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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New Testament Reading Class, #02

馬太福音Matthew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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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守則 Class Rules

1. 接受過水禮的基督徒

2. 上課前讀完進度

3. 接受隨堂測驗

4. 不遲到早退



神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
God’s thoughts are not our thoughts

•登山寶訓所表達的，是神的意念和神的道路：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
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
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55:8-9）



一、要蒙福 Be Blessed!

•八福是蒙福之道。耶穌每說一句，都先說：有福了！
（幸福了！喜樂了！）

•耶穌教導門徒要虛心、哀慟、溫柔、飢渴慕義、憐恤人、
清心、使人和睦、甘心為義受逼迫，這些是獲得幸福生
活的方法。



天國的常態: 八福 Kingdom’s Norm: The Beatitudes

•幸福生活之道 The Way (God’s way) to a Happy Life
1. 虛心的人（the poor in spirit）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2. 哀慟的人（those who mourn）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3. 溫柔的人（the meek）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4. 飢渴慕義的人（those who are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5. 憐恤人的人（the merciful）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6. 清心的人（the pure in heart）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7. 使人和睦的人（the peacemakers）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8. 為義受逼迫的人（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有
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傳悔改赦罪的道，

•信又真又活的神，

•走跟隨耶穌的路，

•作平安喜樂的人。

2009.7.5 Warren Wang

基督徒生活 Christian living



虛心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感謝主，教導我們幸福生活之道。虛心就是心靈貧窮，
不自滿。不自滿的人有福了。



哀慟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感謝主，教導我們幸福生活之道。哀慟是傷心難過。會
傷心難過的人有福了！



溫柔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meek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地土！

•感謝主，教導我們幸福生活之道！溫柔不是個性軟弱，
而是接受節制。個性受神節制的人有福了！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ose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感謝主，教導我們幸福生活之道！義是神眼中看為正的
事，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感謝主，教導我們幸福生活之道！憐恤是對人有愛心、
有行動。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感謝主，教導我們幸福生活之道！清心就是single-vision，
只看到神，單單仰望神。清心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感謝主，教導我們幸福生活之道！有人挑撥關係，有人
促進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感謝主，教導我們幸福生活之道！若有人因為耶穌而辱
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
福了！



1. 無條件承認：在各種情況之下，我都承認我的主。

2. 無條件順服：我順服聖經的教導，就算受到逼迫也不
改變。我順服主的呼召，就算要付代價也不後悔。

我的立場 Here I Stand



二、要獨特 Be Unique

• 鹽與光是極為獨特的物質。鹽的特性是鹹，光的特性是亮，鹽與光的
功效來自於它們的獨特性。鹽若失了味，光若放在斗底下，它們的獨
特性就被妥協了。不能妥協的妥協了，有特性的無特性了，它們就失
去了功效，成為無用的東西。

• 鹽與光是不向世界妥協的。鹽不向世界調整自己，世界必須向鹽來調
整自己。光不向世界調整自己，世界必須向光來調整自己。

• 鹽不會因為時代不一樣了，就調整自己的鹹度；光不會因為現在是廿
一世紀了，就調整自己的亮度。無論時代如何改變，鹽還是鹽，光還
是光，只能時代改變自己來配合鹽，來配合光，不能鹽和光改變自己
來配合時代。門徒也是一樣。



要獨特 Be Unique

• 耶穌告訴門徒，他們是世上的鹽，是世上的光。門徒的功效來自於他
們的獨特性，門徒就是這麼鹹，就是這麼亮。門徒不向世界調整自己，
世界必須向門徒來調整自己。

• 失去了特性，就失去了特性所帶來的身分。失了味的鹽，不再是鹽；
向世界妥協的門徒，不再是門徒。教會的智慧在於遵從主的話，保有
自己的獨特性。世俗化的教會是無用的：你的味道和世界一樣了，你
就不是鹽了，要你何用？

• 一大堆失味的鹽，不如一小把有味的鹽。失味的鹽沒有味道不能當鹽
用，見水就化不能當沙子用，如耶穌所說，不過丟在旁邊，被人踐踏
了！



天國的見證: 鹽與光 Kingdom’s Witness: Salt and Light

•你們是世上的鹽: Don’t lose your flavor!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5:13）

•你們是世上的光: Let it shine!
•人點燈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5:15）

•叫他們看見: Let them see!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虛心、哀慟、溫柔、飢渴慕義、憐
恤人、清心、使人和睦、為義受逼迫），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
天上的父。（5:16）



三、要卓越 Be Extraordinary

•律法和先知是神的旨意，耶穌來乃是要成全神的旨意：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
全。（5:17）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
進天國。（5:20）

