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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
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
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
怯。” （约14:27）

“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
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
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
世界。”（约16:33）



马太福音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马太福音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太27:37）

王的位格 早期生平和事工 1:1‐4:25 

王的纲领 登山宝训 5:1‐7:29 
王的权柄 神迹和宣教 8:1‐10:42 
王的比喻 拒绝和启示 11:1‐13:52 
对王渐进的拒絕 神迹和回应 13:53‐18:35 
王的呈現 进圣城和争论 19:1‐25:46 
王的受难 受死和復活 26:1‐28:20 ”

——Dr.Mark Bailey



8-9章：叙事；10章：讲道

3个神迹
（8:1-17）

门徒训练
（8:18-22）

3个神迹
（8:23-9:8）

门徒训练
（9:9-17）

3+1个神迹
（9:18-34）

门徒训练
（9:35-38）

门徒们当如何向主忠心倚靠主的权能完成传福音的使命 （10章）

主耶稣用神迹训练门徒——马太福音8-10章



主耶稣用神迹训练门徒——马太福音8-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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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平静风和海（8:23-27）
“23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24 海里忽然起了
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25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
丧命啦！」26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

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
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27 众人希奇，说：「这
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 发生了何事？门徒如何反应？主为何责备门徒？
“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路8:23）
“10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29:10）
“2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
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4-25）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可4:35-41；路8:22-25）



I. 平静风和海（8:23-27）
“23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24 海里忽然起

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
25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
们丧命啦！」26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

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27 众人希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 发生了何事？门徒的反应？主为何责备门徒？

“10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29:10）

“2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太16:24-25）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可4·35—41；路8·22—25）



I. 平静风和海（8:23-27）
“23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24 海里忽然起

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
25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
们丧命啦！」26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

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27 众人希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 发生了何事？门徒的反应？主为何责备门徒？

“10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29:10）

“25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太16:24-25）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可4·35—41；路8·22—25）



I. 平静风和海（8:23-27）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可4·35—41；路8·22—25）

“1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2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
寨，
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3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和毒害的瘟疫。

4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5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箭，

6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7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
万人仆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8你惟亲眼观看，
见恶人遭报。

9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
所，
10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棚。

11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
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
护你。

12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13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
上，
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14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
把他安置在高处。
15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
在；
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

16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诗篇91篇）



I. 平静风和海（8:23-27）
“23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24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25 门徒来叫醒了
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26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
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27 众人希奇，
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 发生了何事？门徒的反应？主为何责备门徒？
• 门徒应该如何回应？

我们要在跟随主中平静安稳
在疫情中更要为主作美好见证竭力多做主工

• 我们已得到永生

• 今生使命未完成之前再大的疫情也不能让我们离世
归主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II. 赶出群鬼（8:28-34）
“28 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
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
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29 他们喊着
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
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30 离他
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31 鬼就央求耶稣，说：
「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32

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
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33 放猪的就逃
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
诉人。34 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
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可5:1—20；路8:26—39）



II. 赶出群鬼（8:28-34）
26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27 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
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28 他见
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
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29 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
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
旷野去。30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
附着他的鬼多。31 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路8:26-31）
“1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2 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
茔里出来迎着他。3 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4

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
有人能制伏他。5 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6 他远远地看
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7 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8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
上出来吧！」9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
们多的缘故」；10 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可5:1-10）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II. 赶出群鬼（8:28-34）
“11 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12 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
群里，附着猪去。」13 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
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14 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
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15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

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16 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
人；17 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18 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
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19 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20 那人就走了，
在低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希奇。（可5:1-20）
• 路8:32-39
• “3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
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12:3）

• “被魔鬼辖制伤人害己”=》“脱离魔鬼辖制”=》“心里明白过来”=》“恳
求和耶稣同在”=》顺服主去为主作见证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II. 赶出群鬼（8:28-34）
“28 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
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
能从那条路上经过。29 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
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
吗？」30 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31 鬼就央求耶稣，
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32 耶
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
崖，投在海里淹死了。33 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
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34 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
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 马太特意减少对被鬼附之人的描述，只字未提门徒，为要突出耶稣和合城之人
• 要突出的重点：耶稣胜过撒旦的权能以及合城之人愚蠢可怜的选择



