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太福音 預查  

 （于宏潔弟兄 2011 年預查錄音稿，未經講者過目） 

第十章（上） 

                                                           第 1-23 節  

前言：傳福音是主給門徒的託付和使命 (太 10:1-5a)  

《馬太福音》第十章一開始就講主耶穌差派十二個門徒。我們知道，主耶穌在選這十二個

門徒之前曾經徹夜禱告，因此這十二個人是主在禱告之後選出來的。選出門徒以後，耶穌

就差遣他們出去（太 10:5）。所以我們這些被主選召的人，身上都帶著神聖的使命和託

付，我們不只是跟著耶穌聽聽祂講道，看看祂行神蹟，從祂身上得到一點恩典、祝福而

已。從聖經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神呼召人出來，不僅是叫我們得救、享受祝

福，更重要的是，祂要給我們一個使命，叫我們走出去。這段聖經有幾點我們要簡單地看

一下： 

一．傳福音和宣教永遠從自己家開始 （太 10:5b-8）  

主在地上的時候，是差派這十二個門徒到以色列家迷失的羊那裡去，並沒有差派他們去撒

馬利亞和外邦。 但是主復活升天之後，給門徒的使命卻是要他們從「耶路撒冷、猶 太全

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祂的見證。」（徒 1:8）。所以，這個福音、救恩， 永遠是

從中心傳到圓周。 神要我們先學習關心自己的家人和周圍的人。如果我們不能關心自己

的親人、鄰居、社區、同胞，而只想到外地宣教，那是一件不切實際的事。福音和宣教永

遠是從自己家開始。我記得 Ernest 弟兄曾經說過，出了家門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

場。所以先不要急著去外地，要先從周圍的人開始。福音當初在地上也是從猶大家、以色

列人中間開始，然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去的。  

二．傳福音操練信心的生活 (太 10:9-15)  

主打發這十二個人出去的另一個目的，是要訓練他們過信心的生活。主吩咐他們不要帶口

袋、錢囊、錢、甚至不要帶兩件褂子，因為主說，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這就是說，要完



全憑信心，身上什麼都不要帶，因為他們是向以色列自家人傳福音。在另外一方面，我們

也看見，主不僅要他們過一個非常有挑戰性、需要用足夠的信心才能過的生活，主也把特

別的權柄給他們，門徒不論到哪裡，都可以為接待他們的家求平安。如果那個家配得這平

安，所求的平安就必臨到那家；如果不配，則平安仍歸回門徒。主說，凡不接待他們的

人，或城，到了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蛾摩拉所受的，比那城所受的還容易呢！這些話，

如果 神的兒女們真正能在信心裏逐字相信、接受，那麼，他們在地上必定能成為基督耶

穌的見證人，成為神國度的大使。這是一個非常尊貴而且帶著權柄的職分。因此，我們不

要小看我們在地上的一言一行，我們所傳的福音、我們向別人問安、為別人求祝福，在屬

靈的境界裏，在 神的面前，每一件都是大事。  

這是當初主耶穌打發門徒們出去，所要他們操練的。這樣的信心生活只用於對以色列本

家，當時主給他們的要求是，先不要去外邦傳，因為對外邦人的福音乃在耶穌基督完成救

贖之後。這天國的福音是先傳給以色列家迷失的羊，要他們悔改歸向主。因為這個時候的

福音對象是以色列本家，所以對門徒們來說，等於是在自家裡的操練。 對於當時的福音

對象--以色列人來說，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他們能不能接受這些加利利的小民？能不

能接受拿撒勒人耶穌所傳的福音？歷史告訴我們，他們在這個考驗上失敗了。因此以色列

人吃了許多的苦頭，直到如今都還沒有真正地悔改歸向 神。但是，也因著他們的硬心、

軟弱，福音從此傳到了外邦。  

到了《路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 35、36 節，主對門徒的要求已經改變了。祂對他們說：

「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著，有口袋的也可以帶著，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因為，從

那個時候開始，福音要傳到外邦了，路上會有山河、野獸、江河的危險，傳福音的人要叫

人不花錢而得著福音的好處。所以主耶穌在《路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講的和在這裡講的並

