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馬太福音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馬太福音的作者。 
 指出馬太福音的受書人。 
 舉出馬太福音的目的。 
 默寫馬太福音的鑰節。 
 列出馬太福音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引言 

 
作者：馬太 
 
對象：給所有信徒，只是原本是要給猶太人的，作者便顯示大衛的兒子耶穌是彌

賽亞。 
 
目的：展示耶穌的服侍，突顯祂是猶太人的王的身份。 
 
鑰節：廿八 19－20 
 
生活和事奉原則：耶穌最後吩咐門徒，要往普天下傳福音。 
 
主要人物：耶穌，十二位門徒。  
 

大綱 
 

第一部份：王的家譜 一 1－17 
 
壹、 引言：一 1 
 
弍、 家譜中的人物：一 2－16 
 
叁、 家譜的計劃：一 17 



第二部份：王的出生 一 18－二 23 
 

壹、 受孕：一 18－23 
 
弍、 出生：一 24－25 
 
叁、 與出生有關的事件：二 1－23 
 甲、 博士到訪和希律的陰謀：二 1－12 
 乙、 逃往埃及：二 13－15 
 丙、 希律報復：二 16－18 
 丁、 返回拿撒勒家鄉：二 19－23 
 

第三部份：準備 三 1－四 11 
 
壹、 準備君王駕臨：三 1－17 
 甲、 施洗約翰的工作和信息：三 1－12 
 乙、 王受洗：三 13－17 
 
弍、 王的準備：四 1－11 
 甲、 人性受撒但攻擊：四 1－4 
 乙、 神性受撒但攻擊：四 5－7 
 丙、 王權受撒但攻擊：四 8－11 
 

第四部份：王在加利利的工作 四 12－十三 58 
 
壹、 叫人悔改：四 12－17 
 
弍、 四位漁夫蒙召作門徒：四 18－22 
 
叁、 早期業績和聲名大噪：四 23－25 
 
肆、 天國公民的操守：五 1－七 28 
 甲、 天國公民應有的態度：五 1－12 
 乙、 天國公民的見證：五 13－16 
 丙、 天國原則與律法和先知的關係：五 17－48 
  一、 上帝一般的律法：五 17－20 
  二、 新的律法：五 21－48 

a. 殺人：五 21－26 



b. 姦淫：五 27－30 
c. 離婚：五 31－32 
d. 起誓：五 33－37 
e. 待人：五 38－48 

丁、 天國中三種敬拜態度：六 1－18 
 一、 奉獻：外表：六 1－4 
 二、 祈禱：向上：六 5－15 
 三、 禁食：內心：六 16－18 
戊、 天國公民權衡輕重：六 19－34 
 一、 對財富：六 19－21 
 二、 對服侍：六 22－24 
 三、 對物質：六 25－34 
 四、 正確的輕重權衡：六 33 
己、 天國公民的正確操守：七 1－29 
 一、 論斷：七 1－5 
 二、 看重聖物：七 6 
 三、 祈禱：七 7－12 

a. 三類禱告：祈求、尋找、叩門：七 7－8 
b. 生身父新天父回應的比較：七 9－11 

庚、 給天國公民的警告：七 13－29 
 一、 兩扇門：七 13－14 
 二、 假先知：七 15－20 
 三、 屬上帝的人的證據：遵行祂的旨意：七 21－23 
 四、 聰明人和無知人的分別：七 24－27 
申、 驚訝耶穌的教訓：七 28－29 

 
伍、 王的權柄：八 1－九 38 
 甲、 勝過疾病的權柄：八 1－17 
  一、 醫治患痲瘋的：八 1－4 
  二、 醫治百夫長的僕人：八 5－13 
  三、 醫治彼得的岳母：八 14－15 
  四、 醫治各樣的疾病：八 16－17 
 乙、 管理門徒的權柄：八 18－22 
 丙、 勝過大自然的權柄：八 23－27 
 丁、 勝過污鬼的權柄：八 28－34 
 戊、 勝過罪的權柄：九 1－8 
 己、 管理人的權柄：九 9－17 
  一、 呼召馬太：九 9 



  二、 與罪人吃飯：九 10－13 
  三、 回答問難：九 14－17 
 庚、 勝過死亡的權柄：九 18－19，23－26 
 申、 勝過身體狀況的權柄：九 20－38 
  一、 患血漏的婦人：九 20－22 
  二、 瞎眼：九 27－31 
  三、 耳聾及被鬼附的：九 32－34 
  四、 耶穌的憐憫：九 35－38 
 
