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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簡介/君王與天國 

 
馬太福音將耶穌的生平與舊約預言連貫起來，顯明耶穌是所應許的彌賽亞, 祂是君

王, 而“天國“，是耶穌所傳福音的內容。因此此書十分強調耶穌有權柄去解釋上

帝的律法，及教導有關天國的真理,  可說是新約與舊約間的橋樑， 讓歷世歷代所

有願跟隨耶穌的人，更清楚自己應該如何活在所處的世代和社會中，成為天國在 

當世代的見證人。 

 
作者：馬太, 又名利未, 是被主所召的稅吏（太 9:9-13, 可 3:18, 路 6:15),  被召時起來

跟隨耶穌, 並在家邀請耶穌和他的稅吏朋友同席,  引起法利賽人的論斷. 

 

馬太福音與四福音:  

1. 此書與馬可, 路加一起被稱為同觀 (符類)福音, 因所描述耶穌生平的大綱大都

相同  (家譜,出生…) , 但不是傳記, 並未按照時間來敘述, 此書特要向猶太人

證明耶穌是彌賽亞, 引用舊約聖經極多.  

2. 基督是那四個臉面的人子(結一: 4-10，10:14，20) 

馬太福音：獅子－以獅子的特點表明耶穌是君王 

馬可福音：牛－以牛的特質表明耶穌是受苦的僕人 

路加福音：人－以人的一面表明耶穌是憐憫的救主   

         約翰福音：鷹－以鷹的特質表明耶穌有屬天的神性 

3. 此書的風格着重在耶穌的教訓. (太 9:35, 28:20),  

4. 鑰詞： 

   “這是要應驗“ （1:22, 2:15, 17, 23, 12:17, 13:14, 35, 21:4, 26:56, 27:9) 

“天國“是此書的特別用語, 整本聖經共出現 38 次, 此書就用了 37 次. 

   

耶穌的家譜：太 1:1-17 
1. 亞伯拉罕的後裔: 表明了應許的子孫, 救贖的恩典(創 12:1-3, 加 3:16) 
2. 大衛的子孫：表明了君王的身份(撒下 7:8, 11-12, 代上 17:7-14) 

“亞伯拉罕之約, 大衛之約“ 
3.  家譜中的女人：1:3   他瑪 
                                 1:5   喇合 
                                 1:5   路得 
                                 1:6  烏利亞的妻子 
                                 1:16 馬利亞 

 
 耶穌基都是女人的後裔, 為女子所生(創 3:15, 加 4:4) 

 
作業：1. 找出大衛的子孫的經節 

         2. 默想耶穌是君王, 是我的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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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君王的降生與天國近了的宣告 
 
 

ㄧ. 耶穌基督的降生 
基督=彌賽亞 

     主耶穌獨特的五種身份 
            .. 祂是那應許之子 - 亞伯拉罕的兒子(參創 22:17-18) 
            .. 是那為君王的 - 大衛的兒子(參撒下 7:12-13 
            .. 是那位救主 -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 是女人的後裔（創 3:15)(賽 7:14)童貞女馬利亞的兒子(1:23), (加 4:4) 
            .. 是以馬內利: 應驗神藉先知以賽亞的應許"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繙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1:23;賽 7:14) 
二. 地上對王的反應: 

1. 東方的博士：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

星， 特來拜他。」 
2. 希律王:不安 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3. 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基督當生在何處？」 
4. 伯利恆：彌 5:2, 太 2:6, 路得記 
5. 星的引導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獻上黃金 乳香 沒藥 
6. 夢中的指示：博士不要回去見希律 

                                約瑟逃往埃及(何西阿 11:1) 
   7.  希律下令殺嬰：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安慰(太 2:17, 耶利米 31:15) 
 

三.主的成長之地:拿撒勒 
 
四. 天國近了 
      1. 王的先鋒：施洗約翰 
                 天國近了, 應當悔改, 結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 
                  介紹耶穌用聖靈與火為我們施洗 
      2. 耶穌受洗：君王的受膏 

聖靈的膏抹 
天父的聲音：這是我的愛子 

     3.  耶穌受試探：體  
                                  魂  
                                  靈 

3. 耶穌開始傳道： 天國近了, 應當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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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天國的誡命與律法（登山寶訓）  

 

一. 君王耶穌的事工 

1. 始於加利利 

2. 大光照耀黑暗  

3. 宣告“天國近了, 你們應該悔改“（太 4:17) 

4. 呼召門徒：來跟從我 

 

