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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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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與醫治有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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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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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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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V  Mark 6:5 And he could do no 

mighty work there, except that he 

laid his hands on a few sick people 

and healed them. (Mk. 6:5 ESV)



• CUS  Revelation 5:3 在天上，地
上，地底下，沒有能<1410>展開
能觀看那書卷的。

• NAS  Revelation 5:3 And no one 
in heaven, or on the earth, or 
under the earth, was 
able<1410> to open the book, or 
to look in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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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δύναμαι (dunamai)

Meaning: to be able, to have power

Origin: a prim. vb.

CNVS  Mark 6:5 耶穌不能<1410>在那裡行甚麽神蹟，只給幾個病人按手，醫好了他們。
CUS  Mark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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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V  Mark 6:5 And he could do no mighty work there, except that he laid his hands on a few sick people and healed them.
KJV  Mark 6:5 And he could there do no mighty work, save that he laid his hands upon a few sick folk, and healed them.
NAS  Mark 6:5 And He could do no miracle there except that He laid His hands upon a few sick people and healed them.
NIV  Mark 6:5 He could not do any miracles there, except lay his hands on a few sick people and heal them.
NLT  Mark 6:5 And because of their unbelief, he couldn't do any miracles among them except to place his hands on a few 

sick people and heal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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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漏婦人的信心

管會堂的信心



神的憐憫

• 11 過了不多時，有古卷作次日耶穌往一座城去，這城
名叫拿因，他的門徒和極多的人與他同行。 12 將近城
門，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
他母親又是寡婦。有城裡的許多人同著寡婦送殯。 13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她，對她說，不要哭。 14 於是進
前按著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少年人，我吩
咐你起來。 15 那死人就坐起，並且說話。耶穌便把他
交給他母親。 16 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說，有大先
知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神眷顧了他的百姓。
17 他這事的風聲就傳遍了猶太，和周圍地方。 (Lk. 
7:11-17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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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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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8:14-16 CUS)

耶穌使拉撒路復活

耶穌使拿因城寡婦的兒子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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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或不醫治: 都是神的主權！目的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

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
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
8 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
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
覆庇我。 10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淩辱，急難，逼迫，
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2 Cor. 12:7-10 CUS)

• 21 我在神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要遵守
這些話，不可存成見，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 22 給人行按手的禮，不可急促。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
要保守自己清潔。 23 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
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 (1 Tim. 5:21-23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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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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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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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  1 Peter 2: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
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
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NAS  1 Peter 2:24 and He Himself bore our sins in 

His body on the cross, that we might die to sin and 

live to righteousness; for by His wounds you were 

healed.



跟隨耶穌的腳蹤行——效法耶穌

• 21 For even hereunto were ye called: because Christ also 
suffered for us, leaving us an example, that ye should follow 
his steps:

• 22 Who did no sin, neither was guile found in his mouth:

• 23 Who, when he was reviled, reviled not again; when he 
suffered, he threatened not; but committed himself to him 
that judgeth righteously:

• 24 Who his own self bare our sins in his own body on the 
tree, that we, being dead to sins, should live unto 
righteousness: by whose stripes ye were healed. (1 Pet. 
2:21-24 K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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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
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
腳蹤行。

• 22 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

• 23 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托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 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1 Pet. 
2:21-24 CUS)

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
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享原文作入）
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
直到如今。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
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
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Rom. 8:21-23 

CUS)

CNVS  2 Corinthians 4:16 所以，我們並不沮喪，我們外面的人雖然
漸漸朽壞，但裡面的人卻日日更新，
CUS  2 Corinthians 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
一天新似一天。
NAS  2 Corinthians 4:16 Therefore we do not lose heart, but though 

our outer man is decaying, yet our inner man is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現在/被動 現在/被動

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
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Matt. 26:39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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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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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與使徒
• CUS  Matthew 10:1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3101>

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汙鬼，並醫治各樣的
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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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 μαθητής (mathetes)

Meaning: a disciple

Origin: from 3129

CUS  Matthew 24:32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3129>個
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NAS  Matthew 24:32 "Now learn<3129> the parable 

from the fig tree: when its branch has already become 

tender, and puts forth its leaves, you know that 

summer is near;

<3129> μανθάνω (manthano)

