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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若歌教会新约综览
（本讲义参考了若歌主日学其
他教师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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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 天国的福音

 作者: 马太

 读者: 犹太信徒

 写作日期: 主後60-70年

 背景介绍: 早期教会相信马太福音是第一卷写
成的福音书。近代圣经学者一般认为马可福音
最早写成, 马太参考马可福音, 再加上口传, 
文件及自己记忆, 写成马太福音。

 主题及目的: 
 应验旧约耶稣是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弥赛亚。

 进一步阐明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天国的君王）。

 预言未来的审判及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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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音书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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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的特点

 最多引用旧约圣经的福音书（供150次，其中直接引用29
次，间接引用121次）。

 充满神话语的一卷书，最多记载耶稣基督的话（644句主
讲的话/全本马太福音共1068节）。

 较多比喻的一卷福音书（福音书共包含34个比喻）。
马太福音(25)，马可福音(11)，路加福音(31)

 主耶稣讲道、教训与旧约圣经紧密相连
1）如论律法、论犹太人的传统和遗传等
2）充满“犹太智慧文学”的特征

 如太5：27-30（论奸淫），其中“右眼剜出来”，“右手砍下来”等说
法。

 主自己的确认：“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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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的大纲

1 2 3 4 5-6-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25 26 27 28

君王的来临

耶稣公开的
教导和事工

耶稣被犹太人
拒绝

耶稣教导
门徒

君王的得胜国度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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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选民：主耶稣的家谱（1：1-17）

 律法：“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
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

 圣殿：“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
殿更大。”(太12:6)

注：犹太教的三大柱石: 选民, 
圣殿和律法。犹太人认为圣殿
是最大的。因为圣殿表示神与
他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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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登山宝训，太5-7章）

 馬太五∼七章被稱為《登山寶訓》，又有人稱它“基督教教義摘
要”、“天國君王的宣言”、“天國的大憲章”。這是聖經所
記，耶穌基督最長的講論。

 登山寶訓教導些什麼？
主耶穌出來傳道：“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亨利馬太說，
登山寶訓是要說明：1)要悔改什麼？2)天國像什麼？一方面讓我
們知道我們所信的是什麼，一方面讓我們去實行。

 登山寶訓不是拿來做社會改革用的，它是表明人心改變才是惟
一的道路。事實上登山寶訓不是為廣泛大眾說的，乃是對基督
的門徒說的，你必須先跟隨耶穌，這些話才對你有益處，才產
生力量。摩根說：“主將閒雜人撇在山下，帶門徒上山，然後
教訓他們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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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登山宝训，太5-7章）

1.八福（五3-12）
2.作盐作光（五13-16）
3.论律法（五17-20）
4.论仇恨（五21-26）
5.论奸淫（五27-32）
6.论起誓（五33-37）
7.论复仇（五38-42）
8.论爱仇敌（五43-48）
9.论施舍（六1-4）

10.论祷告（六5-15）- 主
祷文（六9-13）

11.论禁食（六16-18）
12.积财宝在天上（六19-24）
13.勿忧衣食（六25-34）
14.不要论断人（七1-6）
15.祈求的就得着（七7-14）
16.两种果树（七15-23）
17.两种根基（七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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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八福）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5:6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5: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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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八福）

虛心 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 必得安慰

溫柔 必承受地土

饑渴慕義 必得飽足

憐恤人 必蒙憐恤

清心 必得見神

使人和睦 必稱為神的兒子

為義受逼迫 天國是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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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心灵贫乏（中文新译本）

 心灵贫穷（中文吕振中译本）

 Τhe poor in spirit （NIV, ASV, ESV, KJV)

 Πτςψοι  τς  πνεθματι（希腊原文圣经）

虚心（中文和合本）

Andy Boynton,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

Bill Fischer,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管理学院(IMD)

1. 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 , 2.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 
4. 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 , 8.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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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论律法（五17-20）

5:17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5: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
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5:19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
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
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
天国要称为大的。

5:2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
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13

马太福音选读
论仇恨（五21-26）

5:21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
人的 ，难免受审判。’

5: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
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
地狱的火。

5:23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5: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5:25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
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5:26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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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论奸淫（五27-32）

5:27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5:28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
她犯奸淫了。

5: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
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5:30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5:31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

5:3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
她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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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论起誓（五33-37）

5:33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
誓，总要向主谨守。'  

5:34  只是我告诉你们：甚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著天起誓
，因为天是 神的座位；

5:35  不可指著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著耶
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

5:36  又不可指著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
变白了。

5:37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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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论复仇（五38-42）

5:38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5:39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
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5:40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

5:41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5:42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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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论爱仇敌（五43-48）

5:43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5:44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

5:45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5:46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
是这样行吗？

5:47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
不也是这样行吗？

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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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选读
论施舍（六1-4）

6:1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
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6:2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
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6:3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6:4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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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祷文(太6:9-13)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
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
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
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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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祷文(太6:9-13)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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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天父旨意(太7:21-23)

7:21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
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7: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
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
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7:23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
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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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登山宝训》的解释和实践

1. 解释问题

2. 实践问题
1）照字面意义实行

（1）天主教

（2）重洗派

（4）时代论

（3）天国之“已然未然”观

2）非字面意义（不可能实行）
1.Gerhard Kittle,  2. W. Herrman,  3. Martin Dibelius,  4. R. Buitmann & E. Brunner



23

登山宝训後的十个神迹(太:8-9)

 洁净长大麻风的

 治百夫长的仆人

 医治彼得岳母

 平静风和海

 命令鬼入猪群

 医治瘫子

 医患血漏的女人

 医治管会堂的女兒

 两个瞎子得医治

 赶出哑吧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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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比喻（13：10-35）

耶穌為什麼要用比喻?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
聽不見，也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豫
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
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 (13:13-15)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
对他们说甚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
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1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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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三次预言受害

馬可福音 8-10 馬太福音 16-20

耶穌第一次預言受害 8:31 16:21

耶穌第一次教導門徒 8:32-9:1 16:22-28

耶穌第二次預言受害 9:30-32 17:22-23

耶穌第二次教導門徒 9:33-37 18:1-5

耶穌第三次預言受害 10:32-34 20:17-19

耶穌第三次教導門徒 10:35-45 2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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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预言（24章）

 聖殿被毀 (24:1-2)

 耶穌降臨及世界末了的預兆(24:3-22)

 人子降臨, 人人必看見. (24:25-28)

 人子降臨, 在災難之後. (24:29-31)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但那
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
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
道。 (2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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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受死与复活（26-28章）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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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

 大祭司對他說，我指著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訴我
們，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耶穌對他說，你說
的是。 (26:63-64)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忽然殿裡的幔子，
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盤石也崩裂。
(27:50-51)

 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
釘十字架的耶穌。祂不在這裡，照祂所說的，已
經復活了。 (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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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大使命（28：18-20）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
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
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
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