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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太福⾳
Matthew 1-5



11/17/2013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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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後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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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im.  3:16-17, NIV）



11/3/2013 Warren Wang

•配合讀經期間，每週舉行「讀經
班主日學」，每次上課一小時。


•上課的內容是講解上週所讀過的
五章聖經，以求瞭解每本書的主

旨和重點。


•上課的人必須是基督徒，並且每
週按照進度讀經。

配合讀經的主⽇學



•新約聖經的頭四本書是馬太福

音 、馬可福音 、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稱為四福音。


•四福音的主角是耶穌基督， 

主題是救贖，主體是耶穌的事

工。


•耶穌是神的兒子，道成了肉

身，為了除去世人的罪而被釘

死在十字架上，以代罪的方式

完成了神對世人的救贖。

四福⾳書



•福音書不是耶穌傳，不是一個

人的生平故事，而是神兒子的

見證紀錄。


•福音書將神的兒子耶穌來到人

間、為了救贖世人所做的事紀

錄下來，作為他的見證。


•耶穌的事工是救贖性的，包括

傳道、醫病、趕鬼、關懷罪

人、造就門徒，最重要的是他

的受難及復活。

四福⾳書



•四福音中，馬可及約翰直接從耶穌的事

工講起（約翰加上「道成肉身」的序

言，述說耶穌永恆的根源）。


•馬太及路加講到耶穌的降生，馬太強調

約瑟，路加強調馬利亞，約瑟和馬利亞

是耶穌肉身的父母。


•降生不是耶穌的起源（他的起源在亙古

之先），而是神進入人間的方式。


•神子成為人子，「取了奴僕的形象，成

為人的樣式」，目的是要為人贖罪，好

使死在罪中的人可以因他得生命。

四福⾳書



⾺太福⾳的特⾊

1. 精簡而有條理 : 馬太的記載精

簡而有條理，易於誦讀，常在

崇拜中使用，並常被用來教導

經課。


2. 天國的福音：「天國」這個名

稱只在馬太福音出現 (37

次 ) ，其他福音書稱為「神的

國」。 


3. 強調彌賽亞: 馬太是引用舊約

最多的福音書, 證實有關彌賽

亞的預言都應驗在耶穌身上。


•參考 1:22, 2:15, 17, 23, 4:14, 

8:17, 12:17, 13:35, 21:4, 26:56, 

27:9


4. 強調耶穌的教導 : 馬太記載耶

穌的教導最多，包括五寶訓，

形成馬太福音明顯的結構。



五⼤寶訓

馬太福音將耶穌主要的教導收集為五組 :


1. 登山寶訓 The Sermon on the Mont (5 - 7章 )


2. 差遣寶訓 Commission to the Twelve (10 章 )


3. 天國寶訓 The Kingdom Parables (13 章)


4. 品格寶訓 Humility and Forgiveness (18 章 )


5. 未來寶訓 Olivet Discourse (24 - 25章 )


•以上五組寶訓均有類似的結語 : 7:28, 11:1, 

13:53, 19:1, 26:1

⾺太福⾳的結構



時候滿⾜
!"#$%&'()*+,-./'01/23'4356789:;<4:4=

1. 時代的橋梁 ： 


馬太福音以一個家譜來連接

新、舊二約：從亞伯拉罕開

始，以一連串的人名來總結舊

約，最後以基督之名來開始新

約。


2. 	時候的滿足 ： 


馬太福音以家譜來呈現神的救

恩計畫：經過歷世歷代，當神

的時候滿足，他所應許的彌賽

亞降生於人間。

>?-@A



耶穌基督的家譜
Genealogy of Jesus, the Messiah

應許的成就


•耶穌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神對此二人各有一個應

許，成就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1. 	萬國蒙福的應許 ： 神應許亞伯拉罕：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