•天國不是徒守律法的虛文，而是成全律法的實義。



你們聽見…只是我告訴你們…You have heard…but I tell you…

1. 論殺人Murder，5:21-26

2. 論姦淫 Adultery，5:27-30

3. 論休妻 Divorce，5:31-32

4. 論起誓 Oaths，5:33-37

5. 論以眼還眼 Eye for Eye，5:38-42

6. 論愛仇敵 Love for Enemies，5:43-48



罵弟兄是拉加 Calling your brother Raca

•非人化
•耶穌教導門徒，要以愛心和尊重彼此對待。當你將對方非人化，
不把他當人的時候，雖然你沒有殺他，卻已經殺了他。

•罵弟兄是拉加，罵弟兄是摩利，就是將弟兄非人化。

•拉加和摩利是亞蘭文，拉加是白癡，摩利是蠢材。當你看不起
弟兄，以鄙視的口氣罵他是拉加或摩利，就犯了殺人罪。

•這不同於父母、師長的責備。父母師長責備的時候，就算說了
重話或氣話，卻仍然愛你。耶穌所講的不是愛心的責備，而是
不把弟兄當人看。那種心態是殺人。



心裡犯姦淫 Commit adultery in the heart

•婚外性關係
•性是神的創造，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聖經規定，性關係的範圍
是在婚姻裡，夫妻之外的性關係是犯姦淫。

•若你見到異性，不是你的丈夫或妻子，卻起了與他發生性關係
的念頭，就算沒有做出來，也已經犯了姦淫。

•性關係的防線是在心裡。心裡越線，就已經越線了。



拋棄妻子的罪 Sin of divorcing your wife

•給妻子休書
•休書是古代的「再婚許可證」。給妻子休書，她就不受原先婚
姻的束縛，可以再嫁。休妻卻不給休書，她就受到原先婚姻的
束縛，不能再嫁。

•耶穌說，你可以因為妻子犯姦淫而休她，卻不可因為其他原因
休她，給她休書叫她再嫁。那樣做，就是叫她去犯姦淫。

•婚姻是聖潔的，不可破壞婚姻的聖潔。



不要起誓Make no oath

•失去信用
•起誓不是正道，而是補救措施。當人與人之間失去信用的時候，
藉著向神起誓來增加話語的可信度。

•耶穌要門徒從根本做起，有一顆誠實的心，是就說是，不是就
說不是。人的話語可信了，就不需要向神起誓了。

•這不同於儀式上的宣誓。總統就職或婚禮上的誓言，是宣告性
的，而不是補救性的。是公開表明你的心志，而不是怕人不相
信你的話，藉著發咒起誓來取信於人。



連左臉也轉過來 Turning other cheek

•放棄權利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是必須報復，而是力度相等的等量
報復，目的是避免報復過度，走上極端。

•門徒之道不是極端報復，而是極端捨己。在神的賦能和引導之
下，放棄自身的權利，不與惡人作對。

•門徒要抵擋魔鬼（彼前5:8-9），但卻不與惡人作對。如何實行？
魔鬼是罪惡的化身，抵擋魔鬼就是抵擋罪惡。門徒當如耶穌，
恨惡罪，但卻愛罪人。



愛你的仇敵 Love you enemies

•陽光普照，大愛無私
•耶穌對門徒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逼迫你們的禱告。

•神的愛如太陽，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的愛如沛雨，降給義人也
降給不義的人。

•在神的國度裡，愛是按照神的程度，不是按照人的程度。是按
照神的能力，不是按照人的能力。

•門徒要完全，向天父完全一樣。

•門徒是極端的，因為耶穌是極端的；耶穌是極端的，因為天父
是極端的。



四、要真心 Be True

•猶太人常做三件事：施捨，禱告，禁食。有人趁機作秀，
要得人的稱讚。耶穌教導門徒要真心：

1. 施捨要真心

2. 祈禱要真心

3. 禁食要真心



你父在暗中察看：施捨
Your Father sees what is done in secret: Almsgiving

•不要叫左手知道
•假冒為善的人一面施捨，一面在前面吹號。耶穌說：他們已經
得了他們的賞賜。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施捨的事要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以神喜悅真誠的人。真誠施捨，不貪圖虛名，神必親自報答。



進入你的內室 Enter your inner room

•不要站在十字路口，不要用許多重複話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
堂裡和十字路口禱告，故意叫人看見。你們禱告的時候，要進
入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禱告不是給人看，是給神聽。不是囉嗦神，是信靠神。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
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
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重複話：babbling，一連串無意義的聲調

•錯誤的觀念
1. 以為禱告的目的是告訴神他所不知道的事

2. 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有關禱告的錯誤觀念
Wrong concepts about prayer



•禱告不是甚麼
•禱告不是和神溝通資訊

•禱告不是向神取得東西的方法

•禱告是甚麼
•禱告是兒女回到父親的面前

•禱告是倚靠神

•恆切與話多
•神要我們恆切地禱告（持續，不灰心）

•卻不要我們話多，以為這樣必蒙垂聽

禱告是甚麼What is prayer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禱告的對象）我們在天上的父：

1. （先求神的國）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2. （再求自己的需要）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
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
脫離兇惡。

3. （頌讚永生真神）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
永遠。阿們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Lord, teach us how to pray



