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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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用神迹训练门徒——马太福音8-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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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错误
优先次序

(9:9-17)

-忠心跟
从主耶稣
-谦卑领
受主医治
-新酒装
在新皮袋

(9:35-38)
(10章)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
（9:18-34）

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
（9:35-10:42）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1. 医治血漏的女人+使管会堂者的女儿复活（ 9:18-26 ）

• “18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
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19 耶稣便起
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20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
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䍁子；21 因为她心里说：「我
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2 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
「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23

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24 就
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
25 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
26 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可5:21—43

路8:40—56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1. 医治血漏的女人+使管会堂者的女儿复活（ 9:18-26 ）

• 管会堂者的信心
“18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
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19 耶稣便起来
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太9:18）
“21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
海边上。22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睚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
他脚前，23 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
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24 耶稣就和他同去。”
（可5:21-24）

• 不放弃救已死的女儿
• 不怕被同僚仇视排挤
• 俯伏在耶稣脚前敬拜
• 恒切祈求耶稣的拯救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可5:21—43

路8:40—56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1. 医治血漏的女人+使管会堂者的女儿复活（ 9:18-26 ）

• 患血漏症女人的信心
“20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
裳䍁子；21 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太9:20-21）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可5:21—43

路8:40—56

“24 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25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26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
更重了。27 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28 意
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9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
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
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31 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
摸我』吗？」32 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
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可5:24-33）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1. 医治血漏的女人+使管会堂者的女儿复活（ 9:18-26 ）

• 患血漏症女人的信心
“20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䍁子；21 因
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太9:20-21）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 从未放弃寻医问药
• 明白旧约律法精意
• 积极主动靠近耶稣
• 相信主的医治大能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1. 医治血漏的女人+使管会堂者的女儿复活（ 9:18-26 ）
“18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
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19 耶稣便起来
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20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䍁子；21 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
的衣裳，就必痊愈。」22 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
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23 耶稣到了
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24 就说：「退去
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25 众人既被
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26 于是这风
声传遍了那地方。”
• 主耶稣拥有使人死里复活和恢复生命活力的权柄
• “生命在他里头”（约1:4）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 “25 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11:25-26）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2. 两个瞎子得医治（9:27-30）
“27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
吧！」28 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主啊，我们信。」29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
们成全了吧。」30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31 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 两个瞎子的信心

看到自己的可怜将自己投向主的怜悯
“19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诗31:19）
不放弃恒切寻求主的怜悯
对主耶稣有清晰明确的认信
传扬主耶稣的美名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名声好比影子，你跟着它，它就逃离，你逃离它，它就跟着。”——马太.亨利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2. 两个瞎子得医治（9:27-30）
“27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
吧！」28 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主啊，我们信。」29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
们成全了吧。」30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31 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 主耶稣拥有使瞎子重见光明的大能
“7 开瞎子的眼，

领被囚的出牢狱，

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赛42:7）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3. 治好聋哑人（9:32-34）

• “32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33 鬼被赶出去，
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希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34 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 把聋哑人带到主耶稣面前的人大有信心

没有无视聋哑人的苦况

有爱心肯付出

有正确的爱心

他们的信心反衬出法利赛人的不信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31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
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32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太12:31-32）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3. 治好聋哑人（9:32-34）

• “32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33 鬼被赶出去，
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希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34 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 主耶稣恢复聋子和哑巴生命的功能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5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
聋子的耳必开通。

6 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
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在旷野必有水发出；
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赛35:5-6）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4. 今日的应用
• 认清老我可怜光景

• 我们的老我是死的，是患血漏症的，是瞎眼的，是耳聋口哑的。
• 效法管会堂的睚鲁，患血漏的女人，两个瞎子，带聋哑人前来寻求医
治的人。

• 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一切都挺好的，最近没什么需要祷告的。”？
• 为什么我们没有负担为自己不信主的亲人代求？
•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
• “21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22 因为
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 神的律；23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24 我真
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7:21-24）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9:18-34）

4. 今日的应用
• 认清老我可怜光景
• 迫切祈求主的拯救

• 效法管会堂的睚鲁，患血漏的女人，两个瞎子，带聋哑人前来寻求
医治的人。

• “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
可以靠着得救。」” (徒4:12)

• 活出得救的新生命
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24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25 感谢神，靠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7:24-25）

得救的新生命脱离了软弱，瞎眼重见光明，不再耳聋口哑——在每个
祈求主的时刻我们都能活出复活的生命：听懂主的话语，看清主的心
意，脱离各种软弱，说出合神心意的话语，恢复与神与人交流的能力。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9:35-10:42）

1. 领受主的差派 （9:35-10:15）
• 主耶稣用生命诠释他差派的使命（9:35-38）

“35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6 他
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
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37 于是对门徒
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 所以，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
稼。」”