陸、 被王差遣：十 1－42 
 甲、 十二位宣教士和領受的權柄：十 1－4 
 乙、 旅程指引：十 5－42 
  一、 當去的地方：十 5－6 
  二、 工作：十 7－8 
  三、 有關物質的囑咐：十 9－15 
  四、 有關屬靈的囑咐：十 16－42 
 
柒： 對天國的態度：十一 1－30 
 甲、 被誤解：十一 1－11 
 乙、 被扭曲：十一 12－19 
 丙、 被棄絕：十一 20－24 
 丁、 被接納：十一 25－30 
 
捌： 與法利賽人的爭議：十二 1－14 
 甲、 在安息日收割：十二 1－8 
 乙、 在安息日治病：十二 9－13 
 丙、 結果：十二 14－21 
 
玖、 不能赦免的罪：十二 22－37 
 
拾、 基督對法利賽人要求的回應：十二 38－45 
 
拾壹、 在天國屬靈比肉身的關係重要：十二 46－50 
 
拾弍、 天國比喻：十三 1－53 
 甲、 撒種的比喻：十三 1－9 
 乙、 說比喻的因：十三 10－17 
 丙、 撒種比喻的解釋：十三 18－23 



 丁、 稗子的比喻：十三 24－30 
 戊、 芥菜種的比喻：十三 31－32 
 己、 麫酵的比喻：十三 33 
 庚、 比喻摘要：十三 34－35 
 申、 稗子比喻的解釋：十三 36－43 
 壬、 田中寶物的比喻：十三 44 
 癸： 無價珍珠的比喻：十三 45－46 
 子、 撒網的比喻：十三 47－50 
 丑、 比喻的結語：十三 51－52 
 
拾叁、 王在家鄉被接待：十三 53－58 
 

第五部份：在加利利一帶的工作 十四 1－十八 35 
 

壹、 施洗約翰之死：十四 1－12 
 
弍、 耶穌退到海邊：十四 13－十五 20 
 甲、 餵飽五千人：十四 13－21 
 乙、 人為餅跟從：十四 22－23 
 丙、 在水面行走：十四 24－33 
 丁、 在革尼撒勒的工作：十四 34－36 
 戊、 與法利賽人和文士爭論：十五 1－20 
 
叁、 耶穌退往推羅、西頓：十五 21－28 
 甲、 推羅、西頓境內的婦女：十五 21－28 
 
肆、 耶穌退到底加波利境內：十五 29－38 
 甲、 近加加利海邊的醫治工作：十五 29－31 
 乙、 餵飽四千人：十五 32－38 
 
伍、 馬加丹境內的工作：十五 39－十六 4 
 
陸、 警告門徒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十六 5－12 
 甲、 求神蹟：十六 1－4 
 乙、 防備他們的教訓：十六 5－12 
 
柒、 退到該撒利亞腓立比境內：十六 13－十七 21 
 甲、 試驗門徒：十六 13－20 



 乙、 指示有關死亡、復活和再來的事：十六 21－28 
 丙、 改變形象：十七 1－13 
 丁、 治癒痲瘋病人：十七 14－20 
 
捌、 加利利短暫停留：十七 22－十八 35  
 甲、 再提自己被殺和復活：十七 22－23 
 乙、 交殿稅：十七 24－27 
 丙、 誰為大的教訓：十八 1－6 
 丁、 慎防犯罪：十八 1－6    
 戊、 失羊比喻：十八 10－14 
 己、 擺平天國公民間的分爭：十八 15－35 
  一、 如何處理爭執：十八 15－17 
  二、 天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十八 8－20 
  三、 赦免的問題：十八 1－22 
  四、 王和債主們：十八 23－35 
 

第六部份：王在庇哩亞的工作 十九 1－廿 34 
 
壹、 醫治眾人：十九 1－2 
 
弍、 關於離婚的提問：十九 3－12 
 
叁、 耶穌為小孩祝福：十九 13－15 
 
肆、 少年財主的詢問：十九 16－22 
 
伍、 財主的危險：十九 23－30 
 
陸、 家主的比喻：廿 1－16 
 
柒、 耶穌行將受死及復活：廿 17－19 
 
捌、 一位母親的自私請求：廿 20－28 
 
玖： 兩瞎子在耶利哥附近得醫治：廿 29－34 

 
第七部份：王的最後一星期 廿一 1－廿七 31 

 