不衝突，因為隨著時間的過去，主耶穌所成全的救恩也一步一步的往前去。但是此處所記

載的傳福音還在起頭階段，對象是以色列本家，所以門徒不需要帶著生活所需。  

三．傳福音會受到逼迫 （太 10:16-23）  

1. 要靈巧像蛇、馴良像鴿子  



主說：「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你們 要防

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裡鞭打你們。」（太 10:16-17） 請注

意，這時候門徒仍然在以色列家，但是 神卻說他們去，好像羊進入狼群。就是說，門徒

連進入神百姓中間，都好像進入狼群一般，這真是一件非常讓人寒心的事。 當時以色列

百姓不僅拒絕耶穌，他們也譏笑、欺侮、殺害跟隨耶穌的人。主打發他們去，的確有如羊

進入狼群，所以主要他們「靈巧像蛇」。我常常聽到有人在做生意或處理事情的時候，因

為使用了一些謊言、詭詐、或心機，就引用這節聖經來為自己辯解。 但是，主耶穌並不

是要我們在生活和利害關係上「靈巧像蛇」，而是要我們如同《哥林多後書》第二章 11

節所說的，「因我們並非不曉得牠的詭計」。所以，當我們為著  神的國、 神的旨意往前

去的時候，若遭受到迫害、逼迫，我們就要「靈巧像蛇」。然而，主也要我們「馴良像鴿

子」。這是一件事情的兩面，面對仇敵的詭計時，我們要非常的敏銳、智慧、靈巧，要能

夠識破魔鬼一切的詭計； 可是在 神、或在人的面前，我們裡面那柔順像鴿子的生命，要

來見證羔羊榮美的生命。  

2. 要依靠聖靈  

這段聖經也特別講到，門徒們將要受到的逼迫和威脅是很重的。 主說：「你們被交的時 

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因為不是 你們自

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裡頭說的。」（太 10:19-20）《路加福音》和《馬可福

音》也都有這段經文，都說到是我們裡面的聖靈說的。這對我們來說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因為我們去傳福音或服事人，有時會遇到很艱難的環境。有好幾次，我和于師母或同工們

去看望、或去服事人，碰到很棘手的案例（tough cases)，當時不知道該說什麼才好，我

們只能夠禱告，把自己交託給 神。 很奇妙的，當我們裡面這樣謙卑依靠 神時， 神就把

智慧和夠用的恩典賜給我們，讓我們清楚地知道當時所說的話，不是我們自己說的，而是

在我們裡面的聖靈說的。  

3. 要忍耐到底  

第 21 節開始講到門徒們將要面臨非常險惡的逼迫，「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

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唯有忍耐到底

的，必然得救。有人在這城裡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裏去。」 （太 10:21-23）。 這段聖



