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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第 27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着祂的靈指引我們，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和這一課有關傳揚神的國的教導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詩篇第一一五篇、一一九：1-88、一一九：89-176、第一三九篇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詩篇第一一五篇、一一九：1-88、一一九：

89-176、第一三九篇）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神的偉大］ 
(3) 弗一：11-12 

 
兩人一組複習。 
(3) 神是滿有權能的：弗一：11-12。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著他旨意

所預定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4 
講授 （85 分鐘）                                              ［耶穌的比喻］ 

  新郎、修補的衣服和裝酒的皮袋 
 

太九：14-17 中的“新郎、修補的衣服和裝酒的皮袋”是關於 
在神國裏的禁食的比喻。 

 

“比喻”是一個含有屬天意義的世俗故事。它是一個反映真實生活的故事或例證，旨在教導人一個屬靈的真

理。耶穌以常見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來闡明神國的奧秘，叫人面對他們的現實處境和更新的需要。 
我們會採用研讀比喻的六個指引來研讀這個比喻（參看手冊 9，附錄 1）。 
 

閱讀太九：14-17，可二：18-22 和路五：33-39。 
 

在太九：15-17，耶穌用三個非常簡短的比喻給基督徒有關禁食的教訓： 
新郎的比喻：“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

們就要禁食。” 
修補的衣服的比喻：“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裝酒的皮袋的比喻：“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

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兩樣就都保全了。”路五：39 又說：“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

好’。” 
  

這個教訓重複了三次，這表明有關在神國裏的禁食的教訓必定是非常重要的！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語來講述，比喻中的屬靈意義也是以此作為基礎。因此，我們要先研習故事的用詞

，以及其文化和歷史背景的資料。 
討論。這個故事有什麼反映真實生活的元素？ 
筆記。 
 

新郎和陪伴之人。第一個比喻（對比）。新郎，以及出席婚禮一同慶賀的客人，是世上每個社會常見的現象。 
 

新布。第二個比喻（對比）。做衣服的人都知道，把一塊未縮過水的新布補在破舊的衣服上，新布會縮水，並

把衣服扯破。 
  



 
© 2016 “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11       第 27 課：新郎、修補的衣服和裝酒的皮袋 2 

裝酒的皮袋。第三個比喻（對比）。裝酒的皮袋通常是用山羊或綿羊的皮製成的。人們把牲畜的皮剝下來，然

後把它曬成棕褐色。他們把皮上的毛剪得很短，然後把皮從裏面翻到外面。四肢和尾巴的開口用繩子縫合起

來，頸口就成為容器的口。 
 

新酒。新酒總會發酵！因此，如果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發酵過程中所造成的壓力會使皮袋裂開，結果，皮袋

和新酒都損失了。 
 
 

2. 觀察緊接的上下文，並確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釋或應用”。比喻的背景或指出講述比喻的場合
，或描述講述比喻時的情形。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釋或應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後找到。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釋或應用是什麼？ 
筆記。 
 

 (1) 這個比喻的背景記載在太九：9-14。 
在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這三卷福音書中，這幾個比喻都是在馬太（利未）蒙召之後立即講述的。如

果這兩件事之間存在時間上的關聯，那麼，新與舊之間的對比就顯著地增強了。正當耶穌和祂的門徒與許多稅

吏和罪人在馬太的家裏一同坐席的時候，施洗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卻在禁食。 
 

即使這兩件事之間沒有時間上的關聯，但肯定存在着邏輯上的關聯。事實上，耶穌和祂的門徒不止一次與稅吏

和罪人相交（太十一：19；路七：34；十五：1；十九：1-10）。可是，施洗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卻

禁絕這些愉快的歡宴，甚至厲行節約。這樣的對比遲早會引發禁食的問題！ 
 

 (2) 這個比喻的故事記載在太九：15-17。 
 

 (3) 這個比喻的解釋或應用並沒有說明。 
它必須從故事和背景推斷出來。 
 
 

