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太福音 預查
（于宏潔弟兄 2011 年預查錄音稿，未經講者過目）

第十一章（上）
第 1-19 節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 1-19 節都是記載施洗約翰的事。這段經文有幾點值得我們去思考：
一、施洗約翰 (太 11:1-15)

1. 成為主的先鋒所面臨的信心考驗
成為主的先鋒所面臨的最大考驗就是：當為此付很大的代價、受很深的苦，卻沒有從主得
到應得的幫助時，他是否還能站立得住？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考驗，我們一點不能輕看
它。也許，我們面臨的考驗不如施洗約翰的大（他即將殉道），但是，在我們的生活裏，
類似的情形常常出現：我們擇善固執；為著真理、為著 神、為著主名的緣故，揀選了十
架的道路；我們為主受苦、肯付代價、甘心擺上，但是，到頭來卻發現，我們的結果反而
比不上那些愛世界而不愛主，甚至隨便度日、輕慢主道的人。看起來好似這些人反而亨
通，活得快樂、活得平安，而義人卻受苦，且好像得不到 神的幫助，處處不順利。這種
境遇對每 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不是嗎？(參讀詩篇 七十三篇 「 我見惡人
和狂傲人享平 安就心懷不平。… 他們不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 我實在徒然
潔淨了我的心， 徒然洗手表明無辜。 因為，我終日遭災難；每早晨受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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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章聖經一開始就說，施洗約翰在監獄裏聽見耶穌所做的事，就打發門徒去問祂：「那將
要來的，是祢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太 11:3) 他並不見得真的懷疑主，而是他的
信心在這時候受到了考驗，他需要主安慰他，堅固他的信心。耶穌回答約翰的門徒說：
「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 長大痲瘋的潔
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太 11:4-5） 這幾節聖經基本上是
應驗了舊約有關彌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六十一章預言主耶穌來時所發生的事情，就是
神叫祂使瞎眼的看見、傷心的被醫治、被擄的得釋放。我相信，主耶穌叫門徒回去這樣告
訴施洗約翰，並不是在責備他，或是故意吊他的胃口，說：「你看，我可以做這麼多的
事，但我就是不來救你。」雖然有人曾經這麼解釋過這段經文，但是主的意思永遠是正面
的。主藉這段話其實是在告訴施洗約翰有關祂的所是和所做，目的是要讓施洗約翰知道，
自己就是那位要來的彌賽亞。主要讓他在殉道之前，信心能得到堅固，知道他一切所擺上
的絕非徒然。其實主耶穌非常誇獎約翰，祂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要
看風吹動的 蘆葦嗎 ?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
服的 人，是在王宮裡。你們出去，究竟是為什麼？是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太 11： 7-11)
(註：蘆葦是沒有價值的，沒有人會為了蘆葦而去曠野。穿細軟衣服的人是指貴族，貴族
是不可能願意去曠野受苦的）。

2. 一生單純為主而活，成為主的路
我曾經講過一篇信息，題目是《活著為耶穌》。在信息裏，那個終生活著為耶穌的人，就
是施洗約翰。他來，就是為主預備道路，「一切山漥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
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 神的救 恩」
（路加 3:5-6）。這個人來，是為主耶穌預備道路，讓主耶穌能夠走到人中間，走到一切
有需要的人群裏。我們在馬太福音前面的幾章看到，主耶穌只要走到任何有需要的人面
前， 那人就能得著幫助：瞎眼的就能看見，瘸腿的就能行走，長大痲瘋的就被潔淨，已
死的人就復活，血漏的源頭就枯乾…。不論主耶穌到哪裡，人的需要在那裡就被滿足，人
的困難就被解決。人因為遇見了耶穌，因為耶穌的介入，整個局面就改變。施洗約翰成了
耶穌的一條路，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職事(ministry）。因此，主耶穌誇獎他，許多人也因為
他的存在而得到了祝福。主在這段經文裡誇獎得好－「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
過施洗約翰。」（太 11:11） 因為他實在是一個盡力、忠心、完全單純為主活著的人。
當他的門徒去跟隨耶穌，當人們不再來他這裡受洗，而都去耶穌那裡受洗時，他不僅不在
意，反而說：「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翰 3:30） ，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3. 終生歸 神為拿細耳人
我們讀這段聖經時，不妨回顧一下《活著為耶穌》的信息，讓我們一起從約翰的身上得著
啟示。這個 人，終其一生做拿細耳人，他放下世上的享受，單純地願意為主吃苦。「拿
細耳」 就是「為 主」、「歸主」的意思。 他願意把自己終生分別出來歸給 神，見證
神。