Meaning: to learn

Origin: from the root math

• 2 這十二使徒<652>
的名，頭一個叫西門，
又稱彼得，還有他兄
弟安得烈。西庇太的
兒子雅各，和雅各的
兄弟約翰。 3 腓力，
和巴多羅買，多馬，
和稅吏馬太，亞勒腓
的兒子雅各，和達太。
4 奮銳黨的西門，還
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
大。 (Matt. 10:1-4 
CUS)

<652> ἀπόστολος (apostolos)

Meaning: a messenger, one sent on a mission, an 

apostle  Origin: from 649

CUS  Matthew 10:5 耶穌差<649>這十二個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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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  Matthew 10:5 These twelve Jesus sent<649> out after instructing 

them, saying, "Do not go in the way of the Gentiles, and do not enter any 

city of the Samaritans;

<649> ἀποστέλλω (apostello)

Meaning: to send, send away

Origin: from 575 and 4724

Act (28 of 1002)
1Co (9 of 437)
Luk (6 of 1149)
2Co (6 of 256)
Eph (4 of 155)
Rom (3 of 432)
Gal (3 of 149)
Rev (3 of 405)
Mar (2 of 673)
1Ti (2 of 113)
2Ti (2 of 83)
2Pe (2 of 61)
Mat (1 of 1068)
Joh (1 of 878)
Phi (1 of 104)
Col (1 of 95)
1Th (1 of 89)
Tit (1 of 46)
Heb (1 of 303)
1Pe (1 of 105)
Jud (1 of 25)

 0 28 

使徒

門徒

Joh (73 of 878)
Mat (69 of 1068)
Mar (42 of 673)
Luk (35 of 1149)
Act (26 of 1002)

 0 73 



宣教

• CUS  Matthew 10:1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汙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 2 這十二使徒的名，頭一個叫西門，又稱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 3 腓力，和巴多羅買，多馬，和稅吏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

• 4 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 5 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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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 7 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 8 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舍去。

• 9 腰袋裡，不要帶金銀銅錢。

• 10 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拐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

• 11 你們無論進那一城，那一村，要打聽那裡誰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時候。

• 12 進他家裡去，要請他的安。

• 13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若不配得，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

• 14 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

• 15 我實在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 (Mat 10:1-15 CUS)

要十二門徒服侍失喪之人靈魂&身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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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計畫是: 福音首先傳
給猶太人，然後傳給外
邦人（參見使徒行傳1:8;
羅馬書1:16;2:9-10）

宣教的兩種結局：對於接
受的人而言，這是福音；
對於拒絕的人而言，這是
禍音！



宣教
• 16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 17 你們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裡鞭打你們。

• 18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

• 19 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什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
當說的話。

• 20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裡頭說的。

• 21 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

• 22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5278>到底的，必然得救。

• 23 有人在這城裡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裡去。我實在告訴你們，以色列的城
邑，你們還沒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Mat 10:16-23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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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教導他的門徒當如何去向外邦人傳福音，並且做好準備，
應對那不可避免的對宣教士的迫害

人子的到來可能是指:
（1）耶穌從死裡復活復活;
（2）他在五旬節差遣聖靈;
（3）基督在末世的第二次降臨。



忍耐/忍受

• CUS  Matthew 10:22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5278>到底的，必然得救。

• CUS  Romans 12: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5278>。禱告要恒切。

• NAS  Romans 12:12 rejoicing in hope, persevering<5278> in tribulation, devoted to prayer,

• CUS  James 5:11 那先前忍耐<5278>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
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Jas. 5:11 CUS)

• CUS  Hebrews 12: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
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5278>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 NAS  Hebrews 12:2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faith, who for the joy set before Him 
endured<5278> the cross, despising the shame, and has sat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of God.

• CUS  James 1:12 忍受<5278>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
他之人的。

• NAS  James 1:12 Blessed is a man who perseveres<5278> under trial; for once he has been approved, he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life, which the Lord has promised to those who lov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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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8> ὑπομένω (hupomeno)

Meaning: to stay behind, to await, endure

Origin: from 5259 and 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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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

• 25 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一樣，也就罷了。人既罵家主是別西蔔，何況他的家人呢？（別西卜是鬼王的名）

• 26 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 27 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

• 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 29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 30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 31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 32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 33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 34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 35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

• 36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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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 41 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人因為義人的名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得的賞賜。

• 42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Mat 10:24-42 CUS)

預備為主受苦/被誣陷

應該怕誰？

不要懼怕

不要懼怕

彼得三次不認主？

耶穌的到來帶來
什麼？家庭/政治
太平？

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
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Joh 14:27 CUS)