經講到門徒們服事主的艱難，他們都要受逼迫。在 《馬太福音》第十章的下半段，主耶

穌說：「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 是叫人與父親生疏，

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太 10:34-35）這幾節經文對我們來說，是一個很

大的挑戰，我們也要從其中體會到服事主的艱難。我要給大家一個功課，就是主為什麼會

這麼說？你們到聖經中找答案。下次查這章下半段的時候， 我會把答案告訴大家。  

相較之下，現今的基督徒生活得太舒適了，尤其是在北美的我們。似乎我們所有的壓力、

精神、力量都消耗在工作上、孩子的需要上、以及其它需要上。似乎生活的責任和需要把

我們的時間和精力全用光了。遇到教會有聚會，或是神家有需要須付代價時，我們常常不

甘不願，或是覺得太為難了，因為怕會影響家庭生活。但是我們應該認真想一想，當初主

呼召門徒時所交付給他們的責任，今天也同樣交付給了我們。當我們為著傳福音的使命、

為著神國度而活的時候，必然會遭受逼迫，凡是要敬虔度日的都會遭受逼迫。當初那些服

事主的人，有的甚至被送到死地；甚至父母和孩子、兄弟和姊妹之間彼此為敵、彼此攻

擊，甚至把對方告到官府、送到公會去鞭打等等。 相較之下，我們今天的生活真是太容

易了！ 

希望弟兄姊妹藉著這段聖經來提醒自己：如果我們要專顧自己，我們這一輩子的精神、力

量是永遠不夠用的。但是如果我們為著 神，  神會永遠站在我們這邊，我們祝福誰，誰就

蒙福，我們不祝福誰， 神就要審判他們，而且他們受到的審判甚至比所多瑪、蛾摩拉所

受的還要重；當我們受逼迫的時候，聖靈會來幫助我們回答、應付那些逼迫我們的人。我

們的確須要付代價，然而主已經應許我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希望我們也彼

此勉勵。  

禱告  

主啊！謝謝祢，祢呼召我們起來跟隨祢，祢更是呼召我們起來服事，起來傳揚福音。 

主！我們想到當初那些門徒們為著祢受逼迫，被官府鞭打，甚至被治死，但是主啊！今天

在北美這樣舒適的環境裡，我們求祢讓我們的心不被這世界蒙蔽，不被我們的肉體、不被

我們的自私所轄制。讓我們關心祢的國度，關心在以色列中、在世界各地失迷的羊。主

啊！讓我們答應祢的呼召，起來好好地來見證祢，歸榮耀給祢。靠著住在我們裡面的聖

靈，讓我們知道如何來傳揚祢，來為祢作見證；靠著在我們裡面加力量的，讓我們凡事得



勝。主啊！求祢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忍耐到底，因為我們知道終必得救，而且將來會在祢

的面前得到祢的喜悅和獎賞。我們謝謝祢！求祢祝福各個小組，雖然外在的環境有各樣的

難處和壓力，但是，讓我們都不忘記我們的使命，不忘記我們不僅是蒙恩的罪人、是蒙愛

兒女，我們也是蒙召的祭司和門徒。讓我們起來事奉祢、跟隨祢、傳揚祢，為著祢而活

著。謝謝主！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第十章（下） 

第 24-42 節 

《馬太福音》第十章第 24 節到結束，這後半章基本分成三段： 

 

一．我們要為主受苦，為主作見證（太 10:24-33） 

 

在第十章的前半章，主已經告訴我們，我們「如同羊進入狼群」（太 10:16），服事主有

許多的艱難，為了主要受苦，甚至被鞭打、被交官。主叫我們不要怕，因為主會把當說的

話賜給我們。但是主也提醒我們：「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

父母為敵，害死他們。」（太 10:21）我們要為了主的緣故「被眾人恨惡」（太

10:22）。 

 

下半章主接著說：「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人既罵家主是別西卜，何況

祂的家人呢（別西卜鬼王的名）！」（太 10:24，25）主在這裡明著告訴我們，我們在地

上受患難、被逼迫，是必然的事情，叫我們一點不要以為希奇。他們連主都逼迫、都拒絕

了，不可能不拒絕我們。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五章也曾經說過：「世人若恨你們，你們

知道（或作該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

你們上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約 15:18-19）接

著說：「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約 10:20）主等於告訴我們，學生不可能高

過先生，他們連主都逼迫，甚至連主都嘲笑，攻擊祂是靠著鬼王趕鬼。所以，我們為主作

見證、為主傳福音，受逼迫是必然的。 

 

主也告訴我們：「不要怕他們」（太 10:26）。不僅上半章主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

救。」（太 10:22）下半章主更極積地告訴我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

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太 10:26）這裡主所強調的並不是指消極方面，例如：

我們做了不可告人的事，犯了一些不敢讓別人知道的罪，早晚一定會被顯明出來(這當然



也是真的)。主耶穌用這段話是講到積極方面，講到新生命的美麗和見證是隱藏不住的。

基督徒那屬天君王兒女榮美的生命性情和尊貴的身份是隱藏不住的，除非我們妥協、被世

界同化了。「沒有不被人知道的」是指我們的見證；主說：「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

要在明處說出來」（太 10:27），這是指我們應該主動去為主作見證說的。前面說到我們

的生命很自然就應該流露出來，身份也很自然地就會被別人知道，除非我們已經失去了基

督徒該有的見證和身份，除此以外，它是隱藏不住的。後面主又說：「我在暗中告訴你們

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太 10:27），這是講

到我們即使外面受逼迫、抵擋、羞辱，也要勇敢地起來為衪作見證，要把我們所聽見的，

在房子上宣揚出來，我們不可以去隱藏它，也不應該去隱藏。 

 

那麼，我們遇到外在的逼迫時該怎麽辦呢？上半章主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下

半章主告訴我們：「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

獄裏的，正要怕祂。」（太 10:28）這段話中那該「要怕的」不是指人，也不是指撒但，

乃是指 神。撒但雖然可以傷害人的身體，又藉著犯罪的事叫人的靈魂受傷害，但是撒但

不能夠把人送到地獄去。地獄不過是撒但和一切在牠權勢下不肯信主者的終點

(destination），神命定撒但和一切屬牠的要下硫磺火湖、下無底坑。所以撒但本身並不

能把人送到地獄，只有 神可以，所以我們要怕 神。 

 

