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福音 6 課 

不憂慮的理由 

 

焦點：思考為何耶穌教導我們可以不憂慮的生活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請選擇下列之一分享 

**你覺得自己與別人之間的相處相當坦誠嗎？還是有所保留？為什麼？ 

**你今天心情的氣象報告是什麼？萬里晴空？陰雨？烏雲密佈？ 

 

 

二、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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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

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6:26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

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6:27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譯：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6:28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6:29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6: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 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

何況你們呢! 

6:31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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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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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聖經問題內容思考／ 

 



04.01 為何 24 節作者將「上帝」與「瑪門」放在等同的位置？ 

**因為錢在哪裡，心就在哪裡 **瑪門會佔據人的內心 **若人將任何東西放在第一位，

即等於是人的上帝 **瑪門會取代上帝的角色 **其他 

 

04.02 不憂慮理由一：生命與物質的比較 

25 節的主要意思到底是什麼？ **生命比物質重要 **物質乃是用來維持生命的 **生命

不是用來服務物質的 **以寶貴生命去憂慮物質實在浪費 

**要將生命與物質的層次弄清楚 **一切都會轉好 **其他 

 

04.03 不憂慮理由二：生命之間層次的比較 

請將 26 節作者想表達的主要意思用下列的句子排出先後次序來： 

__人的生命比鳥的生命更寶貴 __神照顧鳥的生命 __鳥因此沒有收成 

__鳥沒有穀倉可以屯積糧食 __飛鳥也需要飲食 __鳥並不耕種 __神會更照顧人的生命 

 

04.04 到底憂慮有啥功能嗎？ 

27 節論到憂慮的功能： **可以增加歲數 **可以使身體長高 **可以使問題獲得完美的

解決 **可以化烏雲為陽光 **可以消除皺紋 **可以幫助消化 **可以產生力量 **以上

皆非 

 

04.05 不憂慮理由三：自然與人工的比較 

1. 30 節至少教導我們 **花的自然美比所羅門王的人工美還要美 **花草的等次不

如人，但是上帝並不忽略它們 **神不僅創造而已，祂還照顧 

**其他 

04.06 不憂慮理由四：某種人會憂慮 

31-32 節說到，對於不認識神、或是不信任神的人，他的內心充滿不安，必須靠自己來

尋求物質的安全感。你想一般人會求什麼？ **贏得獎券  

**一份穩定的工作 **無壓力的生活 **親密的親屬關係 **健康  

**有知己的朋友 **快樂 **成功 **人生方向 **堅定的信心 **其他 

 肮‵鉿牷 G 若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花時間憂慮中午不知道吃什麼，身為父母

的你，會如何向這個孩子說？ 

04.07 不憂慮理由五：神有應許 

33 節，神知道我們的需要，因為祂創造我們，祂最了解我們，當我們先求神的國與神

的義，神應許要給我們所需要的，使我們能繼續生活。此節要們 **放棄賓士高級車 **

改買裕隆車子 **將自己與神的關係放在第一 

**基督徒永遠不會有生活困難 **其他 



 

04.08 不憂慮理由六：「一天恩典夠一天用」 

此節暗示我們，神給我們當天的恩典，去承擔當天的難處。當天的恩典無法承擔隔日的

難處。正像當年以色列人取用瑪哪一樣，只能取當天需要的份量，取過量的部份都長蟲

壞掉。 

**思考：計畫未來與憂慮未來兩者有何分別？思考與憂慮有分別嗎？ 

 

回應：請在下列中找出自己目前的憂慮 

**孩子：能在學校表現得好嗎？ **雙親：父母已逐漸老邁 

**工作：沒有理想的工作 **金錢：不夠用 

**孩子：還未找到對象 **婚姻：不知對象如何 

**健康：需要醫藥 **轉換：必須適應 

**退休：面對調適 **未來：遙不可知，方向不明 

**中年：毛病開始出來 **其他 

 

 

五、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05.01 為今天討論的心得獻上感謝 

05.02 為自己能將經文的教導行出來，過一個無憂慮的生活禱告 

05.03 為別人的需要代禱 

 