二. 登山寶訓 （太 5:17-20) 

1. 對門徒說, 門徒是光與鹽 

2. 八福（有福了）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3.  耶穌是要成全律法 

-- 教訓與遵行 

“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斷不能進天國“ 

 

4. 字句與精義的比較 

               a. 字句：不可殺人—懷怨,動怒,咒罵,殺人 

                  精義：和好  

               b. 字句：不可姦淫—看見婦女就動淫念 

               c. 字句不可背誓--    

                   精義：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d.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精義：不要與惡人作對 

                  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精義：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4. 暗中（隱藏）的義： 

a. 施捨：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

的，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報答你 

b. 禱告：1）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 

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 

報答你。 

 2) 主禱文：神的國降臨,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c. 禁食：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 不叫人看出你

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報答你。 

 

5. 人生價值觀 

財寶：地上？天上？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事奉：主? 瑪門?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你們了。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 

          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6. 人際關係 

論斷：量器? 假冒為善?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 

  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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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條門路： 窄門？ 寬門 ?  

                

8. 兩種果樹： 真假先知? 

“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

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9. 兩等根基：磐石? 沙土? 

“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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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天國的事奉： 耶穌醫病趕鬼與差遣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許多的人, 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於是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稼多, 作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 打

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9: 35-38) 

          

  

一. 由耶穌所行的表明 

1. 祂是以賽亞所預言“代替與擔當“的彌賽亞 

2. 祂是猶太人所等候的君王 

3. 祂是憐憫的君王  

4. 祂有君王的權柄 

5. 祂是神的兒子 

 

二. 耶穌醫病趕鬼的原則與方式 

1. 接納（猶太人, 外邦人, 大痲瘋, 罪人, 女人……..) 

2. 用手 

3. 用口 

4. 用眼 

5. 用耳 

6. 用心 

7. 用腳 

8. 用權柄 

9. 自然界也順服 

 

三. 耶穌事奉中的阻力 

1. 被包圍 

2. 被拒決 

3. 傳統宗教的束敷 

法利賽人, 施洗約翰的門徒      

 

 



四. 領受醫治釋放的恩典 

1. 來到主前 

2. 求 

3. 信心 

4. 聽而順服 

5. 有人帶著（成為別人的管道） 

6. 察看 

7. 獻上禮物 

8. 作見證 

 

五. 事奉的傳遞 

1. 差遣 12 門徒 

2. 事奉中的代價與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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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天國的本質與比喻 

 

 
ㄧ. 天國的本質 

1. 要傳揚的 

主耶穌：所行的顯明所傳的 

施洗約翰：預備道路 

門徒：受差遣就去 

          

2. 是隱藏的 

除了主所願意指示的（太 11:25-27) 

用比喻（太 13:10-11, 13:35) 

 

3. 要付代價 

努力進入的（太 11:12） 

被拒絕（太 11:2, 13:53-5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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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的軛是容易

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28-30) 

 

二. 天國的比喻 

     1. 撒種的比喻：四種心田 

     2. 麥子與稗子：兩樣同長 

     3. 芥菜子與麵酵：長大與發展 

     4. 藏寶與尋珠：變賣換取 

     5. 撒網：分別與揀選 

 

三. 對天國君王的反應 

     1. 這世代沒有反應--不跳舞不捶胸（太 11:16-19) 

     2. 城市不肯悔改—哥拉汛, 伯賽大, 迦百農（太 11:20-24) 

     3. 法利賽人和文士—控告, 閒話, 求看神蹟（太 12:1-45) 

        安息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12:8) 

        治病趕鬼：“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12:31) 

        求看神蹟: “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 約拿三日 

            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太 12:39-40) 

    ４. 家鄉：“他們就厭棄他…耶穌因為他們不信，就在那裡不多行異能了“（太

13: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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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天國的權柄 
 

"耶穌說, 你們說我是誰? 西門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對他說, 

西門巴約拿, 你是有福的. 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還告訴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他.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

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16:15-19) 

 

一. 施洗約翰被殺,是耶穌被釘十架的前奏(太 14:1-12,17:12) 

 

二. 五餅二魚與履海, 這真是神的兒子(太 14:13-33) 

1. 群眾 : 強逼耶穌作王, 獨自退去(約 5:14-15) 

2. 門徒：懼怕小信 

3.  