主耶穌在這裏告訴我們，勝過這些外在逼迫和艱難道路的方法： 

(1)藉著憑信心忍耐到底，知道終必得救； 

(2)藉著效法基督，因為連家主都受逼迫，我們不能高過先生，我們也該知道這是必然的

事； 

(3)在愛裏沒有懼怕。 

在極積方面，主叫我們不要怕，因為那最該怕的乃是我們所信的 神。但衪卻那麽愛我

們、眷顧我們，因為主接著就說到：「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

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發，也都被數過了。」（太 10:29-30）英文翻成：

「都被編過號了（numbered）」。  神不僅數了我們有多少根頭髮，祂甚至為我們的每

一根頭髮都放了一個號碼，譬如第一千七百八十三根，第一千九百六十五根。我們每一根

頭髮，神就是用這麽細的方法，一一都數過了。所以主說：「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

還貴重。」（太 10:31） 

 

接下來，主講了一句非常重要、嚴肅，同時也是安慰人的話「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

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太 10:32-33）根據我們的角度不同，這句話會對我們有不同的意義：如果我們妥協，

不肯為主受苦，不敢為主作見證，不敢承認主，這句話對我們來說就是很嚴肅的；如果我



們很勇敢地為主剛強站住、為主作見證、宣揚祂的名、高舉祂，這句話對我們來說，就是

一個極大的安慰和鼓勵。這是第一大段，講到我們為主受苦、為主作見證。 

 

二．我們要把主擺在首位（太 10:34-39） 

 

第二大段，第 34 節到 39 節，這段話非常容易引起人誤會。曾有弟兄姊妹的父母親(當時

仍是未信的福音朋友)氣沖沖地問我這段聖經，說他們沒有辦法接受基督教，說基督教簡

直和他們想像的完全相反。其它福音朋友也常常會用這節聖經問我。因為這邊說：「你們

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

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

人。」（太 10:34-36）我們讀到這句話時，初信者也很容易會困惑，覺得主耶穌不是一

個充滿了愛的 神麽？祂來不是要叫人要廢掉冤仇，使人和睦嗎？（參，弗 2:14-17）主來

應該是帶來光明、和平，帶來愛與和睦，為什麽會讓人跟人動刀兵呢？甚至跟自己的家人

生疏、彼此為敵呢？這是我們非常容易混淆的一節經文。 

 

請註意，這並不是主耶穌來的動機和目的，而是主耶穌來了以後的結果。請大家聽清楚，

這個地是服在仇敵手下的，所以主耶穌來了以後就會有兩個國度的爭戰，而爭戰的焦點是

在人的身上。當主耶穌來的時候，地上的王——撒但會不安，牠一定會逼迫主和一切跟隨

主、屬主的人。這是一個結果，並不是主耶穌來的目的。我們讀路加福音就會更清楚，

「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你們要

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然而你們連一根頭發，也必上損壞。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

魂。」（路 21:16-19）從這段聖經，我們很清楚看見，因著我們信耶穌，我們可能會遭

受父母、弟兄、親族朋友們，把我們交官，或是被他們害死，甚至被眾人恨惡。 神兒女

是溫順的受害者，絕不是害人者。並不是主叫我們去恨惡別人，叫人彼此產生仇恨，是這

個世界的王、是另外一個黑暗的國度。因為沒有辦法容忍，牠們就來逼迫、攻擊一切屬 

神的、屬主的人。所以，這裡講的不是主來的目的和動機，而是主來的結果，必然造成另

外一個國度的不安。這是講到我們為了主，將受到很多的逼迫。 

 

但是，主在這裡對門徒也有很高的要求，底下接著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

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

門徒。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太 10:37-

39）再一次希望弟兄姊妹仔細地讀聖經，主不是不要我們愛父母、愛兒女，而是不要愛

父母過於愛主的，或是愛兒女過於愛主的，這些都不配作主的門徒。當人際關係起衝突，

尤其是跟至高的神起了衝突的時候，我們永遠要把主擺在第一位。弟兄姊妹，我們絕對不

可以用這節聖經作為一個藉口，而去造成我們跟父母、家人之間的衝突。有些人他們和家

人相處不好，有時就引用這節聖經，覺得他是為主受若，那是不對的。我們要竭力孝敬父



母，我們特別要照顧自己家裏的人，要愛自己的家人。但是，當任何關係跟主之間起衝突

的時候，我們就一定要把主擺在首位，這是一個屬靈的原則。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

26、27 節說：「就不能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是講「不配」，《路加福音》是講