 

 

 

 

 

 

 

 

 

 

 

 

 

 



馬太／耶穌的挫折 

 

焦點：從耶穌的挫折與反應學習。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 

**你平常看報紙嗎？你大都看何種報紙？ 

**目前的社會新聞中，有哪些事讓你感到喜歡？有哪些事讓你感到生氣？有哪些事讓你

感到具有娛樂性？有哪些事讓你感到無力感？有哪些事因為與你的信仰衝突以致於讓

你有強烈的反應？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馬太福音 11：2-3，16-20，25-30  

11:2 約翰在監裡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11: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11:16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 

11:17 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 

11:18 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 

11:19 人子來了，也吃也暍，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

之子總以智慧為是（有古卷：但智慧在行為上就顯為是）。』 

11:20 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就在那時候責備他們，說： 

11:25 那時，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

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 

11:26 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11:27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

示的，沒有人知道父。 



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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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四、聖經問題內容思考／ 

 

**這段經文記載耶穌雖是神的兒子，祂在講道、行事、工作上有權能，但耶穌的道路並

不全然平坦，祂也遭遇許多挫折。 

 

04.01 耶穌的第一個挫折 

從 2-15 節說到施洗約翰是耶穌的先鋒，為耶穌預備道路；現在施洗約翰被關，冤情不

得昭雪，竟然派人去問耶穌「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 

回應一：如果你站在耶穌的角色上，這件事會讓你有何種感受？ 

回應二：耶穌所遇到的挫折，你認為是哪一種挫折？嚴不嚴重？： 

**被人歧視 **被人不信任 **被人懷疑 **被人重傷 **被人排擠  

**被人出賣 **工作失敗 **做人困難 **被人誤會 **被人批評  

**其他 

 

04.02 耶穌的第二個挫折 

從 16-19 節描寫猶太人批評耶穌 

回應一：耶穌在此所遇到的挫折，你認為是哪一種挫折？嚴不嚴重？： 

**被人歧視 **被人不信任 **被人懷疑 **被人重傷 **被人排擠  

**被人出賣 **工作失敗 **做人困難 **被人誤會 **被人批評  

**其他 

回應二：到底基督徒對吃喝的態度應該如何？你對下列何者感到不舒服？ 

**到親友家中吃拜拜的宴席 **在一般婚禮中吃喜宴 **有人向你敬酒，請你喝酒 **看

見基督徒喝酒 **其他 

 

04.03 耶穌的第三個挫折 

第 20-24 描寫耶穌傳福音給人聽，可惜那些人「至終不悔改」 

回應一：耶穌在此所遇到的挫折，你認為是哪一種挫折？嚴不嚴重？： 

**被人歧視 **被人不信任 **被人懷疑 **被人重傷 **被人排擠  

**被人出賣 **工作無效 **做人困難 **被人誤會 **其他 

回應二：有些教會提倡「權能傳福音」，認為「只要有信心，聖靈做工，傳福音必定有

果效」。從這裡的描寫，你認為「權能傳福音」的講法可靠嗎？ 

04.04 耶穌的反應一 

**按照當時耶穌被最好的朋友懷疑、被同鄉誤會及無謂的批評，自己的工作又沒有果效，

若是你遭遇此種情形，你會如何反應？ 



**痛哭流涕 **心情窩蹙 **吃飯沒有胃口 **辭去工作 **灰心喪志 

**向神哭訴 **找人談心 **到處申冤 **無法睡覺 **想要自殺 

**感到人生乏味 **變得憤世嫉俗 **其他 

回應一：從經文中的描寫，究竟耶穌如何反應祂的挫折？你覺得祂最大的安慰來自什麼

（參考 26-27 節）？ 

**禱告 **朋友的安慰 **感謝 **因為上帝了解祂 **理性的思考  

**知道神的美意 **知道神對苦難的看法與常人不一樣 **同伴的打氣 

 

