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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27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和这一课有关传扬神的国的教导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诗篇第一一五篇、一一九：1-88、一一九：89-176、第一三九篇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诗篇第一一五篇、一一九：1-88、一一九：

89-176、第一三九篇）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神的伟大］ 
(3) 弗一：11-12 

 
两人一组复习。 
(3) 神是满有权能的：弗一：11-12。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

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4 
讲授 （85 分钟）                                              ［耶稣的比喻］ 

  新郎、修补的衣服和装酒的皮袋 
 

太九：14-17 中的“新郎、修补的衣服和装酒的皮袋”是关于 
在神国里的禁食的比喻。 

 

“比喻”是一个含有属天意义的世俗故事。它是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或例证，旨在教导人一个属灵的真

理。耶稣以常见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来阐明神国的奥秘，叫人面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和更新的需要。 
我们会采用研读比喻的六个指引来研读这个比喻（参看手册 9，附录 1）。 
 

阅读太九：14-17，可二：18-22 和路五：33-39。 
 

在太九：15-17，耶稣用三个非常简短的比喻给基督徒有关禁食的教训： 
新郎的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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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补的衣服的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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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酒的皮袋的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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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五：39 又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

好’。” 
  

这个教训重复了三次，这表明有关在神国里的禁食的教训必定是非常重要的！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语来讲述，比喻中的属灵意义也是以此作为基础。因此，我们要先研习故事的用词

，以及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资料。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 
 

新郎和陪伴之人。第一个比喻（对比）。新郎，以及出席婚礼一同庆贺的客人，是世上每个社会常见的现象。 
 

新布。第二个比喻（对比）。做衣服的人都知道，把一块未缩过水的新布补在破旧的衣服上，新布会缩水，并

把衣服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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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酒的皮袋。第三个比喻（对比）。装酒的皮袋通常是用山羊或绵羊的皮制成的。人们把牲畜的皮剥下来，然

后把它晒成棕褐色。他们把皮上的毛剪得很短，然后把皮从里面翻到外面。四肢和尾巴的开口用绳子缝合起

来，颈口就成为容器的口。 
 

新酒。新酒总会发酵！因此，如果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发酵过程中所造成的压力会使皮袋裂开，结果，皮袋

和新酒都损失了。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释或应用”。比喻的背景或指出讲述比喻的场合
，或描述讲述比喻时的情形。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释或应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后找到。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太九：9-14。 
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书中，这几个比喻都是在马太（利未）蒙召之后立即讲述的。如

果这两件事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关联，那么，新与旧之间的对比就显著地增强了。正当耶稣和祂的门徒与许多税

吏和罪人在马太的家里一同坐席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却在禁食。 
 

即使这两件事之间没有时间上的关联，但肯定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事实上，耶稣和祂的门徒不止一次与税吏

和罪人相交（太十一：19；路七：34；十五：1；十九：1-10）。可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却

禁绝这些愉快的欢宴，甚至厉行节约。这样的对比迟早会引发禁食的问题！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九：15-17。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并没有说明。 
它必须从故事和背景推断出来。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引言。耶稣无意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一些属灵意义。比喻不是寓言！相关的细节是指比喻故事中

那些加强比喻的中心思想、主题或教训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应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独立的属灵

意义。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 
 

耶稣并没有给这几个比喻中的细节赋予任何特定的意思。这些细节的相关性可以从这些字词在圣经其他部分中

的含义和上下文推断出来。 
 

新郎。圣经常常把神和祂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或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比作新郎和新娘之间的爱的连系（赛

五十四：1，5；六十二：5；耶三十一：32；太二十五：1 及其后的经文；约三：29；林后十一：2；弗五：

32；启十九：7；二十一：9）。根据林后十一：2 和弗五：32 的记载，“新郎”代表耶稣基督，“新娘”则代

表基督教会。耶稣把祂自己在世上与人同在比作婚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恸

呢？”这个问题如此措辞，所得的答案必定是：“不能，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不能哀恸！”

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 
 

新郎的客人。“陪伴之人”实际上是指新郎的客人，他们站在最接近新郎的位置，在婚礼上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他们会竭尽所能令欢宴大功告成。他们代表基督徒。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 
 