二、這個世代 (太 11:16-19)
當主接著講到這個世代時，祂說：「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 市上招呼
同伴，說：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 （太 11：1617）。

1. 這世代的兩個特別現象：
1）以自我為中心，對別人漠不關心 (indifference)
這個世代的人經常忽視別人的需要，忽略別人的感覺。當別人快樂的時候，他們無動於
衷， 因為麻木了；當別人舉哀的時候，他們不捶胸，也不在意別人的哀傷。你的死活是
你自己 的事，與我無關。這就是這個世代的現象，而且愈來愈嚴重。我們從新聞上常可
看見，有人在馬路上被撞了、被壓了、被搶劫了，卻沒有人管。曾看過一個報導，有一個
女孩子被人當街強暴，旁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敢出來管，甚至無人報警。所以，這個世代

是一個人人只顧自己、只保全自己的世代，是一個麻木、冷漠、「各人專顧自己」的世代
(提後 3:1-2)。
2）喜歡批評論斷，喜歡指責、攻擊別人
主說：「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人子來了，也吃，也喝，
人又說祂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太 11:18-19）。
以上的兩種現象，主耶穌在二千年前就已經講過了。二千年來，誠如史百克弟兄所說，這
世界一直往下墜，只會愈變愈壞，不會愈變愈好。二千年來，主所說的這兩個特點有增無
減。在這樣的一個世代裡生活，我們非常需要依靠主，才能夠儆醒、為主站住。

2. 這世代仍然逼迫愛 神的人
愛 神的人在這個世代為主所受的逼迫，一點不少於主耶穌的世代。施洗約翰為主受逼
迫，許多主的門徒也為主受逼迫。保羅說：「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
逼迫」（提 後 3:12） 。雖然，我們不像古代的基督徒或在某些特別的國家，受到肉身的
折磨或生命的威脅，但是，我們所受內在屬靈生命的逼迫，是非常實在的。我們稍微認
真、仔細地去思想，這個世界的確是從各方面來腐蝕、攻擊、陷害、誘惑 神的百姓，想
使我們妥協或偏離 神的正路。

三、結語和勸勉
今天在地上， 神一方面要我們更多地得著基督、經歷基督、享受基督，另一方面，要我
們 成為一條路，能夠流露基督，能夠把基督的祝福帶給一切有需要的人，尤其是要帶給
那些失喪的靈魂，好讓主耶穌藉著我們能夠走到人的中間。回顧施洗約翰的一生，他走完
了當走的路，他榮耀了 神，也得到主極大的稱許。

1. 基督是唯一的準繩
個世代不論怎樣地惡化、變壞，「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太 11:19)。 我們知道我
們在做什麼、我們往哪裡去、我們的價值 是什麼，我們也知道我們在乎的是誰、肯定我
們的是誰。
從 神來看，一個人的「大」或「小」完全 取決於他個人和基督的關係，基督是唯一的衡
量標準。 主耶穌說：「凡婦人所生的沒有 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太 11:11) 。為什
麼呢？因為這是一個終生活著為耶穌的人。 他和主的關係是這麼的真實，他全心為主、
單純為主，他是曠野的呼聲、是主耶穌的路。 希望這能夠成為我們的勉勵。 史百克弟兄
也說，將來我們去見主的時候，祂是根據基督來衡量我們 (measured by Christ)。很希
望，我們的這一生也能夠活著為耶穌。