04.05 耶穌的反應二 

**28-30 耶穌竟能說出安慰別人的話。當我們肯去幫助別人的時候，自己的難處往往就

不見了。一個人問心理治療師「若你自己心情低落、有問題時，你怎麼辦？」醫生答道

「我會到街上去，找一位需要幫助的人幫助他」。 

由於主萬事都受過試探，只是沒有犯罪，所以祂能體恤我們，祂知道如何安慰我們。 

 

五、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禱告是一種事奉。 

你能為其他人做什麼？很有限，因為時間有限…因為…。 

但你能抓住機會，為人禱告！ 

 

 

 

 

 

 

 

 

 

 

 

 

 

 

 

 

 



 

 

馬太／從此之後 

 

焦點：當人開始認識耶穌是基督，從此之後…生命開始不同…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10 年來 

**請回首過去十年看看十年來你改變多少？請至少談談下列的領域裡，你有哪些改變？

線條左邊簡單描述十年前，線條右邊描述現況，若是不錯的改變請劃一個+號在中間；

若是變得不好，畫個-號；差不多的畫個=號。 

**工作、家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學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屬靈狀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體健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馬太福音 16：21-28  

16:21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 

16:22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啊，萬不可如此! 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16:23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 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

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16:25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生命：或譯靈魂；下同）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



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16:26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16:27 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16:28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裡。』 

四、聖經問題內容思考／ 

 

**這段經文乃是接續馬太 16：13-20 節的記載，說到耶穌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境內，耶穌

問「人說我人子是誰」時，彼得受聖靈感動，承認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從此耶

穌才指示…」 

 

04.01 主啊！萬不可如此 

04.01.01 你若是耶穌的門徒之一，聽了耶穌 21 節「將要被殺」的話，你會如何反應？ 

**像彼得在 22 節的反應一樣 **建議一些逃避的方法 **組織反抗軍誓死保護耶穌 **與

其他門徒兩眼相瞪、滿頭霧水 **不斷問「為什麼要如此」 **與耶穌討論或辯論，找出

更好的方法 **情緒落入低潮 **其他 

 

04.01.02 你覺得彼得在 22 節的反應正不正常？有何理由？ 

從耶穌 23 節的解釋，顯然彼得是_______的，可惜他是用_______來看事情。 

 

當彼得承認耶穌是基督時，耶穌稱讚他，說他是「磐石」，現在他不體貼神的旨意，耶

穌說這顆磐石變成_______石。 

 

04.01.03 雖然彼得承認耶穌是基督，但從彼得 22 節的反應，你認為彼得對「基督」的

觀念和耶穌對「基督」的觀念是否一樣？差別在哪？ 

**接受耶穌的人不少，但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呢？ 

 

04.02 當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從 

捨己，簡單說就是向自己的慾望說「不」，向神的旨意說「是」。 

 

04.02.01 背起十字架簡單說就是向著人世間死亡之路邁進，請問這個正走向死亡的人，

心中還有世俗的野心或雄心或慾望嗎？ 

 

04.02.02 一個願意「背起十字架」的基督徒，有哪些特質？ 

**親自願意為主受苦 **一定要每天苦待自己 **常常思念天上的事 

**願意像主真正委身 **勇敢承擔基督徒的世界責任 **其他 

 

04.02.03 「救自己生命」是何意思？為何「必喪掉自己生命」？ 

 



04.02.04 「賺得全世界」為何比不上「生命」？ 

**因為世界會過去，而生命永恆 **因為「賺」的目的，是使「生命」更美好，沒有「生

命」就失去「賺」的意義 **其他 

 

04.03 必看見仁子降臨在祂的國裡 

有幾個可能的解釋 

**指耶穌登山變貌，能與摩西和以利亞說話，顯然不是人的國度 

**指耶穌走向十字架、死亡、復活、升天這一連串人世間不可能的事情 

**指五旬節聖靈降下充滿門徒 

**指基督的教會（神的國度）迅速在地上擴大 

 

五、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禱告是一種事奉。 

你能為其他人做什麼？很有限，因為時間有限…因為…。 

但你能抓住機會，為人禱告！ 

 

 

 

 

 

 

 

 

 

 