旧衣服。耶稣没有给这个细节赋予任何具体的意思。然而，从上下文看来，旧衣服显然是指法利赛人所传承下

来的旧约宗教；由宗教领袖所制定的旧秩序，举例说，古老的禁食制度，以及法利赛人从旧约的礼仪律法推断

出来的其他实际应用。 
 

新布。耶稣没有给这个细节赋予任何具体的意思。然而，从上下文看来，“新布”显然是指耶稣和使徒所显明

的新约宗教；由神所命定的新秩序，尤其是指神在基督里的救恩。它要传递的信息是，正如新布无法补在旧衣

服上，同样，新秩序与旧秩序也互不协调！这是相关的细节，因为这是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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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酒和旧皮袋。耶稣没有解释这些细节。然而，从上下文看来，“陈酒”显然是指律法的规条，以及约翰的门

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郁郁寡欢的哀恸和禁食。“旧皮袋”是指犹太礼仪律法的旧有表达方式，就是以禁食的日

子和禁食的行为来表达。 
 

引而伸之，“陈酒”也代表犹太宗教的内容，其中包括数以百计由他们的拉比加以解释的规条，它们称为“古

人的遗传”。“旧皮袋”则代表犹太人那些律法主义式、由人所规定的做法，这些做法都纳入了一个一成不变

的传统宗教形式或制度中。犹太宗教的形式包括安息日、禁食的日子、特别的宗教节期、到耶路撒冷朝圣、献

祭、奉献所得的十分之一、割礼、洁净礼仪，以及饮食规条。 
 

新酒和新皮袋。耶稣没有解释这些细节。然而，从上下文看来，“新酒”显然是指在基督里的救恩，以及凡愿

意接受的人所得的新生命带来的福分。“新皮袋”代表救恩和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崭新表达方式，就是以感谢

和喜乐的心来表达。 
 

它们代表基督徒以崭新的方式与神建立关系，并且以自由和自发的方式事奉和敬拜神。基督信仰的内容包括救

恩、拯救、更新和彻底的转化。它们的宗教形式是透过一个充满感恩和喜乐的基督徒群体表达出来的，他们既

甘心乐意也诚恳殷切地敬拜和事奉神。 
 

有人认为“陈酒”象征靠行律法得救，“新酒”则象征藉着恩典得救，这种说法并不正确。相反，这是旧秩序

和新秩序之间的对比，旧秩序往往是由以色列宗教领袖纯粹人为的制度所组成，而新秩序则是由耶稣基督的教

训所组成。这是纯粹人为的传统（人为的规条和律例）和（圣经中）从神而来的教训之间的对比！ 
 

这并不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对比，因为旧约的教训（申六：5；利十九：18）和耶稣在新约中的教训（可十

二：30-31）之间存在连贯性。然而，犹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却把旧约的真正教训埋藏在一大堆人为的传统

（规条和律例）之下。这是法利赛人一成不变的传统主义和圣经的真正教训之间的对比。禁食和哀恸这等旧有

的方式把喜乐完全排除了，但救恩之乐却是与神建立关系和事奉神的崭新方式！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路五：39）。事实上，耶稣基督所引进的新秩序，体现了

“旧”（原本）这个词的最佳含义，因为它恢复了旧约教训的精髓。比较一下诗二十三：5-6：“在我敌人面

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

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此外，也比较一下赛六十一：7：“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

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与他们！”要得着真正的喜乐和完全的荣耀，唯一的途径是靠着神的应许和神

的作为，而不是那些宗教人士以他们的宗教规条和宗教行为所作的教导！ 
 

可是，法利赛人却把古人的遗传称为“陈酒”。这个词是对极端保守主义和法利赛人及其跟随者那根深蒂固且

一成不变的传统主义的评注。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决定，并且拒绝神的话语，也就是旧约众先知和耶稣基督

在新约中所教导的话（太十五：6-9）。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在祂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在各方面都成全了律法
（太五：17；弗二：15；西二：14）。他们选择人的律例，却不选择神的恩典。他们注重人的传统，过于重视

神的话语。他们宁愿选择人为的窒闷，也不要神所赐的清新空气。他们喜欢外在的宗教，却牺牲了内在的转

化。显然，他们的心需要彻底的改变。然而，所有改变都是令人痛苦的，因为改变需要舍己、要把“自我”、

个人观点和宗教传统治死。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中心主题）可以在解释或应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我们可以从耶稣基