愛父母, 愛兒女，愛鄰舍，愛敵人 vs. 愛耶穌

愛自己 vs. 愛耶穌跟隨主的代價

接待門徒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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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將到，不再保密，神
國的奧秘將被公開宣講

有待於屬靈生命的不斷成長

神連最微小麻雀都照看，況且我們呢？

如何面對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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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

• 25 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一樣，也就罷了。人既罵家主是別西蔔，何況他的家人呢？（別西卜是鬼王的名）

• 26 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 27 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

• 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 29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 30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 31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 32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 33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 34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 35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

• 36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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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 41 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人因為義人的名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得的賞賜。

• 42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Mat 10:24-42 CUS)

預備為主受苦/被誣陷

愛自己/愛兒女/愛父母 vs. 愛耶穌

跟隨主的代價

接待門徒的賞賜

16

時間將到，不再保密，神
國的奧秘將被公開宣講

因害怕而否認是基督徒避免迫害；然而真正的
基督徒不懼怕迫害，也不懼怕死亡！

麻雀：最微小的神都看管著

首先是人和神的關係！
其次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若有衝突，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門徒必須舍己（向自我意志死），背起他的十字
架（不惜一切代價擁抱上帝的旨意），跟隨基督。

預備為主受苦/被誣陷

公開宣講神的福音

那位看顧麻雀的神也一
直在看顧我們:不要害怕

在人面前認主: 不要害怕

在父母兒女親朋好友面前認主: 
不要害怕

舍己/放棄為自己而活的目標
背起十字架/為主而活(儘管
生活不如不背十字架時舒適)

接待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弟兄

如何面對迫害？



馬太福音大綱(4) 人們對耶穌的回應

• 對彌賽亞的逼迫開始出現(11:1–12:50)
• 耶穌，施洗約翰和加利利的事工 (11:1–30)

• 施洗約翰派門徒去見耶穌 (11:1-19)
• 耶穌責備不肯悔改的城 (11:20-30)

• 與法利賽人對抗(12:1–45)
• 安息日吃麥穗/耶穌是安息日的主(12:1-8)
• 安息日治好手枯的人 (12:9-21)
• 論靠鬼王趕鬼 (12:22-37)
• 約拿的神跡 (12:38-45)

• 遵行神旨意的就是耶穌的弟兄姐妹 (12:46–50)

• 用比喻揭示的彌賽亞王國之奧秘 (13:1–53) (第三段講論)
• 撒種的比喻 (13:1–23)
• 給百姓講的另外三個比喻 (13:24–35)

• 稗子的比喻 (13:24-30)
• 芥菜種和酵面的比喻 (13:31-35)

• 給門徒解釋稗子的比喻以及藏寶，尋珠和撒網的比喻 (13:36–53)
• 解釋稗子的比喻(13:36-43)
• 藏寶，尋珠和撒網的比喻 (13:44-53)

耶穌並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種彌賽亞: 
即使是施洗約翰也對耶穌產生了懷疑和失望 (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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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sv.org/Matthew+11%E2%80%9312/
https://www.esv.org/Matthew+11/
https://www.esv.org/Matthew+12%3A1%E2%80%9345/
https://www.esv.org/Matthew+12%3A46%E2%80%9350/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1%E2%80%9353/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1%E2%80%9323/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24%E2%80%9335/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36%E2%80%9353/


施洗約翰派門徒去見耶穌 (11:1-19)

• CUS  Matthew 11:1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裡，往各城去傳道教
訓人。 2 約翰在監裡聽見基督所作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3 問他說，那
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
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5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麻瘋的潔淨，聾子
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 7 他們走的時候，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什
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 8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
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裡。 9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什麼，
是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10 經上記著說，我
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11 我實在告訴
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裡最小的，
比他還大。 12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
得著了。 13 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為止。 14 你們若肯領受，這
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15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 16 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

• 17 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

• 18 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

• 19 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
友。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有古卷作但智慧在行為上就顯為是）
(Mat 11:1-19 CUS) 18

耶穌並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種彌賽亞:

即使是施洗約翰也對耶穌產生了懷疑
和失望

施洗約翰在救贖歷史中的地位

耶穌基督的兩次到來以及不同的使命：
受苦的僕人&榮耀的君王

耶穌譴責那個世代的百姓
對待福音的態度

如何理解“努力進天國”？

兩個不同的版本



耶穌並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種彌賽亞:即使是施洗約翰也對耶穌
產生了懷疑和失望

