作憐恤），不喜愛祭祀，喜愛認
識神，勝於燔祭。
ESV  Hosea 6:6 For I desire steadfast love and not sacrifice, the 

knowledge of God rather than burnt offerings.
KJV  Hosea 6:6 For I desired mercy, and not sacrifice; and the 

knowledge of God more than burnt offerings.
NAS  Hosea 6:6 For I delight in loyalty rather than sacrifice,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rather than burnt offerings.

ֶחֶסד( <02617> chesed( )338c(
Meaning: goodness, kindness

Origin: from 2616a

愛 vs. 遵守舊約律法

and He said to him, "Follow Me!"



有關”愛”: 基督教和佛教有何區別？

• CNVS  Hosea 6:6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我喜愛人認識 神的知識，勝過人獻的燔祭。

• CUS  Hosea 6:6 我喜愛良善（或作憐恤），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

• ESV  Hosea 6:6 For I desire steadfast love and not sacrifice, the knowledge of God rather 
than burnt offerings.

• KJV  Hosea 6:6 For I desired mercy, and not sacrifice; and the knowledge of God more 
than burnt offerings.

• NAS  Hosea 6:6 For I delight in loyalty rather than sacrifice,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rather than burnt offerings.

• NIV  Hosea 6:6 For I desire mercy, not sacrifice, and acknowledgment of God rather than 
burnt offerings.

• NLT  Hosea 6:6 I want you to show love, not offer sacrifices. I want you to know me more
than I want burnt off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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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1 Cor. 13:6 CUS)

愛 真理



神的屬性:愛與真理
• CNVS  Exodus 34:6 耶和華在摩西面前經過，並且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輕易
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 CUS  Exodus 34:6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
慈愛<02617>和誠實<0571>。

• ESV  Exodus 34:6 The LORD passed before him and proclaimed, "The LORD, the LORD, a God merciful and 
gracious, slow to anger, and abounding in steadfast love and faithfulness,

• KJV  Exodus 34:6 And the LORD passed by before him, and proclaimed, The LORD, The LORD God, merciful 
and gracious, longsuffering, and abundant in goodness and truth,

• NAS  Exodus 34:6 Then the LORD passed by in front of him and proclaimed, "The LORD, the LORD God, 
compassionate and gracious, slow to anger, and abounding in lovingkindness and truth;

• NIV  Exodus 34:6 And he passed in front of Moses, proclaiming, "The LORD, the LORD, the compassionate 
and gracious God, slow to anger, abounding in love and faithfulness,

• NLT  Exodus 34:6 The LORD passed in front of Moses, calling out, "Yahweh! The LORD! The God of 
compassion and mercy! I am slow to anger and filled with unfailing love and faith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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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17a> )ֶחֶסד chesed( )338c(
Meaning: goodness, kindness

Origin: from 2616a

ֱאֶמת(  <0571> emeth( )54a(
Meaning: firmness, faithfulness, truth

Origin: from 539

神的福音 真理&愛

CNVS  John 4:24 神是靈，敬拜他的必須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拜他。"
CUS  John 4:24 神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ESV  John 4:24 God is spirit, 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耶穌論禁食(9:14-17)

• 14 那時，約翰的門徒來見耶
穌說，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
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
這是為什麼呢？

• 15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
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
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
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
們就要禁食。

• 16 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
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
了那衣服，破得就更大了。

• 17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
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
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
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
裡，兩樣就都保全了。
(Matt. 9:14-17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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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Isaiah 62:5 少年人怎樣娶處女，
你的眾民（民原文作子）也要照樣
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神
也要照樣喜悅你。 (Isa. 62:5 CUS)

19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
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
20 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
我耶和華。 (Hos. 2:19-20 CUS)

10 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預
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門就關了。
(Matt. 25:10 CUS)

禁食的目的？

新約與舊約



管會堂的信心

• CNVS  Matthew 9:18 耶穌對他們說話的時候，有一位會堂的主管走來跪在他面前，說：“我的女兒剛死了，
但請你來按手在她身上，她必活過來。”

• CUS  Matthew 9:18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我女兒剛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
身上，她就必活了。

• ESV  Matthew 9:18 While he was saying these things to them, behold, a ruler came in and knelt before 
him, saying, "My daughter has just died, but come and lay your hand on her, and she will live."

• KJV  Matthew 9:18 While he spake these things unto them, behold, there came a certain ruler, and 
worshipped him, saying, My daughter is even now dead: but come and lay thy hand upon her, and she 
shall live.

• NAS  Matthew 9:18 While He was saying these things to them, behold, there came a synagogue 
official, and bowed down before Him, saying, "My daughter has just died; but come and lay Your hand 
on her, and she will live."

• NIV  Matthew 9:18 While he was saying this, a synagogue leader came and knelt before him and said, 
"My daughter has just died. But come and put your hand on her, and she will live."

• NLT  Matthew 9:18 As Jesus was saying this, the leader of a synagogue came and knelt before him. 
"My daughter has just died," he said, "but you can bring her back to life again if you just come and lay 
your hand on her."