得福。（創 22:18 ）


2. 君王寶座的應許 ： 神應許大衛：你的子孫將坐在寶座上，神必

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代上 17:14 ）



Three sets of 14-generations


馬太將耶穌基督的家譜分為三

組， 每組十四代。 可能的意

義：


1. 清楚的結構 ： 馬太注重結構 ， 

按著時代將人名分為三組


2. 七的倍數 ： 十四是七的倍數 ， 

七與三都代表完全


3. 大衛的數值 ：大衛的名字דוד ，數
值是 4+6 +4=14

三個⼗四代



三個⼗四代
Three sets of 14-generations

•曠野四十二站 ： 


民數記33章記載

了一連串的地

名，數一數共42

個，是以色列人

從出埃及到進入

應許之地，在曠

野所經過的四十

二站。


•恩典四十二代： 


馬太福音一章記

載了一連串的人

名，數一數共 42

個，是從亞伯拉

罕到進入應許的

救恩，在人間所

經過的四十二

代。


•救贖的家譜：


在男性的家譜中，出現

了五位女性的名字：他

瑪，喇合，路得，烏利

亞的妻子，馬利亞。從

人的眼光來看她們都有

汙點，但卻蒙神救贖，

有了新的人生，彌賽亞

從她們而出。



•馬太福音從耶穌的父系來

敘述，講的是約瑟的家

譜、約瑟的選擇、約瑟的

行動。


•路加福音從耶穌的母系來

敘述，講的是馬利亞的家

譜，馬利亞的選擇、馬利

亞的行動。

約瑟的選擇



約瑟的選擇

1. 	選擇憐憫 ： 


約瑟是個義人（ 1:19 ，遵行

律法的人）。按照律法的規

定，所聘之妻若是與人行

淫，丈夫可以退婚，甚至用

石頭將她打死。約瑟得知馬

利亞懷孕之後選擇了憐憫，

不願公開羞辱她或將她打

死，只想暗中休了她。 


2. 選擇順服 ： 


約瑟在夢中得到天使的指示 ， 

叫他將馬利亞娶來，她乃是從聖

靈懷了孕 ，將會生一個兒子 ，

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 約瑟選擇

了順服神 ， 他不顧世人的指指

點點 ，將馬利亞娶來 ， 等她生

了兒子， 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



約瑟的選擇

•神的旨意，人的選擇 ： 神揀選人來成就他的旨意，蒙揀選的人可

以選擇順服，也可以選擇不順服。


•約瑟和馬利亞要面對未婚父母的醜聞和生活上的困難，但他們都選

擇了順服神：


1. 約瑟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將妻子娶過來。（1:24）


2.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路1:38）



•希律是以東人，被羅馬政府任命為

猶太王（ 37 -4 BC ）。他追求權


•力，以殘暴聞名，曾殺害自己的妻

子和兒子。


•他從東方博士聽到基督降生的消

息，決定要除掉他。


•博士沒有回來，希律就下令殺盡兩

歲以內的孩童。


•希律選擇今生的追求，選擇不要基

督，選擇傷害無辜。

希律的選擇



The Accuracy of Bible Reading

•從東方來了甚麼人？幾個

人？在何處見到耶穌？ 見

到了甚麼？


•你對以上這些問題的答

案，顯示出你讀經的準確

性。準確的讀經是了解神

話語的關鍵。

讀經的準確性



BCDEFG… This was to fulfill…
 ·
BHIJK#LMNOP'8QCDEFGB… R-STUVWXD(


B2FY-Z[\'5B1-2 ]-^_`)abcdef

 1.  Cgh-ij)'DEFGklmn2o-p'ofQqrs1


B tu3/'vEw,-x08Hyz:RB(1:22 - 23)


 2.  CDEFGklmn2o-p'ofQ{|}!~a{-./


B �:RB(2:15)


 3.  C)FcmnWz�-p'ofQ5��������-�K'


B D���,.1'�����'�0,���5c:RB(2:17-18)