• CUS  Matthew 11:1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裡，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 2 
約翰在監裡聽見基督所作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
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5 就
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麻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
們。 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19

4 對膽怯的人說，你們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必來報仇，必來施行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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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6 CUS)

CUS  Isaiah 61: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或作傳福音給貧窮
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2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Isa. 61:1-2 CUS)

17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 18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
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19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20 於是把書卷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 21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
了。 (Lk. 4:17-21 CUS)

耶穌基督的兩次到來以及不同的使命：受苦的僕人&榮耀的君王



施洗約翰在救贖歷史中的地位 (11:7-15)

• CUS  Matthew 11:7 他們走的時候，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
翰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要看風吹動
的蘆葦嗎？ 8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
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裡。 9 你們
出去，究竟是為什麼，是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
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10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
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11 我實在
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
翰的。然而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 12 從施洗約翰的
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13 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為止。 14 你們若
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15 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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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VS  Matthew 11:12 從施洗的約翰
的時候直到現在，天國不斷遭受猛
烈的攻擊<971>，強暴的人<973>

企圖把它奪去。

如何理解“努力
進天國”？

然而天國裡最小的，
比他還大？



努力進天國？

• CNVS  Matthew 11:12 從施洗的約翰的時候直到現在，天國不斷遭受猛烈的攻擊
<971>，強暴的人<973>企圖把它奪去。

• CUS  Matthew 11:12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971>進入的，努力
的人<973>就得著了。

• ESV  Matthew 11:12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suffered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 KJV  Matthew 11:12 And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eth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 NAS  Matthew 11:12 "And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s violence<971>, and violent men<973> take it by 
force.

• NIV  Matthew 11:12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bjected to violence, and violent people have been 
raiding it.

• NLT  Matthew 11:12 And from the time John the Baptist began preaching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forcefully advancing, and violent 
people are attacking it.

• BGT  Matthew 11:12 ἀπὸ δὲ τῶν ἡμερῶν Ἰωάννου τοῦ βαπτιστοῦ ἕως 
ἄρτι ἡ βασιλεία τῶν οὐρανῶν βιάζεται<971> καὶ βιασταὶ<973>
ἁρπάζουσιν αὐτή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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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VS  Acts 5:26 於是守衛和差役去帶使徒來，不過沒有用暴力
<970>，因為怕眾民用石頭打他們。
CUS  Acts 5:26 於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帶使徒來，並沒有用強暴
<970>。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
KJV  Acts 5:26 Then went the captain with the officers, and 

brought them without violence<970>: for they feared the 

people, lest they should have been stoned.
NAS  Acts 5:26 Then the captain went along with the officers 

and proceeded to bring them back without violence (for they 
were afraid of the people, lest they should be stoned).

βιάζεται <971> verb indicative present passive 3rd person singular from βιάζομαι 

βιασταὶ <973> noun nominative masculine plural common from βιαστής

天國不斷遭受猛烈的攻擊<971>:宗教組織的反對？
強暴的人<973>：逮捕約翰的希律安提帕？企圖把它奪去。

<973> βιαστής (biastes)

Meaning: a violent man

Origin: from 971

Usage: violent men(1).

<971> βιάζω (biazo)

Meaning: to force

Origin: from 970

Usage: forcing a way(1), 

suffers violence(m)(1).

<970> βία (bia)

Meaning: strength, force

Origin: a prim. word

Usage: force(1), 

violence(3).



耶穌譴責那個世代的百姓對待福音的態度

• 16 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
街市上，招呼同伴，說，

• 17 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
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

• 18 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
是被鬼附著的。

• 19 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
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
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有古卷作但智
慧在行為上就顯為是） (Mat 11:16-19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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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VS  Matthew 11:19 人子來了，又吃又喝，人卻說：‘你
看，這人貪食好酒，與稅吏和罪人為友。’但智慧藉著它
所作的，就證實是公義的了。”

• CUS  Matthew 11:19 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
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
總以智慧為是。（有古卷作但智慧在行為上就顯為是）

• ESV  Matthew 11:19 The Son of Man came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they say, 'Look at him! A glutton and a 
drunkard, a friend of tax collectors and sinners!' Yet 
wisdom is justified by her deeds."