督解释或应用比喻的方式知道应当如何解释那个比喻。一个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主要的教训，表明一个要点。因

此，我们不要尝试从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寻找属灵真理，而是要寻找一个主要的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太九：14-17 中，新郎、修补的衣服和装酒的皮袋的比喻是教导有关“在神国里的禁食的比喻”。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耶稣基督在祂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所引进的新秩序，与由法利赛人在被掳巴比伦之

后所引进的人为传统和制度所组成的旧秩序并不协调。旧秩序包括古人（拉比）的遗传，它是以人所制定的宗

教行为如哀恸和禁食表达出来的。新秩序包括救恩、医治、复兴、人的改变和更新，并以耶稣基督所命定的方

式（即救恩之乐）表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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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秩序是由古人的遗传（参看手册 11，第 25 课）形成的。古人的遗传包括禁食。禁食表面上是为自己的罪哀

恸，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伪装和炫耀虔诚的行为（太六：16）。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每星期禁食两

次（路十八：12）！ 
 

新秩序在太十一：4-5 和路四：18-19 总结了，新秩序包括：患病的得医治、残疾的得以复原、被鬼附的得释

放、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宣告神的恩惠（恩典），以及得拯救脱离罪。各种形式的救恩之乐与各

种形式的哀恸和禁食并不协调，仿佛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应当视为降在世人身上的一场大灾难！ 
 

救恩之乐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不会像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那样哀恸和禁

食，却因耶稣基督的同在和他们得救的现实而欢喜快乐。旧有的禁食方式把喜乐完全排除了，救恩之乐却引进

与神建立关系和事奉神的崭新方式！基督徒尤其透过唱歌和作乐表达他们的喜乐（诗三十三：1-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没有余地为世上的苦难悲伤、在患难中经历痛苦、为自己的罪或为失去所爱的人而

哀恸。耶稣不是反对真诚的忧愁、哀恸和禁食，而是反对以色列人当中那种虚有其表的宗教行为，如禁食。这

是纯粹人为制度和从神而来的教导之间的对比。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圣经中其他经文也有教导相似或

相对的真理。可尝试找出最重要的参考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比喻。总要以圣经直接明确的教导来检视比喻的解

释。 

探索和讨论。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教导。禁食（希伯来文：tsam，希腊文：nésteuó）是出于属灵的目的而自愿禁止进食。禁食与绝食抗议并不相

同，绝食抗议的目的是使人们关注某个事件，通常是政治事件。禁食与节食也不相同，节食的目的是减肥和促

进身体健康。正常的禁食方式只是禁止进食，并不会禁止食水。正常的禁食方式只是禁食一天，不会长时间禁

食。 
 

 (1) （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原本对禁食的教导。 
阅读利十六：29-34；二十三：26-32（主前 1446 年）；民二十九：7（主前 1407 年），以及赛五十八：6-12
（主前 740-680 年）。 
探索和讨论。禁食的原意是什么？禁食的时间持续多长？ 
 

有两个希伯来文要分辨清楚，这一点十分重要。希伯来文“inna nephesh”的意思是让一个人在灵里谦卑下

来、使一个人的灵魂感到沉重、使一个人的灵魂感到困苦，或使一个人的灵魂变得贫乏，克制自己得到某些东

西。希伯来文“tsom”的意思是禁食或禁止进食。 
 

在旧约时代，律法规定以色列人（主前 1446-1407 年）在一年里只需要一天的时间让人在灵里谦卑下来！这一

日就是赎罪日（七月十日）。这日要守为安息日，是一个完全安息的日子，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必须禁戒任何

被理解为日常生活的行动。在赎罪日，以色列人被命令要谦卑下来，让自己更加意识到自己远远没有达到神的

要求！赎罪日是一个自我省察的日子，是一个自卑、认罪和赎罪的日子。这一日是刻苦己心的日子。虽然有明

确规定禁止人在那一天做任何工作，但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人进食。禁止进食是其中一种刻苦己心和自卑的方

法，但肯定不是主要的方法！ 
 

先知以赛亚（主前 740-680 年）（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禁戒一切邪恶和冷酷无情的事，是刻苦己心和自卑的