 

 

 

 

 

 

 

 

 

 



 

馬太／罪與愛心 

 

焦點：探討為什麼現代人愛心缺缺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關心環境 

01.01 創世紀 1：1-2：2 起初，神創造天地，神造光、空氣、海洋、蔬菜、飛鳥、走獸、

魚類，然後神對人說：要生養眾多，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

樣行動的活物。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完畢…就安息了。 

01.02 神託付人管理這地之後，人開始製造各種污染： 

〔農藥污染〕開始製造農藥噴灑在植物上，為了溫飽，開始吃含農藥的食品… 

〔空氣污染〕開始製造煙囪與香煙，噴出廢氣，人為了呼吸，便吸入這些廢氣… 

〔食品污染〕開始製造加工食品，添加各種防腐劑與致癌物，人享用美食時… 

〔水源污染〕開始製造工業廢水，混合劇毒溶劑入河川，人為了喝水解渴… 

〔色情污染〕開始製造女色產品，吸引軟弱的購買者，飽暖思淫慾… 

〔噪音污染〕開始製造機車、汽車，於是半夜仍然吵得難以成眠… 

〔環境污染〕開始製造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許多人們已開始與垃圾為鄰… 

01.03 請問，你認為科學發達的結果給人類帶來幸福嗎？還是悲劇？請問，你認為造成

這些污染的背後原因究竟是什麼？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 馬太 24：9-14 

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地來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

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

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仗



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餓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災難：原文是生產之難）的起頭。 

24:09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24:10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 

24: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24: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

漸冷淡了。24: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四、聖經問題內

容思考／ 

 

★ 基督再來之前，必有的特點：假基督（5）假先知（11）和政治與天然災禍（6-7）

這些是災難的起頭（8）基督徒將遭逼迫（9-10），而「忍耐到底」是很重要的（13）

末期時福音要傳遍天下（14） 

 

★04.01 患難一堆…第 9-10 節 

1. 01.01 第 9 節的「你們」到底指誰來著？ 

**主的門徒 **所有的人 **所有基督徒 **其他 

2. 01.02 這些將臨到的患難的程度對你而言究竟如何？ 

**相當嚴重 **還好 **尚能忍受 **其他 

3. 01.03 那時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融洽嗎？第 10 節 

**有人跌到 **一團混亂 **彼此陷害 **彼此恨惡 **很恐怖  

**令人不敢想像 **其他 

★04.02 假先知出現…第 11 節 

1. 02.01 請對「假先知」下個定義 

**自己宣稱是神的使者，但… **假傳神旨 **熱心的普通人  

**把神的話加以曲解，到處宣傳 **與真的先知看起來很像 **其他 

2. 02.02 從經文看來，人們是否都能研判誰是假先知，以致於能避開他們引來的禍

害嗎？ 

★04.03 愛心冷淡…第 12 節 

** 由於假先知的影響，加上道德的衰落，末世的人們已經患了一種具毀滅性的病：失

去真愛，無法愛神與愛別人。 

** 罪（不法）大大的冷卻了人們愛神與愛別人的熱度，並且使人的焦點從上述兩的目

標轉向自己，人們成為自私自利沒有愛心的病人。 

** 一個凡事只思考（求）自己益處的人，實在無法擁有真愛。 



 

請問：你是否對此節經文所表達的頗有同感嗎？ 

 

★04.04 忍、忍、忍…第 13 節 

1. 04.01 希伯來書有神的應許 10：39「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

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2. 04.02 從 13 節與希伯來書，聖經勉勵我們，在末世要 

**站穩 **不後退 **忍耐 **抓住神的應許 **其他 

★04.05 仍然要傳…第 14 節 

請用一兩句話說明此節的意義 

 

 

五、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現在請彼此代禱！ 

 

 

 

 

 

 

 

 

 

 

 

 

 

 

 

 

 

 

 



 

馬太／解決看來不可能的事 

 

焦點：當我們面對一些看起來幾乎不可能的事，我們如何仰望神？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請選擇下列之一分享 