19

18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我女兒剛才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
19 耶穌便起來，跟著他去，門徒也跟了去。 (Matt. 9:18-19 CUS)



神-----------→醫治/拯救

• 20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來到
耶穌背後，摸他的衣裳繸子。

• 21 因為她心裡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
必痊癒。

• 22 耶穌轉過來看見她，就說，女兒，放
心，你的信救了你。從那時候，女人就
痊癒了。 (Matt. 9:20-22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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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VS  Matthew 9:22 耶穌轉過來看見她，就說：“女兒，放心！你的信心使你痊癒了。”從
那時起，那女人就好了。
CUS  Matthew 9:22 耶穌轉過來看見她，就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從那時候，
女人就痊癒了。
ESV  Matthew 9:22 Jesus turned, and seeing her he said, "Take heart, daughter;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And instantly the woman was made well.
NAS  Matthew 9:22 But Jesus turning and seeing her said, "Daughter, take courage;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And at once the woman was made well.

人的信心



耶穌勝過死亡的能力

• 23 耶穌到了管會堂的家裡，看見有吹手，又
有許多人亂嚷。

• 24 就說，退去吧。這閨女不是死了，是睡著
了。他們就嗤笑他。

• 25 眾人既被攆出，耶穌就進去，拉著閨女的
手，閨女便起來了。

• 26 於是這風聲傳遍了那地方。 (Matt. 9:23-26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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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摸了人死屍的，就必七天不潔淨。 (Num. 19:11 CUS)

耶穌使女孩復活，將不潔淨的轉變為潔淨的——耶穌是安息日的主！



大衛的子孫&彌撒亞的時代
• 27 耶穌從那裡往前走，有兩個瞎子跟著他，喊叫說，
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吧。

• 28 耶穌進了房子，瞎子就來到他跟前，耶穌說，你
們信我能作這事嗎？他們說，主阿，我們信。

• 29 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說，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
成全了吧。

• 30 他們的眼睛就開了。耶穌切切地囑咐他們說，你
們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

• 31 他們出去，竟把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地方。

• 32 他們出去的時候，有人將鬼所附的一個啞吧，帶
到耶穌跟前來。

• 33 鬼被趕出去，啞吧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說，
在以色列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 34 法利賽人卻說，他是靠著鬼王趕鬼。 (Matt. 
9:27-34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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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
的耳必開通。 6 那時瘸子必跳
躍像鹿，啞吧的舌頭必能歌
唱。在曠野必有水發出，在
沙漠必有河湧流。 (Isa. 35:5-

6 CUS)

。 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遠堅立。
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2 Sam. 7:12-16 CUS)



神的憐憫
• 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 36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4697>他
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
人一般。 (Matt. 9:35-36 CUS)

• 35 And Jesus was going about all the 
cities and the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and proclaim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kind of disease and every kind 
of sickness.

• 36 And seeing the multitudes, He felt 
compassion<4697> for them, because 
they were distressed and downcast 
like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Matt. 
9:35-36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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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7> σπλαγχνίζομαι (splagchnizomai)

Meaning: to be moved in the inward parts, i.e. to feel compassion

Origin: from 4698

CUS  Luke 1: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4698>，叫清晨的日
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ESV  Luke 1:78 because of the tender<4698> mercy of our 

God, whereby the sunrise shall visit us from on high

4698 σπλάγχνον splagchnon {splangkh'-non} 

Meaning:  1) bowels, intestines, (the heart, lungs, liver, etc.) 1a) bowels 1b) the bowels 

were regarded as the seat of the more violent passions, such as anger and love; but by 

the Hebrews as the seat of the tenderer affections, esp. kindness, benevolence, 

compassion; hence our heart (tender mercies, affections, etc.) 1c) a heart in which 

mercy resides 
Origin:  probably strengthened from splen (the "spleen"); 

CUS  2 Corinthians 7:15 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是
怎樣恐懼戰兢地接待他，他愛你們的心腸<4698>就越發熱
了。 (2 Cor. 7:15 CUS)

CUS  Acts 1:18 這人用他作惡的工價，買了一塊田，以後身
子僕倒，肚腹崩裂，腸子<4698>都流出來。
ESV  Acts 1:18 (Now this man acquired a field with the 

reward of his wickedness, and falling headlong he burst 

open in the middle and all his bowels<4698> gushed out.

CUS  Luke 15:20 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裡去。相
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4697>，跑
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 (Lk. 15:20 

CUS)

CUS  Matthew 14:14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
就憐憫<4697>他們，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Matt. 

14:14 CUS)



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 37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
作工的人少。

• 38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
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Matt. 
9:37-38 CUS)

• 37 Then He said to His disciples,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 38 "Therefore beseech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o send out workers 
into His harvest." (Matt. 9:37-10:1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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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群眾的無助和需要，耶穌的門徒被敦促懇切地禱告，求主差遣工人進
入他的莊稼，因為許多人已經準備好接受天國的福音——這個禱告在今天
和耶穌最初的門徒聽到他的話時一樣緊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