方法。神所拣选的禁食，是要人自卑和刻苦己心，不作不义的事，而是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奴役的轭，

将飘流的人（寻求庇护的人）接到家中，给赤身的人衣服遮体。他必须除掉指摘人和发恶言的事，把食物分给

饥饿的人，也要使困苦的人得满足（赛五十八：6-12）。 
 

 (2) 圣经中的历史书对禁食行为的历史发展的描述。 
阅读赛五十八：3，5 和诗三十五：13（主前 1000-400 年）。 
探索和讨论。禁食的意义和持续的时间是如何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改变的，纵使这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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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的意义逐渐改变。渐渐地，一个人内在的自卑或刻苦己心，变成了外在的禁止进食（禁食）。在灵里的自

卑，变成了在身体上的禁食。在诗篇和以赛亚书中，这两个字是密切相关的。可是，原本意指“使一个人在灵

里自卑或刻苦己心”的用词（希伯来文：inna nephesh）渐渐变成了“禁食”（身体上的禁止进食）（希伯来

文：tsom）的同义词。 
 

最后，在列王时代的中期（主前 740-680 年），这两个字是一并使用的（赛五十八：3，5）。在诗三十五：

13，“禁食”甚至是刻苦己心的途径。因此，虽然起初“使一个人在灵里自卑或刻苦己心”的表达方式，是在

一个安息的日子里进行内在的自我省察，在神面前表明内在的自卑，在心里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为自己的罪献

上赎罪祭，现在却变成了以外在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一天里禁止自己过舒适的生活和得到生活所需，换句话

说，透过一天的禁食表达出来！外在的禁止进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对东方人来说，禁食与灾难和死亡相关。因此，他们习惯在哀悼的时候（撒上三十一：13；撒下三：35），以

及在全国悔罪的日子（士二十：26；撒上七：6；斯四：16）禁食。禁止进食成为了刻苦己心的途径，而不是

自我省察、自卑、认罪和赎罪。 
 

禁食的日子增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禁食的日子在以色列开始增多。 
• 在列王时代的初期（约主前 931 年），有只是从日出到日落的禁食一天（撒下一：12），也有持续七天的

禁食（撒上三十一：11-13）。 
• 在列王时代的末期（主前 586 年之前），有持续四十天的超自然、完全的禁食（王上十九：8）。 
• 在但以理的时期，有持续三星期的不完全禁食（但十：3）。 
• 在被掳时期结束的时候（主前 520 - 518 年），有五月和七月禁食的日子（亚七：3-5），很快变成了在每年

的四月、五月、七月和十月禁食（亚八：19）！ 
• 最后，到了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法利赛人每星期禁食两次（路十八：12）。 

 

除了神在利十六：29-34 中吩咐祂的旧约子民要在灵里自卑（这也许包括禁食）的规定之外，所有其他的禁

食，都纯粹是人所定的制度，并不是神所规定的！这些禁食是“古人的遗传”的一部分（参看可七：1-13）！ 
 

 (3) 圣经中的禁食的目的。 
探索和讨论。禁食在圣经的历史中有什么目的？ 
虽然圣经中有描述“禁食”，意指禁止进食，但它肯定不是教导这是给神的子民的要求，或许除了赎罪日以

外。所有这些“禁食”都纯粹是人所定的制度，并不是神所规定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变成了以色列文

化的一部分，但这种文化不可与神国的文化混淆。 
 

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和教会领袖禁食的榜样，但总不可要求其他基督徒或整个教会都这样做。 
 

禁食是一种表示谦卑的文化表达方式。阅读尼九：1-3 中的历史描述（约主前 400 年）。禁食是一种表示谦卑

的文化表达方式，人们在禁食期间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并且承认自己的罪。禁食的时候通常会身穿麻衣，头