• 祈求主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工并兴起他的工人
• 用效法主的生命去领受主差派的使命
• 对大使命最大的阻碍是我们不像基督的生命
• 在大使命中承担责任的大小与我们像基督的程
度成正比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第二章：神呼召我們要像基督
(1)在道成肉身上像基督
(2)在服事上像基督
(3)在爱中像基督
(4)在恒久忍耐上像基督
(5)在使命上像基督。



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9:35-10:42）

1. 领受主的差派 （9:35-10:15）

• 差派十二使徒在犹太人中传福音 （10:1-10:15）

• 1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2 这十二使徒的名：
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3

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4 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
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5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马利亚人的城，你们不
要进；6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7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8 医治病人，叫死人
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

9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10 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
人得饮食是应当的。11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
到走的时候。12 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13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14 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
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15 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蛾摩拉
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 呼召差派牧师；赐下属灵权柄; 托付具体使命;应许充沛供应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9:35-10:42）
1. 领受主的差派 （9:35-10:15）
• 差派十二使徒在犹太人中传福音 （10:1-10:15）
• 呼召差派牧师；赐下属灵权柄; 托付具体使命;应许充沛供应
• 呼召差派每位门徒；倚靠圣灵顺服权柄；完成与教会使命相符的具体工作；
经历主赐下的丰沛供应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9:35-10:42）
1. 领受主的差派 （9:35-10:15）
• 差派十二使徒在犹太人中传福音 （10:1-10:15）
• 呼召差派每位门徒；倚靠圣灵顺服权柄；完成与教会使命相符的具体工作；
经历主赐下的丰沛供应

在主赐生命的神迹中接受门徒训练—太9:18-10:42

春季慕道班：
第二十七期慕道班：每周二晚7:00-9:00
日期：3月3日，3月10日，3月17，3月24日，3月31日。
第二十八期慕道班：每周三晚7:00-9:00
日期：3月4日，3月11日，3月18日，3月25日，4月1日。
第二十九期慕道班：每周四晚7:00-9:00
日期：3月5日，3月12日，3月19日，3月26日，4月2日。
第三十期慕道班：每周五晚7:00-9:00
日期：3月6日，3月13日，3月20日，3月27日，4月3日。
• 在教会各服事岗位各司其职，在生活中开始福音预工！
• 开始为慕道班同心祷告，作出吸引慕道友来慕道班的宣传资料。



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9:35-10:42）

2. 面对撒旦逼迫 （10:16-23）

“16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17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18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19

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
们当说的话；20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21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
们；22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23 有
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
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谁会受逼迫？如何面对逼迫？；将来有何逼迫？谁将施加逼迫？
在何时何地受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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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9:35-10:42）

2. 面对撒旦逼迫 （10:16-23）

谁会受逼迫？如何面对逼迫？；将来有何逼迫？谁将施加逼迫？
在何时何地受逼迫？
• “12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13 只是作恶的
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后3:12）

• 以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策略专注主的工作，以最柔和谦卑的态度对待逼迫者。
• 不轻信人
• 保存有生力量转移战斗阵地
• “基督的门徒应当更在意如何行，而不是如何说，更在意如何持守正直，而不
是如何为自己辩护。最佳的护教途径是用生命，而不是用华丽的言语。”——
马太.亨利

• 与荣耀程度（生命成熟度）相一致的逼迫
• 任何容让自己罪性的人都可以被撒旦使用逼迫圣徒
•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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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9:35-10:42）

3. 胜过各样拦阻（10:26-42）

• 胜过惧怕恐惧的拦阻
“24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25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
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

26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
被人知道的。27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
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28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
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29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
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30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
被数过了。31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32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33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
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1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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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9:35-10:42）

3. 胜过各样拦阻（10:26-42）

• 胜过亲情己意的拦阻
“34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
兵。35 因为我来是叫

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

36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37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
徒；38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39 得着生命的，将要
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10:34-39）
•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诗篇 85篇第10节）

• 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
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书3章17节）

• “清洁是和平的基础，公义是平安的根基。”——杜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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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9:35-10:42）

3. 胜过各样拦阻（10:26-42）

• 被主的应许激励胜过拦阻
“40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41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
赏赐。42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
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10:40-42）

• “16 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
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路10:16）

• “在许多其他特质之外，属神的人还有一项特质就是能在神仆人身上感知神
的工作并积极回应。”——Morris. L. 

• “我信圣徒相通”——使徒信经

• 被恶人逼迫被义人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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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因信活出复活生命
（9:18-34）

认清老我可怜光景

迫切祈求主的拯救

活出得救的新生命

II. 因信完成主的使命
（9:35-10:42）

领受主的差派（9:35-10:15）

面对撒旦逼迫（10:16-23）

胜过各样拦阻（10: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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