II. 赶出群鬼（8:28-34）
“28 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
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
能从那条路上经过。29 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
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
吗？」30 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31 鬼就央求耶稣，
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32 耶
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
崖，投在海里淹死了。33 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
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34 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
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 为何鬼央求耶稣打发他们进入猪群？耶稣为什么答应了魔鬼的祈求？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

的更丰盛。”（约10:10）
 主要让人看清魔鬼的作为；主要管教贪财的加大拉人。

• 你最怕失去的是现世利益还是主耶稣的同在？



III. 救瘫子脱离罪导致的瘫痪病

（9:1-8）
“1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
里。2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
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3 有几
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僭妄的话了。」
4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
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5 或说『你的罪赦
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
呢？6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
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
的褥子回家去吧。」7 那人就起来，回家
去了。8 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
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可2:1—12；路5:17—26）



III. 救瘫子脱离罪导致的瘫痪病（9:1-8）
“1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迦百农。人听见他在房
子里，2 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3 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4 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
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瘫子连
所躺卧的褥子都缒下来。”（可2:1-4）

“17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
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
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18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
前，19 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
从瓦间把他连褥子缒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
（路5:17-19）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III. 救瘫子脱离罪导致的瘫痪病（9:1-8）
“1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2 有人
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
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
了。」3 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僭妄的话
了。」4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
心里怀着恶念呢？5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
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6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
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7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8 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 神，因为他将这样
的权柄赐给人。”
• 不是所有疾病都是神的管教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1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2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
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3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
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9:1-3）



III. 救瘫子脱离罪导致的瘫痪病（9:1-8）
• 但主确实会用疾病管教我们

“30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
也不少。”（林前11:30-32）

• 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行使其赦罪和医治的权柄
“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

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
要释放。19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
们成全。20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
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18-20）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14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
油抹他，为他祷告。15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
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
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4-16）



IV. 三个医治神迹后主耶稣呼召并教导门徒（9:9-17）

1. 跟从主耶稣
“9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
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 税吏是最被犹太人鄙视
（太5:42-48，11:18-19，18:17，21:31-32）
• 被犹太人鄙视的原因

 犹奸、接触外邦人、多收税以中饱私囊
• 作门徒的唯一资格：跟从耶稣
• 马太付上的代价
• 马太宴请宾客

“10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信仰只有贯彻落实在实践当中才是真信仰。”—— C.S.路易斯
没有与之配合的行动=不明白自以为知道的道理
理性认知=》价值观的改变=》行动上的改变



IV. 三个医治神迹后主耶稣呼召并教导门徒（9:9-17）

2. 谦卑领受主医治
“11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
吃饭呢？」12 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13

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
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 谦卑领受主的怜恤 VS 自给自足自以为义地为主付出
“9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10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11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
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12 我一个礼拜禁食
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13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
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14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18:9-14）



IV. 三个医治神迹后主耶稣呼召并教导门徒（9:9-17）

2. 谦卑领受主医治
“11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
吃饭呢？」12 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13

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
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 谦卑领受主的怜恤 VS 自给自足自以为义地为主付出
• “如果你的信仰，叫你觉得自己是何等虔诚，比别人圣洁；

那么这信仰，肯定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那恶者。惟有当
你体验和承认自己是一个何等渺小、卑微的罪人，又愿意
谦卑在神的脚下，这才是圣灵的工作。”——C.S 路易斯

• 两种错误：错误地为主做工；错误地不为主做工
• 正确的路径：因认识到自己是渺小的有病的罪人而委身教

会三层次牧养，在竭力为主做工中经历神的医治和拯救。



IV. 三个医治神迹后主耶稣呼召并教导门徒（9:9-17）

3. “新酒装在新皮袋”
“4 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
禁食，这是为什么呢？」15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
之人岂能哀恸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16 没有
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17 也没
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
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 （可2·18—22；路5·33—39）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用天然生命试图“顺服”神的要求
=

新酒装在旧皮袋



IV. 三个医治神迹后主耶稣呼召并教导门徒（9:9-17）

3. “新酒装在新皮袋”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用在基督里新造的人顺服神的要求
=

新酒装在新皮袋如何分辨神的心意？

• 应用主日讲道

• 看重神的圣工

• 定睛生命功课

• 敏感圣灵引领



在掌管万有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8:23-9:17

•忠心跟从主耶稣

•谦卑领受主医治

•新酒装在新皮袋

门徒
训练

（9:9-17）

（8:23-9:8）



圣 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