三. 禮上的污穢— 法利賽人和文士藉著遺傳廢了神的誡命  (太 15:1-20) 

 

四. 暫時退離加利利—事工的轉捩點(太 15:21-17:21) 

             1. 迦南婦人的信心—得着兒女的餅, 天國及於外邦人(太 15:21-28)  

 

         2. 餵飽四千人—君王的憐憫(太 15:29-39) 

 

         3. 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 試探耶穌求神蹟 (太 16:1-12) 

 

4. 你們說我是誰—背十字架隨我(太 16:13-28) 

             1)彼得認耶穌是基督, 永生神的兒子 

 

             2) 這磐石 

            a.  彼得所宣告的 

            b. 基督 

                      c. 教會的權柄 

c-1 建造在這磐石上 

 

     c-2 勝過陰間的權柄 

 

     c-3 得着天國的鑰匙 

 

     c-4 綑綁與釋放 

 

       5. 背十字架來跟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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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天國的權柄與倫理 
 
ㄧ. 登山變像的啟示（太 17:1-8, 可 9:1-8, 路 9:28-36) 

1. 神的國大有能力的降臨 

2. 摩西、以利亞與耶穌談論:去世與將要成的事 

3. 彼得/三座棚：在這裡真好 

4. 父的聲音: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 

 

二. 癲癇病的孩子（太 17:14-21,可 9:14-29,路 9:37-43) 

     1. 父親的呼求 

     2. 主的哀嘆:不信又悖逆的世代 

     3. 趕鬼與信心 

 

三. 天國裡誰為大?（太 18:1-11, 可 9:33-37, 路 9:46-48) 

     1. 謙卑像小孩子的 

     2. 為主名接待小孩子（太 19:13-15) 

     3. 不可輕看天國裡的小子 

 

四. 天國倫理的實行 

     1. 得罪與饒恕(太 18:13-17, 21-35) 

        a. 得罪的處裡: 個人,兩三個人, 教會 

        b. 饒恕 70 個 7 次：憐憫, 從心裡做起 

     2. 教會的權柄(太 18:18-20) 

         a. 綑綁與釋放 

         b. 同心合意 

         c. 奉主的名 

     3. 休妻可否?(太 19:1-12) 

         a.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b. 因淫亂之故 

         c. 獨身 

     4. 財寶的運用(太 19:16-27) 

        a. 積財在天上（善事?永生? ) 

        b. 貪財難進天國 

     5. 天國的賞賜（太 19:27-20:16) 

        a. 跟從主的人承受永生 

        b. 在前在後? 

        c. 葡萄園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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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君王的背棄與敵對 

                              （君臨耶路撒冷） 

 

ㄧ. 我們上耶路撒冷（太 20:17-19) 

1. 預言受難 

a. 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祂死罪（21: 18-26:75） 

         b. 他們又將人子交給外邦人，將祂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27: 1-66） 

c. 第三日祂要復活（28: 1-20） 

 

2. 母求二子神國坐左右 
a. “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嗎?” 
b. “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3. 路旁瞎子求能看見 
a. “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們吧!” 

b. “要我為你們作什麼? ” 

c. “要我們的眼睛能看見“ 

d. “耶穌就動了慈心“ 

 

二. 進耶路撒冷 

1. 主騎驢駒進耶路撒冷(太 21:1-17, 亞 9:9) 

a. 王來到這（應驗先知的話） 

b.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這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穌） 

c. 主潔淨聖殿 

d. 主醫治瞎子瘸子 

 

2. 咒詛無花果樹 

 

3. 面對祭司長與長老的挑戰-問耶穌作事的權柄  

     a. 兩個兒子的比喻： 表明他們不信的惡心: 

     b. 兇惡園戶的比喻： 表明神的國要從猶太人轉移 

                               （眾人以為祂是先知） 

     c. 娶親的筵席: 表明進天國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4. 面對挑戰 

a. 法利賽人與希律黨的挑戰 ：以陷阱問納稅給該撒可以否?: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 神的物當歸給神."(22:17-21) 

    b. 面對撒都該人的挑戰：復活之事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c. 面對律法師的挑戰： 大的誡命 

 “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 且是 大的.其次也 相仿, 

   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總綱 

 

5. 法利賽人的警戒： 

        a. 不要效法利賽人的行為（23:1-12) 

        b. 法利賽人的七禍(23:18-36) 