 4.  CDEFGmn2o',�w0���v-pc:B(2:23)



 3 -7]: ��-JKB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 WX��<zz'5����� v'¡��-JK'¢£¤¥


BB�¦-§¨:Jesus was going throughout all Galilee,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and proclaim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 and


  healing every kind of disease and every kind of sickness among the


  people. ;4:23=


 · HIJK3- 7]-k©DQ��-JKRf


 A.  3-4]B'ª«BfBWX5<zz¡¬��-JKB:


 B.  5-7]B'®BfB¯°± B'B��-®B:



•馬太3-4章敘述耶穌的福音

事工，這個段落以施浸者約

翰開始，以呼召門徒結束，

中間講到耶穌受浸和受試探

兩件事。


•約翰是耶穌的前驅，門徒是

耶穌的跟從者。有人走在主

的前面，有人跟在主的後

面，這是福音事工的特色。

前驅者與跟從者



Man 身分：A forerunner for the Lord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

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

路！」（3:3）


Message 信息：A call for repentance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3:2）


Ministry 事工：The baptism for repentance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浸，叫你們悔改。

（3:11）

施浸者約翰



,EN²³´µ¶·�¸¹:;3:11=

•靈的證實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 3:16 ）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

女。（羅 8:16 ）


•火的審判 The judgment of fire


•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3:12 ）

靈與火的浸禮



Biº»-¼½BA Servant ’s Preparation


耶穌開始事奉之前做了兩件事 ：


	 1)  受浸


	 2)  受試探


 1.  聖別 Consecration


	· 事奉者必須將自己分別為聖 ，歸屬於神


 2.  得勝 Victory


	· 事奉者必須有靠主勝過試探的經驗



WX0¾E�¹¿Why Jesus wanted to be baptized?


 À©fWXÁÂÃÄÅÆ'0¾ÇÈ�¹¿


 1.  ÉÊË-Afª(Ì`Í0Î-i


• �0{�ÏÐC¦'ÉÊË-A:BFor in this way it is fitting 
forus to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B3:15=B

• WXÑÁ�¹-qE'ÒÓÃÔ¹Õ-@A'28,�¹c


 2.  ´ÄvÃÔ


 3.  Ö×ØÙ¦



The Temptation of Jesus

1. 生活的試探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

裡所出的一切話。（ 4:4 ）


2. 屬靈的試探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4:7 ）


3. 世界的試探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 4:10 ）

耶穌受試探



•漁夫與稅吏


門徒是瓦器，出身不高貴；耶穌是

寶貝，這就夠了。


•捨棄與跟從


彼得與安得烈捨網，雅各與約翰捨

船別父。捨棄才能跟從。


•門徒與群眾


耶穌憐憫群眾，但卻造就門徒。主

所看重的是門徒。

呼召⾨徒



Sermon on the Mount

•馬太福音將耶穌的教導集中為

五組，登山寶訓（5-7章）是

第一組。


•耶穌教導的方式是 「向門徒說 

，讓群眾聽 」 ：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他就

開口教訓他們，說 … （ 5:1 - 2）

登⼭寶訓



Kingdom Gospel

1.��-LÚBKingdom’s 
Norm, 5:1- 12


2.��-�UBKingdom’s 
Witness, 5:13- 16


3.��-ABKingdom’s 
Righteousness, 5:17- 7:12

天國的福⾳



天國的常態
八福：幸福⽣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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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的⾒證
鹽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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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放在登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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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的義
律法和先知

•天國與舊約的關係 ：乃是要成全 But to fulfill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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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ÛD{ÜÝ·�B…You have heard…but I tell you…


 1.  ÞßvBMurder'B5:21- 26


 2.  ÞàáBAdultery '5:27- 30


 3.  ÞâãBDivorce 'B5:31- 32


 4.  ÞäåBOaths'B5:33- 37


 5.  Þ8ÌæÌBEye for Eye'5:38- 42


 6.  ÞçèéBLove for Enemies'B5:43-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