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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New Testament Reading Class, #05

馬太福音Matthew 21-25



讀經者的信念 Faith of the Bible Readers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

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proved, a worker 
who does not need to be ashamed and who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提後 2 Tim. 2:15）



謙卑 Humility
1. 謙卑的人與神同行，先知彌迦說：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
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6:8）

He has shown you, O mortal, what is good. And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of you? To act justly and to love mercy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謙卑 Humility
2. 神與痛悔謙卑的人同居：

「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
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
使痛悔人的心甦醒。」（賽57:15）

For this is what the high and exalted One says—he who lives forever, 
whose name is holy: “I live in a high and holy place, but also with the 
one who is contrite and lowly in spirit, to revive the spirit of the 
lowly and to revive the heart of the contrite.”



謙卑 Humility
3. 謙卑的人得享安息，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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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1:29）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from me, for I am gentle and 
humble in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謙卑 Humility
4. 十字架是神的謙卑：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
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6-8）

Who,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something to be used to his own advantage; rather, he made himself 
nothing by taking the very nature of a servant, being made in human 
likeness. And being found in appearance as a man, he humbled 
himself by becoming obedient to death—even death on a cross!



關懷 “小子” Care for the “little ones”
1. 不可使小子跌倒，太18:6-9：
◦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
在深海裡。（18:6）

◦ 小子：信（靠）耶穌的人

◦ 跌倒：軟弱不信

2. 不可輕看小子，太18:10-14：
◦ 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裡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們的使者在天
上，常見我天父的面。（18:10）



雙禍 Double Woes
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
倒人的有禍了！ Woe to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things that cause 
people to stumble! Such things must come, but woe to the person 
through whom they come!（太18:7）

1. 這世界有禍了：指人所組成的世界，充滿罪惡，將人絆倒。

2. 絆倒人的有禍了：指個人的責任。 “世界” 將人絆倒必須通過個人的言
語和行為，那個將人絆倒（使信靠耶穌的人軟弱不信）的人有禍了！



殘肢令 The Amputation Command
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你缺一隻手，或
是一隻腳，進入永生，強如有兩手兩腳被丟在永火裡。倘若你一隻眼叫你
跌倒，就把他剜出來丟掉。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
地獄的火裡。（太18:8-9）

◦ 跌倒：對耶穌的信心變得軟弱，甚至不信

◦ 叫你跌倒：前面是說叫人跌倒，這裡是說叫你自己跌倒。叫人跌倒之前
必先自己跌倒。

◦ 砍下來丟掉：無論有多痛苦，也要斷絕叫你跌倒的因素

◦ 缺手、腳進入永生：永生是以信心進入的，必須斷絕軟弱不信的因素

◦ 參考太5:29-30，耶穌講過同樣的話



天父心 The Father’s Heart
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
十九隻，往山裡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若是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
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你們在天上的
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太18:12-14）

◦ 走迷的羊：羊就是小子，指信靠耶穌的人。走迷的羊就是跌倒的小子，
一個信心變得軟弱的信徒。

◦ 天父的心：天父不願意失喪小子裡的一個，因為天父看他為寶貴。人不
在乎失喪小子裡的一個，因為人不看他為寶貴。



世界對信徒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cosmos” on believers
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裡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們的使
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See that you do not despise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For I tell you that their angels in heaven always see 
the face of my Father in heaven.（18:10）
◦ 世界：原文 cosmos，可指物質的世界，也可指人所組成的世界。

◦ 謙卑：這段經文（18:1-14）的主題是 “謙卑”。門徒想知道天國裡誰是最
大的，耶穌就以小孩子為例，教導他們謙卑的功課。

◦ 輕看：世界絆倒人（使人軟弱不信）的事很多，其中一樣是 “輕看小子”，
也就是心中驕傲，以世界的價值觀來抬高自己，輕看他人。



謙卑與饒恕 Humility and Forgiveness
馬太 18 章是「品格寶訓」，主題是謙卑與饒恕，重點不是個人
的修養，而是信徒彼此之間的關係。耶穌看重我們與他人之間的
關係，要我們以謙卑建立良好的關係，以饒恕修復破損的關係。

1. 謙卑 Humility：建立良好的關係

2. 饒恕 Forgiveness：修復破損的關係



饒恕 Forgiveness
1. 耶穌為釘他十字架的人求饒恕：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
23:34）

Jesus said,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饒恕 Forgiveness
2. 十字架就是饒恕：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
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約一1:7，9）

The blood of Jesus, his Son, purifies us from all sin…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and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purify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饒恕 Forgiveness
3. 教會生活要有饒恕：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
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西3:13）

Bear with each other and forgive one another if any of you has a 
grievance against someone. Forgive as the Lord forgave you.