• KJV  Matthew 11:19 The Son of man came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they say, Behold a man gluttonous, and a 
winebibber, a friend of publicans and sinners. But 
wisdom is justified of her children.

• NAS  Matthew 11:19 "The Son of Man came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they say, 'Behold, a gluttonous man and a 
drunkard, a friend of tax-gatherers and sinners!' Yet 
wisdom is vindicated by her deeds."

• NIV  Matthew 11:19 The Son of Man came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they say, 'Here is a glutton and a 
drunkard, a friend of tax collectors and sinners.' But 
wisdom is proved right by her deeds."

• NLT  Matthew 11:19 The Son of Man, on the other hand, 
feasts and drinks, and you say, 'He's a glutton and a 
drunkard, and a friend of tax collectors and other 
sinners!' But wisdom is shown to be right by its results."



馬太福音大綱(4) 人們對耶穌的回應

• 對彌賽亞的逼迫開始出現(11:1–12:50)
• 耶穌，施洗約翰和加利利的事工 (11:1–30)

• 施洗約翰派門徒去見耶穌 (11:1-19)
• 耶穌責備不肯悔改的城 (11:20-30)

• 與法利賽人對抗(12:1–45)
• 安息日吃麥穗/耶穌是安息日的主(12:1-8)
• 安息日治好手枯的人 (12:9-21)
• 論靠鬼王趕鬼 (12:22-37)
• 約拿的神跡 (12:38-45)

• 遵行神旨意的就是耶穌的弟兄姐妹 (12:46–50)

• 用比喻揭示的彌賽亞王國之奧秘 (13:1–53) (第三段講論)
• 撒種的比喻 (13:1–23)
• 給百姓講的另外三個比喻 (13:24–35)

• 稗子的比喻 (13:24-30)
• 芥菜種和酵面的比喻 (13:31-35)

• 給門徒解釋稗子的比喻以及藏寶，尋珠和撒網的比喻 (13:36–53)
• 解釋稗子的比喻(13:36-43)
• 藏寶，尋珠和撒網的比喻 (13:44-53)

耶穌並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種彌賽亞: 
即使是施洗約翰也對耶穌產生了懷疑和失望 (11:2-19)

加利利百姓對耶穌的拒絕 (11:20-24)

神國的奧秘向聰明人隱藏，然而卻向勞苦擔重
擔的人發出邀請 (1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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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sv.org/Matthew+11%E2%80%9312/
https://www.esv.org/Matthew+11/
https://www.esv.org/Matthew+12%3A1%E2%80%9345/
https://www.esv.org/Matthew+12%3A46%E2%80%9350/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1%E2%80%9353/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1%E2%80%9323/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24%E2%80%9335/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36%E2%80%9353/


耶穌責備不肯悔改的城 (11:20-24)

• 20 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那
些城的人終不悔改，就在那時候責
備他們說， 21 哥拉汛哪，你有禍
了，伯賽大啊，你有禍了，因為在
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
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22 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
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
受呢。 23 迦百農阿，你已經升到
天上。（或作你將要升到天上嗎）
將來必墜落陰間。因為在你那裡所
行的異能，若行在所多瑪，它還可
以存到今日。 24 但我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
你還容易受呢。 。 (Matt. 11:20-24 
CUS)

24

耶穌責備不肯悔改的城：耶穌在這些地方行了很多的神跡，
然而這些地方的百姓仍然硬著心不肯悔改。

所多瑪是“罪惡之城”的代表。然而耶穌說，即使是所多瑪
的百姓，如果就看見了耶穌所行的神跡和天國的真實，也
會悔改。

不悔改將來會面臨神嚴厲的審判！

現今這個世代的百姓和當年的百姓相比如何？是否願意悔改？



革尼撒勒

抹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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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哩亞
(Jn. 21:1)

哥拉遜
伯賽大

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
啊，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
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西
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Matt. 11:21 CUS)

過了不多時，有古卷作次日耶穌
往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因，他
的門徒和極多的人與他同行 (Lk. 

7:11 CUS)

拿因

拿撒勒

CUS  John 2: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
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 (Jn. 