**你覺得自己與別人之間的相處相當坦誠嗎？還是有所保留？為什麼？ 

**你今天心情的氣象報告是什麼？萬里晴空？陰雨？烏雲密佈？ 

**你吃過「吃到飽」的餐嗎？有何感想？想不想常常吃？為什麼？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  

 

14:13 耶穌聽見了，就上船從那裡獨自退到野地裡去。眾人聽見，就從各城裡步行跟隨

他。 

14:14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14:15 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時候已經過了，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好往村子裡去，自己買吃的。』 

14:16 耶穌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吃吧! 』 

14:17 門徒說：『我們這裡只有五個餅，兩條魚。』 

14:18 耶穌說：『拿過來給我。』 

14:19 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

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 

14:20 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14:21 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四、聖經問題內容思考／ 

 

04.01 耶穌說：『拿過來給我。』 

對門徒而言，給五千人吃簡直是不可能解決的難題，但主對他們說『拿過來給我。』這

句話的意思是由我來解決。請輪流說明下列的歷史事件和這句話有何種關連？ 

**當以色列人來到紅海，法老追兵來到，四面楚歌，結果… 

**當人們在曠野想吃肉，摩西如何能提供肉給百萬人口？結果… 

 

04.02 從「只有」到「剩下」 

**門徒盡了力量，「只有」五餅二魚，現在眾人都吃飽了，而且「剩下」許多零碎，請

問一共有多少人用餐？ 

**請問「吃」與「吃飽」之間有無不同？「吃飽」與「剩下零碎」有無差別？你若到過

「吃到飽」的餐廳用過餐，請說明以上在程度上的不同。 

**「只有」五餅二魚的資源奉獻給主後，變成「剩下」許多零碎，你若是當時的門徒之

一，你有何感想？你肯不肯把有限的資源給主用？ 

 

04.03 「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坐下 

**食物還未弄好，先叫眾人坐下，你若是門徒，心情會是如何？ 

**我們屬靈生活每一方面都是從信心開始，可惜我們的信心往往像下面的故事： 

一個人不慎跌下懸崖，半途抓住一支小樹的枝子，自己知道無法維持太久，所以他大叫

「上面有人嗎？」 Is any body up there? 

一個聲音回答說「是的，我在這裡！」 Yes! I am here. 

這人問「請問是誰？」 Who is that? 

聲音「是主」 The Lord. 

這人叫「主啊！救我！」 Lord! Help me! 

聲音「你信靠我嗎？」 Do you trust me? 

這人叫「主啊！我完全信靠你！」 I trust you completely. Lord! 

聲音「好，放掉你手中的枝子！」 Good, let go of the branch. 

這人叫「什麼？」 What? 

聲音「我說放掉你手中的枝子！」 I said that let go of the branch. 

這人等了一會兒說「上面還有別人在嗎？」 Is any body else up there? 

 

04.04 「望著天祝福」：祝福 

**人有限的資源加上神的祝福，就能供應多人的需要。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醫生，起初

只用自己的十幾英鎊用 China Inland Mission 名義存入銀行，加上了神的祝福，內地會差

到中國的宣教士曾經有好幾百人。 

 

04.05 「擘開餅，遞給門徒」：擘開 



**這是信心的行動。信心要有行動才見果效。 

**以利沙時代有位賣油還債的寡婦，將僅有的一瓶油「倒出」，這是信心的實際行動，

她若不倒，永遠見不到神蹟。 

**十個大痲瘋的，求主潔淨他們，主不是潔淨他們才叫他們去給祭司察看，聖經說「他

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神的能力往往因信心的實際行動表彰出來。而信心的實際行

動，證明他們的信心是真的。 

 

故事回應： 

**請問，我們的信心如何？我們內在的態度如何？ 

**是否聽見主對你說「拿過來給我」？ 

 

五、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05.01 為今天討論的心得獻上感謝 

05.02 為自己能將經文的教導行出來，過一個有力量的生活禱告 

05.03 為別人的需要代禱 

 

 

 

 

 

 

 

 

 

 

 

 

 

 

 

 

 

 

 