2. 珍惜在新約裏的福分
舊約的先知們傳基督、預言基督、盼望基督， 而施洗約翰有機會親眼見著了祂，也為祂
作了見證。因此主耶穌說：「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為止」（太 11:13）。 舊約
時代到了施洗約翰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巨大的轉移，他引進基督，進入了新約時代。今天我
們是在新約裡，主活在我們心中，成了我們的生命。比起舊約的人，我們是太有福了！所
以，主說：「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裡 最小的比
他還大」(太 11:11) 。在舊約時代，不論是亞伯拉罕、大衛、但以理、還是以利亞、 甚
至連施洗約翰，他們對主的經歷和認識都是比較外在的。但是，主今天藉著聖靈住在我們
裏面，成為我們的生命、成為我們的一切， 這真是太寶貴了！ 我們要好好珍惜 神給我們
這偉大的救恩，我們要好好地愛耶穌，緊緊地跟隨耶穌，為祂作見證，讓祂能夠透過我
們，也讓我們能夠「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林後 2:14），好讓我們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 1:20)， 讓我們彼此勉勵。
禱告：
主啊！求祢祝福弟兄姊妹，讓每一個人都專心愛祢，在這個世代裏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
的道表明出來。讓我們無論是生、或是死，都要立下心志，叫基督在我們的身上照常顯
大。約翰不論是在曠野、在人群中、或是在監獄裡，他都是一個活著為耶穌的人。求祢也
保守、祝福我們，讓我們像施洗約翰一樣，就是單單純純地愛祢。不論這個世代變得多麼
黑暗、多麼冷漠，多麼充滿攻擊、傷害，主啊，祢讓我們的心懂得揀選上好的。「智慧之
子總以智慧為是」，讓我們選擇基督成為我們的道路、我們的生命，成為我們一切的一
切。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第十一章（下）
第 20-30 節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後半，20 節到 30 節，可以分成三個段落：

一．耶穌遭到拒絕（太 11：20-24）
第 20 節到 24 節講到主耶穌受到拒絕。20 節講到，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可那些
城的人卻終不悔改，耶穌就在那時候就責備他們…從這段聖經裏，我們看見幾個點：

1. 我們只要忠心傳 神的福音，結果是在 神的手中
我們只要忠心傳 神的福音，忠心完成 神給我們的託付，結果是在 神的手中。就連主耶穌
自己在地上的時候也都受到挫折。 神的兒子親自傳福音，這已經是很不得了的事了。而
且，主還「行了許多的異能」，但是「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太 11：20）。主耶穌也
告訴我們說，同樣的信息，同樣的事情，若行在推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若行在所多瑪，它還可以存到今日。」（太 11：23）而哥拉汛、伯賽大、迦百 農這些
城的人，就是硬著心，不肯接受福音，不肯悔改歸向 神，將來所要受到的審判是何等的
可怕！我們心裏一方面感歎人心的剛硬，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得到安慰，知道服事的果效
其實是在 神的手中，我們只要盡忠就好了。連主耶穌這麼偉大的主，親自傳，而且行了
這麼多的異能，人還是不悔改。就像保羅說的，不論斷別人，自己也不論斷自己，因為他
知道判斷他的是 神（參林前 4：1-5）。