蒙灰尘。以色列人在禁食的时候承认自己的罪，也承认他们列祖的恶行。 
 

禁食是一种表示哀悼的文化表达方式。阅读撒下一：11-12 和代下二十：2-4 中的历史描述。禁食是一种表示哀

悼的文化表达方式，人们在禁食期间为自己的损失感到悲伤，或表达自己对将要面对的威胁感到恐惧。他们撕

裂衣服，有时也会哀哭。大卫王和跟随他的人为扫罗王和许多以色列军死亡而哀伤。约沙法王宣告全国禁食，

希望能避免战争的威胁。 
 

为了使注意力集中而禁食。阅读太四：2、徒十三：2-3 和徒十四：23 中的历史描述。人们为了使注意力集中

而禁食，使他们更专注于一个重要的宗教行动或事件，并且更敏锐地与圣灵交通。这通常与祷告或为了特殊的

目的与神相会有关。比较一下出三十四：2，28 和申九：9，18 中摩西的禁食，以及王上十九：8 中以利亚的禁

食。 
 

路四：2 表明基督的禁食不是局部的禁食，而是完全的禁食。耶稣禁食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专心为父神指派

祂作的工做好准备。祂禁食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在祂承担艰巨而崇高的任务之前，以学徒的身分接受试探的

试验。 
 

教会的领袖（长老）为差派宣教士和委任长老的事而禁食。这也许表明基督徒在禁食期间对圣灵的交通特别敏

锐。 
 
然而，要注意一点，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历史描述，记述基督徒在历史上曾经做过的事。他们不是被命令或被教

导去禁食的！太六：16-18 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而不是“你们必须禁食”！因此，如果基督徒认为禁食

有助他们在祷告中与神相会、寻求神的旨意，或为神所指派的工作做好准备，他们可以自愿禁食。然而，基督

徒不可教导人禁食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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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也记载了出于错误目的而禁食的行为。阅读王上二十一：9、亚七：3-5 和赛五十八：1-12 中的历史描述。

圣经也记载了出于错误目的而禁食的行为，例如为了杀害无辜的人，或为了在神面前假装谦卑。撒迦利亚责备

以色列人是为自己禁食，而不是为耶和华禁食。虽然耶和华没有要求以色列人禁食，但以色列人禁食，却不是

为耶和华而禁食。在以赛亚书中，主所要求的那种正确的禁食，并不是禁止进食，而是禁戒不义、欺压和发恶

言的事！ 
 

 (4) 真正合乎圣经教导的禁食，并不是禁止进食，而是禁戒邪恶的事。 
阅读赛五十八：3-13；亚七：4-10。 
探索和讨论。当以色列人开始强调禁食是禁止进食之后，神要求以色列人要禁戒恶事！ 
 

笔记。在赛五十八：3-12，神教导祂的百姓，什么才是正确、蒙神喜悦的禁食。 
 

不蒙神喜悦的禁食（赛五十八：3-5）。以色列人说：“我们禁食（希伯来文动词：tsam），你为何不看见

呢？我们刻苦己心（希伯来文：inna nephesh），你为何不理会呢？”神回答说：“看哪，你们禁食（希伯来

名词：tsom）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

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希伯来文：tsom）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希伯来文：

inna nephesh）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希伯来文：

tsom）、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神说祂对祂的子民以色列人禁食的传统习俗不以为然！ 
 

蒙神喜悦的禁食（赛五十八：6-12）。神说：“我所拣选的禁食（希伯来文：tsom）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

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

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因此，神教导我们，真正合乎圣经教导的禁食，

一方面是与邪恶（不义）的事断绝，另一方面是把食物和衣服分给世上有需要的人！ 
 

神应许当祂的子民这样“禁食”（希伯来文：tsom）的时候，换句话说，从刻苦己心、禁戒恶事、把食物和衣

服分给有需要的人这意义上禁食，而不只是禁止进食，祂必应允他们的祷告，赐福给他们。祂说：“这样，你

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

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一如既往，神重申祂认为真正合乎圣经教导的禁食：不是禁止进食，而是停止自己生命中的罪恶，把自己所拥

有的分给穷困和受欺压的人，尽力帮助他们。神说：“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轭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

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 
 

关于真正合乎圣经教导的禁食，神所赐的福远远大于一个人所作的牺牲。神应许：“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

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总结。真正合乎圣经教导的禁食所强调的不是禁止进食，而是禁戒罪恶和不义，把自己所拥有的分给世上穷困

和受欺压的人。根据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和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的记载，神所要求的禁食，不是字面上的禁食，