3. 找出比喻中相關和不相關的細節。 

引言。耶穌無意給比喻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一些屬靈意義。比喻不是寓言！相關的細節是指比喻故事中

那些加強比喻的中心思想、主題或教訓的細節。因此，我們不應給比喻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獨立的屬靈

意義。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細節是真正重要或相關的？ 
筆記。 
 

耶穌並沒有給這幾個比喻中的細節賦予任何特定的意思。這些細節的相關性可以從這些字詞在聖經其他部分中

的含義和上下文推斷出來。 
 

新郎。聖經常常把神和祂的子民之間的關係，或基督和教會之間的關係，比作新郎和新娘之間的愛的連繫（賽

五十四：1，5；六十二：5；耶三十一：32；太二十五：1 及其後的經文；約三：29；林後十一：2；弗五：

32；啟十九：7；二十一：9）。根據林後十一：2 和弗五：32 的記載，“新郎”代表耶穌基督，“新娘”則代

表基督教會。耶穌把祂自己在世上與人同在比作婚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

呢？”這個問題如此措辭，所得的答案必定是：“不能，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不能哀慟！”

這是一個相關的細節。 
 

新郎的客人。“陪伴之人”實際上是指新郎的客人，他們站在最接近新郎的位置，在婚禮上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他們會竭盡所能令歡宴大功告成。他們代表基督徒。這是一個相關的細節。 
 

舊衣服。耶穌沒有給這個細節賦予任何具體的意思。然而，從上下文看來，舊衣服顯然是指法利賽人所傳承下

來的舊約宗教；由宗教領袖所制定的舊秩序，舉例說，古老的禁食制度，以及法利賽人從舊約的禮儀律法推斷

出來的其他實際應用。 
 

新布。耶穌沒有給這個細節賦予任何具體的意思。然而，從上下文看來，“新布”顯然是指耶穌和使徒所顯明

的新約宗教；由神所命定的新秩序，尤其是指神在基督裏的救恩。它要傳遞的信息是，正如新布無法補在舊衣

服上，同樣，新秩序與舊秩序也互不協調！這是相關的細節，因為這是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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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酒和舊皮袋。耶穌沒有解釋這些細節。然而，從上下文看來，“陳酒”顯然是指律法的規條，以及約翰的門

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鬱鬱寡歡的哀慟和禁食。“舊皮袋”是指猶太禮儀律法的舊有表達方式，就是以禁食的日

子和禁食的行為來表達。 
 

引而伸之，“陳酒”也代表猶太宗教的內容，其中包括數以百計由他們的拉比加以解釋的規條，它們稱為“古

人的遺傳”。“舊皮袋”則代表猶太人那些律法主義式、由人所規定的做法，這些做法都納入了一個一成不變

的傳統宗教形式或制度中。猶太宗教的形式包括安息日、禁食的日子、特別的宗教節期、到耶路撒冷朝聖、獻

祭、奉獻所得的十分之一、割禮、潔淨禮儀，以及飲食規條。 
 

新酒和新皮袋。耶穌沒有解釋這些細節。然而，從上下文看來，“新酒”顯然是指在基督裏的救恩，以及凡願

意接受的人所得的新生命帶來的福分。“新皮袋”代表救恩和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的嶄新表達方式，就是以感謝

和喜樂的心來表達。 
 

它們代表基督徒以嶄新的方式與神建立關係，並且以自由和自發的方式事奉和敬拜神。基督信仰的內容包括救

恩、拯救、更新和徹底的轉化。它們的宗教形式是透過一個充滿感恩和喜樂的基督徒群體表達出來的，他們既

甘心樂意也誠懇殷切地敬拜和事奉神。 
 

有人認為“陳酒”象徵靠行律法得救，“新酒”則象徵藉着恩典得救，這種說法並不正確。相反，這是舊秩序

和新秩序之間的對比，舊秩序往往是由以色列宗教領袖純粹人為的制度所組成，而新秩序則是由耶穌基督的教

訓所組成。這是純粹人為的傳統（人為的規條和律例）和（聖經中）從神而來的教訓之間的對比！ 
 

這並不是舊約和新約之間的對比，因為舊約的教訓（申六：5；利十九：18）和耶穌在新約中的教訓（可十

二：30-31）之間存在連貫性。然而，猶太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卻把舊約的真正教訓埋藏在一大堆人為的傳統