2. 我們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儆醒
我們不僅不要灰心，也要提醒自己：我們各人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回應主所說的、主的所
是、以及 神的旨意，不僅決定了我們今生生活的品質，也決定了我們在永世面對審判的
時候的結局。這是很嚴肅的事！雖然拿撒勒是主耶穌從小生長的環境，但祂傳福音是在迦
百農開始的，常常在迦百農行各樣的神蹟奇事，可是他們卻不肯悔改。主在這裏特別說
到，哥拉汛、伯賽大、迦百農，將來所受的審判會比推羅、西頓還要嚴重，也會比所多瑪
還要嚴重。
凡早年去中國作過培訓的同工，幾乎都會有同樣的感觸：同樣的信息、同一本聖經，為什
麼那邊 神的兒女們那麼渴慕、那麼追求、那麼肯花代價、那麼要主？但是在海外常常碰
到銅牆鐵壁，或是不冷不熱，或是與世界妥協，或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藉口。灣區有一
個牧師每一次去中國大陸回來，就把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責備一遍，因為覺得北美的基督
徒太放鬆了。。我雖然沒有回來就責備你們，一方面覺得大家還沒有那麼糟，另外一方
面，也的確有同樣的感受。海外舒適、忙碌的環境，讓人的心常常偏離正路，對 神和 神
的旨意沒有該有的反應。其實現在中國的處境與我們的處境愈來愈類似了。不管外在環境
如何，我們面臨的屬靈爭戰其實是一樣的。撒但是要用各樣的方法淘汰我們、腐蝕我們、
攻擊我們。 求 神讓我們在各種的環境中，無論是向 神或向著 神的話，都有一個非常單
純、積極的反應，這是很重要的事！我們服事主的人，一方面對伯賽大、迦百農、哥拉汛
的剛硬反應，不要太灰心，知道人的心就是這樣。另外一方面，我們所有的人都要受到警
惕！同樣的信息、同樣是主耶穌傳的、同樣的異能，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在推羅、
西頓，他們早就披麻蒙灰了，如果是在當初的所多瑪，他們還不至於滅亡，一定有反應。
但是，卻對迦百農人沒有用。

二．主耶穌在面對挫折時的反應和榜樣（太 11：25-27）
從 25 節我們看到，主耶穌在面對挫折的時候，祂的態度和反應到底是什麼？什麼地方可
以做我們很好的榜樣？我們在地上都會遇到挫折、遇到不如意、甚至遇到失敗、遇到別人
的拒絕，這樣的經歷在我們的生活裏常常發生，尤其是在屬靈的事情上，我們常常碰到挫
折。我當初出來服事主時，我最大的挑戰就是「挫折感」。因為我覺得以前在從事高科工
作時，我的程式怎麼寫，電腦就怎麼執行，幾乎毫無差錯，問題也總都可以解決。所以，
那時常常覺得，一分耕耘就馬上有一分收穫， 會覺得有一種成就感。可是，出來服事主
的時候，我最大的一個不適應，就是看不到做工的果效，至少看不到立即的果效，經年累
月只看到一點點的進展。有一點像我以前講的馬來西亞的竹子，怎麼澆灌，怎麼施肥，頭

五年什麼動靜都沒有。過了五年以後，它突然破土而出，就快速地增長，可以長到九十
尺。可是在前面那段等候、澆灌、栽培的日子裏，好像完全沒有果效，那個挫折感真的會
很重。但是要怎麼樣得力呢？在這裏，我們看到兩件事情：

1. 得力是藉著禱告
「那時」，就是在祂最灰心，最挫折，被別人拒絕的時候。「那時，耶穌說：‘父啊！天
地的主， 我感謝祢，’」（太 11：25）祂馬上起來禱告，而且是帶著一顆感恩的心來禱
告。在這個禱告的裏面，祂對 神的稱呼，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具有鼓舞性的，而且馬上就
能夠直接把祂整個人提起來。祂說：「父啊！天地的主」。「父」，是重在愛的關係上，
講到祂在天上有一位慈愛的父。跟我們今天一模一樣，我們在天上有慈愛的天父，有愛我
們的耶穌。所以，當祂一講父的時候，我相信在祂的裏面，孤單、受挫、或是委曲，任何
情感裏的感受都可以向父傾吐。那位愛祂的 神，在天上是祂的父親，這是祂心裏的安
慰。 「天地的主」，重在強調 神的全能、主權、權柄，祂是天地的主宰。當主耶穌這樣
一禱告的時候，祂整個人就起來了，祂說道：「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祢」。弟兄姊
妹，主沒有把祂的力量太多的花在祂的感情、情緒，和祂的失望、挫折上，祂就是起來憑
信心感謝 神。 這是一個出於信心的禱告，直接用禱告來到 神的面前，直接用讚美、用感
恩來超越所有的挫折、所有仇敵的攪擾、所有週圍的剛硬和抵擋。弟兄姊妹，這是一個非
常寶貴的學習。