 



解經／只要你說一句話 

 

焦點：了解信心從何而來，並練習從聖經故事挖掘寶藏。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氣象報告 

請將你目前的生活天氣做一下氣象報告，說明為什麼？ 

□天氣晴朗 □部份多雲 □偶陣雨 □多雲時晴 □梅雨 □雷雨 □颱風 

□微風 □強風 □大浪 □六級地震 □其他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馬太福音 8：5-13  

8:05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 

8:06 『主啊，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疼苦。』 

8:07 耶穌說：『我去醫治他。』 

 

8:08 百夫長回答說：『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

必好了。 

8:09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說：「去! 」他就去；對那個說：「來! 」

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做這事! 」他就去做。』 

 

8:10 耶穌聽見就希奇，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

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8:11 我又告訴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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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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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 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他的僕人就好

了。四、聖經內容思考／ 

 

百夫長相當於連長，管理一百人，故事中這位百夫長的請求還未說完，耶穌就答允他說

「我去醫治他」，顯出主幫助各種人。而這位百夫長說「只要…一句話…就必好了」 

百夫長的信心實在很大，連主都很驚訝，請我們思考一下，為何他的信心如此大，首先 

 

04.01. 他對主說「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可能他知道猶太人看外邦人是不潔淨的，何

況他又是有求於耶穌，所以對耶穌很客氣。但是以羅馬佔領軍的立場來看，猶太人是次

等公民。他能對耶穌說這樣的話，很明顯是個 

□極其謙卑的人 百夫長的謙卑使我們聯想到  

□信心與謙卑等德行是分不開的 我們無法看見一位驕傲的人能夠信主 

德國一間教會收藏著主耶穌釘十架的雕像，據說掛在十架上的耶穌像，看起來眼睛流著

淚。有人說「我看不出來！」牧師說「你若能跪下來，再向上看，就看得出來了」。 

☆☆從百夫長看出信心與謙卑的德行有關。☆謙卑的人容易客觀 ☆謙卑的人知道自己

有限 ☆謙卑使人願意學習與接受那些超過自己的人。 

 

04.02. 第九節「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們可以看出百夫長的信心， 

□並非從深奧的哲理而來，也 

□不是從研究宗教的心得而來，乃是 

□從日常的生活中體驗出來的；有許多的科學家，從研究自然中產生信心 

**面額整形的外科醫生，用第 12 根肋骨做ㄇ面部整形手術的填充材料，經過塑形的肋

骨可以按照需要的模式生長；這使得醫生想起神用肋骨造女人的記載而開始研讀聖經。 

**耶穌有許多和信心有關的教導，也是從日常生活中取材，例如 

☆太 6：26「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

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太 6：28「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

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太 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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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百夫長的信心，不是從神學院教出來的，而是 

□從日常的生活中體驗出來的 

 

04.03. 百夫長說「主啊，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疼苦。」當門徒還稱呼耶

穌為「夫子」時，這位百夫長已經稱呼耶穌為「主」。 

他稱耶穌為主（Kurios），說出 

□他與耶穌的關係，雖然他是外邦人，但是表達 

□他願意接待耶穌為他的主。 



七十士譯本用「主」來翻譯舊約的「耶和華」，表示「主」乃代表 

□有權柄的神，也代表 

□有能力的神 

百夫長稱耶穌為主，表示他他認識耶穌是主，他相信耶穌是這樣有權、有能的神。是的， 

**祂曾使不生育的生產 **祂曾使海水分開成為乾路 

**祂曾使使鐵漂浮於水面 **祂曾使日晷倒退十度 在祂豈有難成的事？ 

百夫長有信心的說「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是因為 

□他認識耶穌是「主」是至高者，是全能者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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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

除了預言 

□將來有許多外邦人要得救外，顯然說出這位 

□百夫長得以進入神國的保証。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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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不該得的得著了 

□該得的反而沒有得著，值得我們警惕 

 

五、回應問題／ 

 

□信心大小與認識主有關，你對耶穌的認識如何？ 

 

六、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為今天的心得與需要彼此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