「不能」。 

 

三．服事主的賞賜（太 10:40-42） 

 

最後一段，第 40 節到 42 節，是講到服事主的賞賜。「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

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人因為義人

的名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得的賞賜。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

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太 10:40-42） 

 

弟兄姊妹，讀這段經文時，心裏會不會很興奮？或是應該改變我們對接待客旅的觀念。在

我們教會，特別是北美的教會，比較少有這方面的教導。以前小的時候在臺灣，常常看見

父母親、看見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非常主動、極積而且熱切地把家打開，接受各地來訪

問的聖徒，更不要說是 神的僕人和使女了。今天在北美，大家所謂的隱私、私人的生

活，讓我們好像和別人之間保持相當的距離。就連主的僕人來了，我們有時需要人接待卻

找不著願意接待的人，這對教會在安排上常常都是一個困難，更不是一個健康教會該有的

情形。這段聖經很清楚，都是主耶穌親口講出來的應許，就是每當我們接待門徒、接待 

神兒女的時候，主說：「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太 10:40）就

是指著 神自己說的，這是一個太偉大的應許！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也提到接待，主

說：「凡為我名接待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路 9:48）《希伯來書》也提到「接待客旅」，「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

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來 13:2）這些應許都非常的寶貴。《馬太福

音》第十章，是我們常常用來鼓勵神兒女們接待客旅或接待神僕人、使女很重要的經文。

因為如果「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著先知所得的賞賜」（太 10:41）。你看，我

們根本不需要去受到先知所受的那麽多的苦，但是每當我們為了主接待了先知，我們就得

著了先知所得的賞賜。同樣的，我們「因為義人的名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的賞賜」（太

10:41），我們如果「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主說：「你

不能不得賞賜（太 10:42）。 

 

這些真是太寶貴的應許！很希望藉著這次的交通，我們教會有更多的家願意打開來，每次

有客旅來的時候，有更多的人甘心樂意來接待。雖然就著外面來說，我們是在付代價，把

我們的家打開，添加一些外在的麻煩。可是如果我們是為了主，是為了愛，在主的面前，

我們相信 神給的應許，不只是為了得賞賜，更是為了藉著接待，能夠接待主，能夠不讓

主被拋棄在外面，不讓主覺得衪不受歡迎。如果有這樣的心，我們真能夠完全接受聖經上



主所說的話，下次碰到客旅時，我們就應該主動、積極、願意來接待他們。讓我們一起來

學習這個功課。 

 

 
討論問題  

1.傳福音是主給我們的託付和使命，請分享我們在個人傳福音及小組福音事工上，分別面

臨哪些挑戰？並請分享傳福音帶給你哪些祝福？ 

 

2.主耶穌在第 34-36 節的經文中，提到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人的仇敵

就是自己家裡的人”，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段話（參，路 21:16-19）？主耶穌要求我們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祂，面對背十字架的代價，你的回應是什麼？ 

 

3. 透過第 40-42 節的這段經文，對我們接待  神的僕人、客旅，小組弟兄姐妹有哪些的激

勵和祝福？請大家分享在這方面的經歷，以及可以學習的功課。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祢留我們在地上，雖然我們今天沒有像當初門徒們那樣受到肉身的逼

迫、殺害、甚至殉道，但是，今天在這世界中，也是充滿了各樣的誘惑、試探、攻擊和艱

難。主耶穌啊，求祢讓我們為著祢名的緣故，願意甘心、勇敢地起來為祢站住，宣揚祢、

見證祢。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我們這一生都在祢的手中，祢連我們的每一根頭發都已

經算過了。我們知道祢必會保守我們，讓我們能得勝。主啊，也但願在面臨人生的考驗、

挑戰上，我們永遠知道來揀選祢。我們願意愛祢超過愛一切，好讓我們能成為祢的門徒，

不至於羞辱了祢。主，幫助我們！當這兩個國度爭戰的時候，當祢和撒但的焦點在我們身

上時，主啊，讓我們甘心揀選祢。我們寧願有耶穌，讓我們這一生都能活在祢的旨意中。

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