2. 得力是藉著對 神旨意的順服
第二件事，祂說：「祢的美意本是如此。」（太 11：26）這是講到對 神旨意的順服。主
耶穌藉著信而順服勝過挫、勝過這些不如意的事，祂給我們立下了榜樣。不管這裏說的
「祢的美意本是如此」，這 個「美意」是不是指著主耶穌受挫折的這一件事，如果是指
著這件事，那主就是從父的手中接過這個挫折。祂知道這個挫折是 神許可發生的，所以
祂就在主面前抓住這個機會，在這個挫折、逆境中，祂要來榮耀 神，要來得著祂該得著
的。這個就是我們該有的態度，不讓任何一個環境白白過去，不讓任何一個痛苦是白白忍
受，我們一定要得到主的結局和它屬靈的價值。能夠服下來的一個關鍵在於我們相信這是
神的美意，我願意服下來。 如果這個美意是指底下所說的話：「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
來，向嬰孩，就顯出來。」（太 11：25）或是後面所說的：「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
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 （太 11：27）等等，那麼主耶穌得力的秘訣，仍然
在於因為祂認識了 神 的法則，祂瞭解了屬靈的法則是什麼，這是 神所定的，這是 神的
美意，祂就服下來。
這是我們從耶穌身上看見兩個很寶貴的事。

三．雙重的安息（太 11：28-30）
第三段是從 28 節到 30 節。這裏提到了雙重的安息：

1. 到主那裡必得安息

第一層的安息是 28 節「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
首先，這是主耶穌對所有人的呼召。祂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不管是誰，不管你目
前的光景怎樣，不管你擔子多重、多輕，不管你重擔的性質是什麼，是因為工作、家庭、
事奉、人際關係，或是各人的軟弱、各人的沮喪，任何方面的，不管大小、不管性質、不
管 什 麼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不管是任何人，主說：「‘凡’勞苦擔重擔的，都可以
來。」弟兄姊妹，這是一個任何人都可以來的（wild card）邀請。希望我們在主面前都積
極起來，任何時候我們只要有重擔，都要來到主的面前，像以賽亞五十三章說的：「祂誠
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 的痛苦」（賽 53：4），沒有一個憂患祂不肯擔當，沒有
一個痛苦祂不肯背負，所以我們只要去，就可以。
其次，我們要特別注意到那個「可以」這兩個字，「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
來。」 這個「可以」講到它是可以選擇，不是強迫的，是在乎我們要不要，這是非常關
鍵的事。弟兄姊妹，我們帶小組查經時，要強調這個字。前面的「凡」是已經麼清楚了，
是那麼偉大，那麼沒有代價的一個要求，就是讓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來。但是關鍵在
於你要不要來，是否真的來？主說，你「可以」來，因為主不強迫。
第三，是要到‘主那裏去’。
並不只是到了教會、只是唱了詩歌、或只是讀讀聖經，我們就一定可以起來。關鍵是在於
我們必需到主那裏去，「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所
以得安息是必然的結果，而它的條件在於我們要來，而且是來到主面前。這是第一層的安
息，這是主給的應許。