而是爱神和爱邻舍！ 
 

 (5) 自愿的禁食应当低调地进行。 
阅读太六：16-18。 
探索和讨论。基督徒应当如何禁食，在什么时候禁食呢？ 
 

笔记。在新约，耶稣基督在太六：16-18 这样教导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

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

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耶稣

指出禁食是一种表示谦卑的表达方式。祂责备法利赛人的行为招摇，他们的脸蒙上灰尘，想所有人都注意到他

们的虔诚。耶稣没有吩咐祂的门徒禁食；祂也没有禁止他们禁食。如果他们想要禁食，他们可以禁食，但他们

应当尽量低调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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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救恩之乐与哀恸和禁食并不协调。 
探索和讨论。关于“新郎”（耶稣基督）的离开和同在，圣经有何教导？这与禁食的问题有何关联呢？ 
 

笔记。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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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所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祂所指的是，祂升天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时期（因此是整个新约时

期），有些人则认为祂所指的是，祂受死与祂复活之后临到他们，以及祂藉着圣灵浇灌临到他们之间的时期。

第二个解释是正确的！ 
 

耶稣基督时刻都同在。阅读太十八：20；二十五：1；二十八：20；启十九：7；二十一：9；弗一：22-23；弗

三：16-17。 
 

有些人根据太二十五：1，以及启十九：7 和二十一：9 的记载而作出这样的教导，他们认为新郎（耶稣基督）

直到祂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都离开了！因此，他们教导人，基督要求基督徒在整个新约时期都要禁食，直到祂第

二次降临的时候为止。 
 

这个说法并不正确。首先，耶稣基督没有命令、教导或要求他们必须禁食，而是说他们就要禁食了。其次，耶

稣基督在整个新约时期都没有离开教会，因为教会是祂的身体。此外，祂在整个新约时期也没有离开每一个基

督徒的生命，因为祂应许祂在这个时期必藉着祂的圣灵常与他们同在，也要在他们里面（太二十八：20；约十

四：17-18；罗八：9-10，35，38-39；林后三：16-17；加二：20；来 13:22-23）！ 
 

耶稣基督暂时离开。在但以理的时期，有持续三星期的不完全禁食（但十：3）。阅读赛五十三：7-9；约十

六：16-22；启二十一：9-10；来十二：22-23。 
 

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离开跟随祂的人呢？在赛五十三：8，同一句话译作“他被夺去”，这句话用来预言耶稣

基督将会受难、死在十字架上。祂“被欺压、被牵到宰杀之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耶稣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译按：《新汉语译本》译作“但日子将到，人要把新郎从他们中

间带走”），祂藉着这句话预先预言自己将会受难、死在十字架上。对祂的门徒来说，那时就是哀恸的时候

了。到了那时候，禁食就是他们表达悲伤的恰当方式。 
 

然而，这哀恸和禁食的日子不会持久。在约十六：16-22，耶稣亲自说：“等不多时（那个星期四晚上到下个

星期五早上），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星期五早上到星期日早上），你们还要见我。”然后，祂向他

们解释祂的意思。“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祂亲自向祂的门徒解释，祂即将被邪恶的犹太人和外邦政权，以及他们

的支持者弃绝。祂说祂将要被定死罪，祂将要受死，暂时离开他们。根据约十六：20 的记载，在这段时间，

祂的门徒将要痛哭、哀号；此外，根据太九：15 的记载，在这段时间，他们将要禁食。因此，耶稣基督教导

我们，基督徒要在一段很短的时间（三天的一部分），也就是当祂在坟墓里的时候，哀恸和禁食！ 
 

在祂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都充满喜乐（路二十四：41），在祂升天、在天上登基作王之后，他们都大大的欢
喜（路二十四：52）。在圣灵（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浇灌之后（罗八：9-10），耶稣基督确实在灵里与祂在

世界各地的跟随者同在，也在他们里面！这个事实使他们的忧愁变为喜乐（约十六：20），这喜乐没有人能够

夺去，也没有人会夺去（约十六：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加五：22）。 
 

这应验了祂在约十四：16-19 所说的话：“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

你们里面。我（耶稣）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

见我。” 
 

随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和圣灵的浇灌，新约教会诞生了。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妇”（启二十一：9-10；
来十二：22-23）。在太二十八：20，耶稣应许，而且在启一：12-18 中的异象也象征，耶稣基督每天都与祂的