壹、 王進耶路撒冷：廿一 1－11 
 
弍、 潔淨聖殿：廿一 12－17 
 
叁、 咒詛無花果樹：廿一 18－22 
 
肆、 質疑耶穌的權柄：廿一 23－32 
 
伍、 惡園主的比喻：廿一 33－46 
 
陸、 婚筵的比喻：廿二 1－14 
 
柒、 敗壞耶穌的名聲：廿二 15－45 
 甲、 向該撒納稅：廿二 15－22 
 乙、 復活的問題：廿二 23－33 
 丙、 最大的誡命：廿二 34－40 
 丁、 耶穌反問：廿二 41－46 
 
捌、 討論法利賽人和文士：廿三 1－39 
 甲、 偽裝成宗教權威：廿三 1－3 
 乙、 把重擔加人身上：廿三 4 
 丙、 愛得人稱讚：廿三 5－7 
 丁、 忠告門徒：廿三 8－12 
 戊、 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廿三 13－36 
 己、 為耶路撒冷哭泣：廿三 37－39 
 
玖： 國度的將來：廿四 1－廿五 46 
 甲、 聖殿被毀：廿四 1－2 
 乙、 末日的兆頭：廿四 3－14 
 丙、 災難時期：廿四 15－22 
 丁、 耶穌再來：廿四 23－31 
 戊、 無花果樹的比喻：廿四 32－35 
 己、 主的日子：廿四 36－41 
 庚、 吩咐警醒：廿四 42－51 
 申、 末期的比喻：廿五 1－46 
  一、 十個童女：廿五 1－13 
  二、 分銀：廿五 14－30 
  三、 綿羊和山羊：廿五 31－46 



 
拾、 釘十架前發生的事：廿六 1－廿七 31 
 甲、 宣告死期已近：廿六 1－2 
 乙、 設計殺害耶穌：廿六 3－5 
 丙、 為埋葬受膏：廿六 6－13 
 丁、 猶大同意出賣耶穌：廿六 14－16 
 戊、 最後晚餐：廿六 17－29 
  一、 預備守逾越節：廿六 17－19 
  二、 最後晚餐：廿六 20－29 
  三、 耶穌的警告和彼得誇口：廿六 30－35 
 己、 客西馬尼：廿六 36－46 
 庚、 被賣和被捉拿：廿六 47－56 
 申、 耶穌受審：廿六 57－廿七 26 
 

第八部份：王的死和凱旋 廿七 27－廿八 20 
 
壹、 釘十架和埋葬：廿七 27－66 
 甲、 兵丁嘲笑：廿七 27－31 
 乙、 走向各各他死亡的路：廿七 32－54 
 丙、 忠心婦女埋葬和墓地的兵丁：廿七 55－66 
 
弍、 復活：廿八 1－15 
 
叁、 大使命：廿八 16－20 
 

 

 

 

 

 

 

 



自我測驗 
 

1. 誰是馬太福音的作者？ 
 

                                                                   
 
2. 舉出馬太福音的目的。 
 

                                                                   
 

3. 誰是太福音的受書人？ 
 

                                                                   
 
4. 列出馬太福音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馬太福音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馬太福音可分為三組，每組含有十宗事件：山上寶訓有十個主要成份（五至
六章）。接著是十個神蹟（八至十章）。第三組（十至八章）記錄了人對耶穌

的十種反應。用這方式研讀馬太福音。 
 
2. 研究馬太的生平。他是一名稅吏（太五 3）。後來成為耶穌的門徒（九 9），並
且成了這本福音書的作者。 

 
3. 研讀第四章耶穌受試探。利用下面的圖表，幫助你了解試探的故事： 
 

基督受試探 
 
 試探  試探層面   「若是」  基督以聖經回答 
  
 石頭  肉體（飢餓）  上帝的兒子  申八 3 
 
 殿頂  靈性    上帝的兒子  詩九 11－12 
             申六 16 
 
 世上列國 物質    拜我   申六 13 
 

 
4. 在太一、二章引述多處舊約聖經。比較下列： 
 

太一 23    賽七 14 
太二 2    耶廿三 5；亞九 9 
太二 6    彌五 2 
太二 15    何十一 1；出四 22 
太二 18    耶卅一 15 
太二 23    賽十一 1 