修復破損的關係 Restore damaged relationship
原本良好的關係出現了裂痕，甚至破損，是否要修復呢？這要看
雙方對對方有多重視了。在彼此都重視對方的情況之下，關係是
可以修復的。耶穌講到了犯錯者的責任，以及被得罪者的責任：
◦ 前提：

1. 是私人關係，不是教會事務。是私事，不是公事。

2. 不是誤會，而是真的有人做錯了事，犯了罪，導致關係受損。一方是
得罪人的，一方是被得罪的。一方是加害者，一方是受害者。

◦ 有人向你懷怨：做錯事的一方主動去修復關係，太5:23-26。例子：罵人
是拉加、摩利（將對方非人化）

◦ 你的弟兄得罪你：被害的一方主動去修復關係，太18:15-17。例子：有人
輕看小子中的一個，你就是那一個。



公開責備，還是私下和解？
Open rebuke, or private reconciliation? 
公開責備
◦ 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但我一看見
他們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你既是
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
人呢？」（加2:11,14）

私下和解
◦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
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修復的步驟 Steps towards restoration
1. 私下挽回：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

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2. 動用見證人：他若不聽你，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
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

3. 教會紀律：若是不聽，就告訴教會。

4. 視為外人：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或稅吏一樣。



一個人的價值 A Person’s Worth
謙卑與饒恕的出發點，是對一個人的價值評估。你若認為對方有
價值，就會在他面前謙卑。你若認為對方有價值，就會想要修復
與他的關係。反之，你若認為對方無價值，就不會對他謙卑，甚
至會無禮或無視。你若認為對方無價值，就不會想要去修復破損
的關係，因為你並不在乎這個人。
◦ 不同的標準：在世界裡，一個人的價值是根據世界的標準來評估。在基
督裡，一個人的價值是根據基督的標準來評估。

◦ 錯置的標準：世界裡的人以世界的標準來評估人，沒有問題。基督裡的
人以基督的標準來評估人，也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基督裡的人以世界的
標準來評估弟兄姊妹，那時就有問題了，並且是大問題。世界與教會可
以有不同的標準，教會裡卻不能有錯置的標準。



饒恕無限制 Unlimited Forgiveness
彼得的問題：
◦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七次可以麼？

耶穌的回答：
◦ 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個七次。

疑問：
◦ 若對方不承認錯誤，不肯道歉，我是否要無限制饒恕下去？

回答：
◦ 請看耶穌所說的步驟，太18:15-17。然後再看耶穌的十字架。



恕乃聖德 To Forgive is Divine
神的作法，不同於人的作法。我們是先接受悔改，再給饒恕。耶
穌是先給饒恕，再接受悔改。他先上十字架，再從十字架上接受
人的悔改。

基督徒對人的饒恕，建立在他對 “聖恕” 的個人體會之上。越感
到自己被主饒恕的多，越能饒恕別人。越不感到自己被主饒恕的
多，越不能饒恕別人。

成聖是一個過程，在個人是一個過程，在教會也是一個過程。成
聖越多的教會，有越多的聖恕。



耶穌最後的一週 The last week of Jesus
三行動 Three acts
◦ 耶穌騎驢進城 Jesus comes to Jerusalem on a donkey

◦ 耶穌潔淨聖殿 Jesus cleanses the Temple

◦ 耶穌咒詛無花果 Jesus curses a fig tree

三比喻 Three parables
◦ 兩個兒子的比喻 Parable of two sons

◦ 兇惡園戶的比喻 Parable of evil tenants

◦ 娶親筵席的比喻 Parable of wedding feast



耶穌最後的一週 The last week of Jesus
三回答 Three answers
◦ 納稅給該撒 Paying the Imperial Tax to Caesar

◦ 復活時的婚姻Marriage at the Resurrection

◦ 最大的誡命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大誡命 The Great Commandment
第一 First
◦ 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
最大的。（The first and greatest commandment）

其次 Second
◦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 These two commandments
◦ 這兩條誡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總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