2.學主的樣式就得安息
接著，主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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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1：29）
第二層的安息在於我們效法基督，負主的軛，學主的樣式，降卑自己，心裡面向著 神柔
軟，這樣就得安息。主的樣式是什麼呢？就是祂向著 神降卑自己，完全柔軟，服在 神的
旨意下。 達秘弟兄講了一句非常好的話，他說：“神的旨意無論通行到哪裡，那裡裡就有
喜樂。一個人能不能喜樂，關鍵在於他是不是讓 神的旨意通行在他的身上。其實我們可
以把達秘的話再擴大一點，不光是個人被喜樂充滿，任何地方， 只要神的旨意通行到
裡，那就有喜樂、就有平安、就有自由，就充滿了生命、充滿了榮耀。主在這裡鼓勵我
們，要心裡柔和謙卑，要效法主，向著 神帶著一個柔軟、降卑的靈。主說什麼，我就接
受；主要求什麼，我就順服；主給什麼，我就憑信歡然領受。弟兄姊妹，這是一個柔和謙
卑的靈。主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有 神的僕人講以色列地的
牛，在那裡負軛、耕田的時候，常常是大牛帶著小牛一起耕，它是兩個雙軛，一模一樣是
平行往前走的。那個大牛帶著小牛的時候，其實小牛只是跟著走，那個軛根本沒有壓在牠
的身上。 神的僕人就用這個例子講到馬太福音十一章 20 節、30 節所說的，主邀請我們
和祂同心、同行，成為主的同工、同伴。其實擔子並沒有壓在我們身上，因為都壓在那隻

大牛的身上，壓在我們親愛主耶穌的身上，因為「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
苦」。 彼得前書也勸我們：「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前
5：7），而詩篇 也說到「主是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詩 68：19）。弟兄姊妹，主邀
請我們與祂同行，這是一個最深並且一勞永逸的安息。不是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來求助而
已，而是我們裡面有一個平安湧流在我們的心中，這是從生命裡出來的，從最深之處出來
的，是持續的、穏定的，是經得起考驗的。
主所說的安息，有雙重的安息。外面有不安息、有痛苦、有勞苦愁煩的經歷，提醒我們立
刻回轉向主，到主那裡去，就必得安息。但是更深的安息，是生命的改變，是從內心與主
同行，與主同心，在主面前效法主耶穌，跟主耶穌一同降服在 神面前，這個安息是永遠
的。希望我們能夠更珍惜。在這個充滿勞苦愁煩的世代裡，我們到底該怎樣去面對我們的
勞苦愁煩？在挫折、失敗的經歷中，我們怎樣效法主耶穌？同樣的，在我們的使命上，當
我們碰到挫折時，我們應該要用一個怎樣的態度使我們不灰心，繼續往前。
禱告：
主耶穌，我們謝謝祢！每次讀祢的話，我們的心就喜樂；每次讀祢的話，我們裡面就得到
安慰，得到力量，也得到了方向。在這個充滿了疲倦、灰心、叫人勞苦愁煩的世代裡，主
耶穌啊，求祢幫助我們，讓我們找到出路，知道如何勝過挫折， 勝過我們的勞苦愁煩。
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問題討論：
1. 施洗約翰在信心遇到考驗的時候，主耶穌是如何堅固他的？你怎樣理解耶穌對施洗約
翰的評價：“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
大”？
2. 根據經文 16-17 節，你認為我們的世代與主耶穌的世代有什麽相同之處？哥拉汛、伯
賽大、迦百農這些城的人不肯悔改，主在這裏特別說到，他們將來所受的審判會比推羅、
西頓、所多瑪還要嚴重，為什麼？ 這對我們有什麼警惕？
3. 從 25-27 節，主耶穌在遭受拒絕的時候，祂的態度和反應是什麼？這對我們在傳福音
或服事眾人的時候遇到挫折和拒絕有什麼幫助？
4. 在預查信息中提到“兩層的安息”分別指的什麼（28-29 節）？我們在今天這個充滿勞苦
愁煩的世代如何才能得著這兩層的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