1. 我願敬畏神：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 “神的名”就是神自己

• “尊主為聖”就是敬畏神

2. 我願順服神：願你的國降臨
• 神的國就是神掌權的地方

3. 我願遵行神的旨意：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

• 在天上，神的旨意完全被遵行

• 我願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

先求神的國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求天父供應我：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我知道：生活的供應來自於天父

•我相信：天父必看顧他的兒女

•求天父寬恕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我承認：自己虧欠了神，需要赦免

•我願意：赦免虧欠我的人

•求天父拯救我：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我承認：自己有軟弱，難以勝過魔鬼的試探

•我祈求：天父就我脫離試探

再求自己的需要 Then, ask for your own needs



梳頭洗臉 Anoint your head and Wash your face

•不要面帶愁容
•耶穌說，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著
愁容，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你們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
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



五、要忠誠 Be Loyal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
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
財利的意思）。(6:24)



• The light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be single, your 
whole body shall be full of light. But if your eye be evil, thy whole 
body shall be full of darkness.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
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2009.8.2 Warren Wang

你的視力如何？How is your vision?



六、要信靠 Be Trusting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
爐裡，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
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
道的。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 (6:30-31)



七、要愛人如己 Be Loving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
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7:12)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八、要聰明 Be Wise

1. 兩條門路

2. 兩種果樹

3. 兩等根基



三次醫治 Three Healings

1. 潔淨長大痲瘋的

2. 醫治害癱瘓病的百夫長的僕人

3. 醫治害熱病的彼得的岳母



三次彰顯權柄 Three showings of authority

1. 彰顯對自然界的權柄：平靜風和海

2. 彰顯對靈界的權柄：趕鬼入豬群

3. 彰顯赦罪的權柄：醫治癱子



信心的功效 The effect of faith

1. 耶穌對百夫長說：照著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

2. 耶穌對患血漏的女人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3. 耶穌對兩個瞎子說：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罷！



耶穌所關心的三種人
Three kinds of people that Jesus concerns about

1. 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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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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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2)

2. 罪人：
•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
乃是召罪人。(9:13)

3. 工人：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
人出去收他的莊稼。(10:37-38)



跟從耶穌 Following Jesus

1. 跟從耶穌要有吃苦的心志
• 有一個文士來，對他說：「夫子，你無論往那裡去，我要跟從你。」耶
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8:19-
20)

2. 跟從耶穌要比親人優先
• 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說：
「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 (8:21-22)

3. 跟從耶穌要肯有所捨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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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 教導：傳授天國的真理
•登山寶訓

2. 示範：傳道、醫病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
治各樣的病症。

3. 差派：差他們傳道，給他們權柄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裏。他就
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並
給他們權柄趕鬼。

耶穌訓練門徒的三個步驟
Jesus’ way of discipleship training: 3 steps



•使命不是負擔，而是祝福
•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傳福音

•傳福音的人和接受福音的人，都得到神的祝福

•藉著使命，將神的祝福送給世人
•福音本是神的禮物，是神給人最大的祝福

•執行使命的人，本身得到神的祝福
•福音的使者多經歷神，人生格外豐盛而蒙福

使命與祝福Missions and blessings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
的病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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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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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銳黨的
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使命使人團結
•十二門徒有不同的個性，職業，立場

•十二使徒卻只有一個使命，一個主

1.十二使徒，一個使命 Twelve apostles, one mission



•耶穌說：你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

•使命使人慷慨
•福音本是一份重價但卻免費的禮物

•福音的使者是送禮物的人

•有使命的基督徒必定慷慨，有使命的教會必定慷慨，因為主是
慷慨的

2.白白得來，白白捨去
Freely you have received, freely you give



•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
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柺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

•使命使人倚靠神
•耶穌差派門徒的時候，並沒有為他們預備行李和路費

•主的預備在路上

•輕囊單掛，萬里靠主行

3.不帶金銀，不帶口袋
Take along with you no silver or gold, nor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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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使人成熟
•使者是善良的，使命是危險的，使者執行使命的時候，如同羊
進入狼群

•蛇象徵機智靈巧，鴿子象徵純潔善良，基督的使者要保持善良
的本性，和作法上的靈巧

•使命給基督徒提供了成長的機會

4.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Shrewd as serpent, innocent as d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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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
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
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

•使命使人經歷神
•使命使人面對自己的極限

•耶穌叫門徒不要擔心，當困難來臨時聖靈會幫助他們

•神與行動中的信徒同在

5.不是自己，乃是聖靈
It’s not you, but the Spirit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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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
然得救。

•使命使人堅強
•耶穌叫門徒有心理預備，他們將遭到強烈的反對，甚至是自己
的親人

•因為凡不接納主的，也不接納他的門徒

•使命使人面對艱難的環境和內心的傷痛，並因此而堅強

6.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He who stands firm to the end will be saved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使命使人有價值
•凡奉差遣的門徒，就成了主的使徒（使者）

•主的使者代表主，接待使者的就是接待主

•使命賦予人前所未有的價值，使一個普通的人成為尊貴救主的
代表

7.接待使者，是接待主
Receive the messenger, receive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