新妇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7) 旧约中禁食的规定已经废除了。 
阅读西二：14；弗二：15；来七：12。 
教导。礼仪律法包括割礼、献祭、什一奉献、沐浴、以及有关洁净的食物和禁食的规条。 
 

耶稣基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受死和复活（主后 30 年）： 
• 成全了律法（太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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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了律法（来七：12） 
• 撤去了（废除、删除）礼仪律法的规条（西二：14） 
• 拆毁了中间隔断和敌对的墙，这堵墙包括礼仪律法及其诫命和规条，而且把它永远从基督教会中废除了

（弗二：15）！ 
 

正如献牲畜为祭、什一奉献、为男孩施行割礼、斋戒沐浴、吃洁净的食物，都不再是对基督徒的要求；同样，

在赎罪日禁食以表明在灵里自卑，也不再是对基督徒的宗教要求了！正如割礼和献祭一样，禁食总不可重新引

进基督教会，使之成为一种宗教义务！ 
 

 (8) 总结。以下是有关禁食的重要经文： 
赛五十八：6-12 强调神所拣选的禁食。禁食不是禁止进食，而是禁戒不义、欺压和发恶言的事！ 
亚八：19 预言旧约时代的哀恸和禁食将会被新约时代的喜乐所取代。 
太九：10-17 强调，真正得救和真正常与耶稣基督同在所带来的喜乐，与禁食的哀恸并不协调！ 
太十七：21（“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就像太六：13 下（“因为国度、权

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和可十六：8-20 一样，是新约圣经较后期的抄本加添的，原本的福

音书并没有这部分。 
太五：17；西二：14；弗二：15 和来七：12 明确地教导我们，礼仪律法，包括禁食，已经成全了，因此，也

取消和废除了！ 
太六：16-18 教导我们，基督徒若愿意，可以随意禁食，但他们不可把禁食变成给其他基督徒的宗教义务。 
 
 

6. 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讨论。这个有关在神国里禁食的比喻的主要教导或教训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知道什么或相信什么，祂

教导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或要做什么？ 
笔记。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耶稣基督在祂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所引进的新秩序，与由法利赛人在被掳巴比伦之

后所引进的人为传统和制度所组成的旧秩序并不协调。旧秩序包括古人（拉比）的遗传，它是以人所制定的宗

教行为如哀恸和禁食表达出来的。新秩序已经取代了旧秩序，新秩序包括救恩、医治、拯救、复兴、人的改变

和更新，它是以救恩之乐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神不喜悦人为的哀恸和禁食传统。新秩序自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然后以下各方面便成为了现实：“神与我们

同在”（以马内利，太一：23），“基督在你们里面”（加二：20；西一：27），以及“圣灵住在你们里面，

永远与你们同在”（约七：38-39；十四：16-17；弗二：22）。那么，耶稣基督也永远同在！“我（基督）就

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20）！在五旬节后，每个基督徒都因为得着真正的喜乐而意识

到这个新的现实。神喜悦基督徒得着救恩之乐，也喜悦祂的子民以崭新的方式敬拜和事奉祂，也就是当他们与

有需要的人分享自己的生命和财物的时候。 
 

所有律法主义式和毫无喜乐的禁食，以及法利赛人一成不变的传统主义的其他方面，都必须被耶稣基督所带来

的救恩取代。基督徒可以私下为了良好的理由而禁食，但不可重新引进禁食（或古人任何其他一成不变的传

统），使它成为对基督徒或教会的要求。哀恸和禁食并不是神国的特征，神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

喜乐（罗十四：17-18）。 
 

救恩的新酒（内容），以及救恩所带来的一切福乐，必须倒进新皮袋（形式）里，就是存着感恩的心、自由和

自发地为神的荣耀而事奉！ 
 

5 
祷告（8 分钟）                                                      ［回应］ 

以祷告回应神的话语 
 

在小组中轮流作简短祷告，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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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建立教会，并且传扬神的国。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新郎”、“修补的衣服”和“装酒的皮袋”。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诗篇第一四一、一四三、一四五、一四六篇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4) 神是无所不知的：来四：13。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罗七：14-25。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记下笔记。 
6.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7. 更新你关于传扬神的国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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