2:1 CUS)

迦拿

耶穌責備不肯悔
改的城 (11:20-24)

迦百農
• 20 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那

些城的人終不悔改，就在那時候責
備他們說， 21 哥拉汛哪，你有禍
了，伯賽大啊，你有禍了，因為在
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
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22 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
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
受呢。 23 迦百農阿，你已經升到
天上。（或作你將要升到天上嗎）
將來必墜落陰間。因為在你那裡所
行的異能，若行在所多瑪，它還可
以存到今日。 24 但我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
你還容易受呢。 。 (Matt. 11:20-24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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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尼撒勒

推羅

西頓

低加波利

該撒利亞腓立比

黑門山

耶穌責備不肯悔
改的城 (11:20-24)
• 20 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那

些城的人終不悔改，就在那時候責
備他們說， 21 哥拉汛哪，你有禍
了，伯賽大啊，你有禍了，因為在
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
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22 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
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
受呢。 23 迦百農阿，你已經升到
天上。（或作你將要升到天上嗎）
將來必墜落陰間。因為在你那裡所
行的異能，若行在所多瑪，它還可
以存到今日。 24 但我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
你還容易受呢。 。 (Matt. 11:20-24 
CUS)



我的軛是容易的(11:25-30)
• 25 那時，耶穌說，父阿，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
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
來。 26 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
是如此。 27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
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
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
父。 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
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29 我心
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
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 30 因為我的軛<2218>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Matt. 11:20-30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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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 有關天國的福音和神跡，只有有信心和謙
卑的人才能領受和理解。

那些在世人眼中聰明通達的人，卻不悔改，固執地拒絕接
受福音。而嬰孩則代表那些以單純的信心接受福音的人

CUS  2 Corinthians 6:1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
ESV  2 Corinthians 6:14 Do not be unequally yoked<2086> with 

unbelievers. For what partnership has righteousness with 

lawlessness? Or what fellowship has light with darkness?

法利賽人加給百姓的軛是繁重的
耶穌的軛是容易的，耶穌的擔子是輕省的

<2218> ζυγός (zugos)

Meaning: a yoke

<2086> ἑτεροζυγέω (heterozugeo)

Meaning: to be yoked up differently, i.e.

to be unequally yoked

Origin: from 2087 and 2218

Usage: bound together(m)(1).

CUS  Matthew 6:24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
<2087>，就是重這個輕那個<2087>。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
事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
NAS  Matthew 6:24 "No one can serve two masters; for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2087>, or he will hold 

to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2087>. 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2087> ἑτερος (heteros) Meaning: other

(1) qualitatively another of a different kind, different, 

not identical with what was previously referred; 



馬太福音大綱(4) 人們對耶穌的回應

• 對彌賽亞的逼迫開始出現(11:1–12:50)
• 耶穌，施洗約翰和加利利的事工 (11:1–30)

• 施洗約翰派門徒去見耶穌 (11:1-19)
• 耶穌責備不肯悔改的城 (11:20-30)

• 與法利賽人對抗(12:1–45)
• 安息日吃麥穗/耶穌是安息日的主(12:1-8)
• 安息日治好手枯的人 (12:9-21)
• 論靠鬼王趕鬼 (12:22-37)
• 約拿的神跡 (12:38-45)

• 遵行神旨意的就是耶穌的弟兄姐妹 (12:46–50)

• 用比喻揭示的彌賽亞王國之奧秘 (13:1–53) (第三段講論)
• 撒種的比喻 (13:1–23)
• 給百姓講的另外三個比喻 (13:24–35)

• 稗子的比喻 (13:24-30)
• 芥菜種和酵面的比喻 (13:31-35)

• 給門徒解釋稗子的比喻以及藏寶，尋珠和撒網的比喻 (13:36–53)
• 解釋稗子的比喻(13:36-43)
• 藏寶，尋珠和撒網的比喻 (13:44-53)

耶穌並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種彌賽亞: 
即使是施洗約翰也對耶穌產生了懷疑和失望 (11:2-19)

加利利百姓對耶穌的拒絕 (11:20-24)

誰是耶穌的弟兄和姐妹？（12:46-50）

與猶太領袖的衝突加劇 (12:1-45)

神國的奧秘向聰明人隱藏，然而卻向勞苦擔重
擔的人發出邀請 (1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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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sv.org/Matthew+11%E2%80%9312/
https://www.esv.org/Matthew+11/
https://www.esv.org/Matthew+12%3A1%E2%80%9345/
https://www.esv.org/Matthew+12%3A46%E2%80%9350/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1%E2%80%9353/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1%E2%80%9323/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24%E2%80%9335/
https://www.esv.org/Matthew+13%3A36%E2%80%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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