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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New Testament Reading Class, #06

馬太福音Matthew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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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耶穌說完了這一切的話，就對門徒說：「你們知道，過兩天是
逾越節，人子將要被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太26:1-2）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
基督。（哥林多前書1:22-23）
◦ 馬太福音用廿五章的篇幅將讀者引入福音的核心：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
架。（參考林前2:2）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若未曾釘十字架，人類就沒有救
贖，我們就仍在罪中。

◦ 只相信一位慈愛的神不能使你得救，只相信聖靈的大能也不能使你得救，
惟有相信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才能使你得救。罪的赦免在十字架上，
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十字架的意義：代替 Substitution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林後

5:21）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有古卷：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
要引我們到神面前。（彼前3:18）

•十字架的顯明：神的愛 God’s Love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5:8）

•十字架的功用：兒子的名分 Sonship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十字架的功用：兒子的名分 Sonship
•赦免 Forgiveness

•稱義 Justification

•生命 Life

•悔改得赦，因信稱義，靠主得生

•我們是蒙恩的罪人，還是蒙恩的義人？



耶穌受難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1. 最後的晚餐 Last Supper

2. 客西馬尼園 Gethsemane

3. 十字架 The Cross

4. 復活 Resurrection



大祭司院中的陰謀
Plotting in high priest’s court
那時，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聚集在大祭司稱為該亞法的院裡。大
家商議要用詭計拿住耶穌，殺他，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
恐怕民間生亂。」（太26:3-5）
◦ 大祭司、祭司長、長老都是信神的，他們為何要殺耶穌？

◦ 同樣的事情會重演麼？



西門家中的膏抹
Anointing in Simon’s house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
的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時候，澆在他的頭上。門徒看見就很不
喜悅，說：「何用這樣的枉費呢！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賙濟窮
人。」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說：「為什麼難為這女人呢？他
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太26:6-10）
◦ 耶穌的意見和門徒的意見不同，為什麼？

◦ 福音事工和慈善事工，哪一個更重要？



猶大安排賣主
Judas makes arrangement for betryal
當下，十二門徒裡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去見祭司長，說：
「我把他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他們就給了他三十
塊錢*。從那時候，他就找機會要把耶穌交給他們。（太26:14-
16）
◦ * 合120天的工價

◦ 猶大為何要賣主？



最後的晚餐 The Last Supper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坐席。正吃的時候，耶穌說：「我
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他們就甚憂愁，
一個一個的問他說：「主，是我嗎？」（太26:20-22）
◦ 門徒聽到有人要賣主，不是很生氣地指責 “是誰？”，而是很心虛地問 “是
我嗎？”…這是怎麼回事？



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人
One who has dipped his hand into the bowl with me

耶穌回答說：「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就是他要賣我。人子必
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
生在世上倒好。」賣耶穌的猶大問他說：「拉比，是我嗎？」
耶穌說：「你說的是。」（太26:23-25）
◦ 蘸手，就是用手掰一塊餅，蘸盤子裡的醬料吃。

◦ 當晚和耶穌蘸手的人，不止猶大一人。

◦ 其他門徒沒有立即將猶大抓起來，為什麼？



為的是記念我 In Remembrance of Me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
「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
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
出來，使罪得赦。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裡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太26:25-29）
◦ 主餐向後看：為的是記念主

◦ 主餐現在看：是表明主的死

◦ 主餐向前看：只等到主再來

◦ 主餐周圍看：我們所祝福的是同一個杯，所領的是同一個餅



教會的兩個禮 The church’s two ordinances
聖經記載，耶穌設立了兩個禮：

1. 浸禮：起初的禮

2. 主餐：持續的禮



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他們見了耶穌就
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
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6-20）
◦ 使命的權柄

◦ 使命的內容：做門徒Make disciples

1. 要去 by going

2. 要施浸 by baptizing

3. 要教導 by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