           第一禍：他們把開啟天國的鑰匙隱藏起來！ 

           第二禍：他們是誘人入“法利賽人的教”，歸向自己，不是歸向耶穌！ 

           第三禍：他們起誓重禮物而非尊重神的殿和寶座 

           第四禍：他們注重外表的奉獻，卻不行公義憐憫和信實。 

           第五禍：洗淨外面, 裡面充滿勒索和放蕩 

           第六禍：粉飾的墳墓，外面顯公義裡面是假善和不法 

           第七禍：殺害先知的子孫 

 

 

     6. 主為耶路撒冷哀哭（23:37-39) 

           a. 常殺害先知      
           b. 將成為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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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末世預言與天國審判 

                          聖殿被毀與世代末了的預兆 

ㄧ. 末期的開始：災難的起頭（生產之難）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太 24: 4-9) 

*為義受逼迫（太 24:9, 5:10-12) 

 

二. 末期的來到 

     1.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太 24:14, 羅 10:25-26) 

a. 許多人跌倒 

b. 假先知的迷惑 

c. 不法的事增多（愛心冷淡） 

         2. 選民 

            a. 聖殿（聖地）被毀（太 24:2, 15,但 9:26-27; 11:31; 12:11) 

            b. 大災難（太 24:21) 

為選民要減少災難的日子(太 24：22) 

 

三. 主再來的預兆（太 24:30- 

 1. 地上的萬族要哀哭 

 2. 將選民從四方招聚 

 3. 無花果樹的樹枝發嫩長葉—人子近了 

    a. 日子時辰無人知道 

    b.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c. 謹醒豫備 

 

四. 比喻 

1. 善僕惡僕（太 24:45-51） 

忠心有見識按時分糧 

2. 十童女(聰明/愚拙)（太 25:1-13） 

拿著燈,又豫備油在器皿裡 

3.  按各人才幹受責任 

領受與賺取 

五. 天國的審判 

         山羊/綿羊 –永刑/永生 

         “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 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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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王的受難與復活 

 
一. 王的價值—澆極貴的香膏（太 26:6-16, 可 14:1-11, 約 12:1-8) 

    Ａ. 伯大尼的馬利亞以真哪噠香膏澆在耶穌頭上 

        1. 打破玉瓶 

        2. 一件美事 

        3. 為主安葬做豫備 

        4. 普天下都要記念傳說 

 

    B. 猶大以 30 塊錢賣主  

       1. 何用枉費? 賙濟窮人? 

       2. 不常有主, 撒但入了猶大的心（路 22：3) 

       3. 以 30 塊錢賣主 

 

二. 王的桌子（太 26:17-30, 可 14:12-26, 路 22:7-23, 林前 11:23-26) 

     A. 逾越節的筵席/ 後晚餐（詩 23:5) 

        1. 主預言有人賣主（同桌蘸手在盤子裡） 

        2. （主為門徒洗腳） 

     B. 設立聖餐 

        餅—這是我的身體 

        杯—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 

     C. 往橄欖山去 

         1. 預言門徒都要跌倒 

         2. 預言彼得三次不認主（路 22:31-38) 

 

三. 王的禱告（太 26:36-56) 

     1. 客西馬尼（原文的意思是榨油石） 

     2. 主三次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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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門徒睡着：主說：儆醒片時, 免得入了迷惑 

 4. 起來我們走吧, 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四. 王被捉拿與受審 (太 26: 57-27:25) 

    1. 為要應驗經上的話（26：54, 56) 

       神的計劃與定旨（賽 53 章) 

    2. 彼得的血氣： 

        a. 以刀砍僕人的耳朵 

        b. 三次不認主（遠遠跟著） 

        c. 出去痛哭 

    3. 主在受審時所回答的 



        a. 公會前: 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 耶穌對他說你說的是 

        b. 彼拉多前: 你是猶太人的王麼? 耶穌說你說的是 

           查不出主有罪, 就拿水洗手說： 流這義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們承當罷."(27:24)  

        c. 猶大的結局 

        d. 眾人選擇“巴拉巴“ 

        e. 主的罪狀：“這是猶太人的王“ 

  

五. 王釘十字架（太 27:26-66）)      

     1.十字架的咒詛與代替(申 21: 22-23 賽 53, 加 3:13) 

“無罪的為我們成為罪“（林後 5:21) 

2. 聖殿的幔子裂開, 為我們開出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來 10:19) 

 

六. 王的埋葬與復活(太 28:1-15) 

     1. 新墳 

     2. 復活得勝了死亡（林前 15:55-57) 

 

七. 王的大使命(太 28:16-20) 

    1. 主的升天: 加利利的山(28:16, 26:32) 

    2.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18-19) 

    3.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8:20,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