 
5. 從太十章中找出所有門徒的特徵。 
 
6. 研讀太廿 17－28。列出耶穌口中的領袖與世上領袖的分別。 
 
7. 研讀太廿三章，列出給基督徒領袖的十條命令。 
 



8. 研讀以下與太廿一 1－17有關的舊約經文：亞九 9；王下九 13；出卅 13；詩
一一八 26；利一 14；賽五六 7；耶七 11；詩八 2。 

 
9. 研究以下馬太福音中的鑰詞：國、天堂、天國。 
 
10. 研讀耶穌的祈禱： 
 

洗禮     路三 21 
單獨一人    可一 35 
在曠野     路五 16 
選門徒的前一夜   路六 12 
在呼召人「到我這裡來」 太十一 25－27 
餵飽五千人    約六 11 
餵飽五千人後   太十四 23 
賜下主禱文    十一 1－4 
在該撒利亞腓立比  路九 18 
變像前     路九 28－29 
為小孩     太十九 13 
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前 約十一 41－42 
在聖殿     約十二 27－28 
最後晚餐    太廿六 26－27 
為彼得     路廿二 32 
為門徒和以後信祂的人 約十七 
在客西馬尼    太廿六 36，39，42，44 
在十架     路廿三 24 
在以馬忤斯路上   路廿四 30 

 
11. 研讀耶穌的神蹟： 
 
      太   可   路   約 
 痲瘋病人   八 2－3  一 40－42 五 12－13 
 百夫長的僕人  八 5－13     七 1－10 
 彼得岳母   八 14－15 一 30－31    四 38－39 
 兩個加大拉人  八 28－34 五 1－15  八 27－35 
 癱子    九 2－7  二 3－12  五 18－25 
 患血漏的女人  九 20－22 五 25－29 八 43－48 
 啞巴被鬼附的  九 32－33 
 手枯乾的   十二 10－13 三 1－5  六 6－10 



 又瞎又啞的   十二 22     十一 14 
 迦南婦人的女兒  十五 21－28 七 24－30 
 癲癎病的小童  十七 14－18 九 17－29 九 38－43 
 瞎子    廿 29－34 十 46－52 十八 35－43 
 聾啞巴       七 31－37 
 會堂被鬼附的     一 23－26 四 33－35 
 伯賽大的瞎子     八 22－26 
 駝背的女人         十三 11－13 
 患水臌的人         十四 1－4 
 十個長大痲瘋的        十七 11－19 
 瑪勒古的耳朶        廿二 50－51 
 官長的兒子            四 46－54 
 畢士大池的病人           五 1－9 
 生來瞎眼的            九 1－7 
 平靜風浪   八 23－27 四 37－41 八 22－25 
 水面行走   十四 25  六 48－51 
 餵飽五千人   十四 15－21 六 35－44 九 2－17  六 5－13 
 餵飽四千人   十五 32－38 八 1－9 
 魚口的錢   十七 24－27 
 枯乾的無花果樹  廿一 18－22 十一 12－26 
 捕魚       五 1－11 
 水變酒             二 1－11 
 另一次捕魚         廿一 1－11 
 睚魯的女兒   九 18－25 五 22－42 八 41－56 
 寡婦的兒子         七 11－15 
 拉撒路               十一 1－44 
 
12. 研讀耶穌的比喻： 
 

太    可    路   
  
斗底下的燈  五 14－15  四 21－22  八 16；十一 33 
盤石上的房子 七 24－27 
新衣   九 16   二 21   五 36 
新酒   九 17   二 22   五 37－38 
撒種   十三 3－8  四 3－8   八 5－8 
芥菜種   十三 31－32  四 30－32  十三 18－19 
稗子   十三 24－30  



麫酵   十三 33       十三 20－21 
隱藏寶物  十三 44 
珍珠   十三 45－46   
拉網   十三 47－48 
失羊   十八 12－13      十五 4－6 
兩個債主  十八 23－24 
葡萄園的工人 廿 1－16 
兩個兒子  廿一 28－31 
兇惡園戶  廿一 33－41  十二 1－9  廿 9－16  
婚宴   廿二 2－14 
無花果樹  廿四 32－33  十三 28－29  廿一 29－32 
十個童女  廿五 1－13   
分銀   廿五 14－30      十九 12－27 
綿羊和山羊  廿五 31－36 
收割       四 26－29 
債主和欠債的         七 41－43 
好撒瑪利亞人         十 30－37 
有需要的朋友         十一 5－8 
愚昧的財主          十二 16－21 
警醒的僕人          十二 35－40 
忠心的管家          十二 42－48 
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十三 6－9 
坐首位           十四 7－14 
盛大筵席          十四 16－24 
計算代價          十四 28－33 
失錢           十五 8－10 
浪子           十五 11－32 
不義管家          十六 1－8 
財主與拉撒路         十六 19－31 
主人和僕人           十七 7－10 
切求的寡婦          十八 2－5 
法利賽人和稅吏         十八 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