（規條和律例）之下。這是法利賽人一成不變的傳統主義和聖經的真正教訓之間的對比。禁食和哀慟這等舊有

的方式把喜樂完全排除了，但救恩之樂卻是與神建立關係和事奉神的嶄新方式！ 
 

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路五：39）。事實上，耶穌基督所引進的新秩序，體現了

“舊”（原本）這個詞的最佳含義，因為它恢復了舊約教訓的精髓。比較一下詩二十三：5-6：“在我敵人面

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

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此外，也比較一下賽六十一：7：“分中所得的喜樂，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內

必得加倍的產業；永遠之樂必歸與他們！”要得着真正的喜樂和完全的榮耀，唯一的途徑是靠着神的應許和神

的作為，而不是那些宗教人士以他們的宗教規條和宗教行為所作的教導！ 
 

可是，法利賽人卻把古人的遺傳稱為“陳酒”。這個詞是對極端保守主義和法利賽人及其跟隨者那根深蒂固且

一成不變的傳統主義的評註。他們堅持自己的觀點和決定，並且拒絕神的話語，也就是舊約眾先知和耶穌基督

在新約中所教導的話（太十五：6-9）。他們不相信耶穌基督在祂第一次降臨的時候在各方面都成全了律法
（太五：17；弗二：15；西二：14）。他們選擇人的律例，卻不選擇神的恩典。他們注重人的傳統，過於重視

神的話語。他們寧願選擇人為的窒悶，也不要神所賜的清新空氣。他們喜歡外在的宗教，卻犧牲了內在的轉

化。顯然，他們的心需要徹底的改變。然而，所有改變都是令人痛苦的，因為改變需要捨己、要把“自我”、

個人觀點和宗教傳統治死。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中心主題）可以在解釋或應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我們可以從耶穌基

督解釋或應用比喻的方式知道應當如何解釋那個比喻。一個比喻通常只有一個主要的教訓，表明一個要點。因

此，我們不要嘗試從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尋找屬靈真理，而是要尋找一個主要的教訓。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 
筆記。 
 

太九：14-17 中，新郎、修補的衣服和裝酒的皮袋的比喻是教導有關“在神國裏的禁食的比喻”。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耶穌基督在祂第一次降臨的時候所引進的新秩序，與由法利賽人在被擄巴比倫之

後所引進的人為傳統和制度所組成的舊秩序並不協調。舊秩序包括古人（拉比）的遺傳，它是以人所制定的宗

教行為如哀慟和禁食表達出來的。新秩序包括救恩、醫治、復興、人的改變和更新，並以耶穌基督所命定的方

式（即救恩之樂）表達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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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秩序是由古人的遺傳（參看手冊 11，第 25 課）形成的。古人的遺傳包括禁食。禁食表面上是為自己的罪哀

慟，但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偽裝和炫耀虔誠的行為（太六：16）。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每星期禁食兩

次（路十八：12）！ 
 

新秩序在太十一：4-5 和路四：18-19 總結了，新秩序包括：患病的得醫治、殘疾的得以復原、被鬼附的得釋

放、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宣告神的恩惠（恩典），以及得拯救脫離罪。各種形式的救恩之樂與各

種形式的哀慟和禁食並不協調，彷彿耶穌基督的第一次降臨應當視為降在世人身上的一場大災難！ 
 

救恩之樂是神國的其中一個基本特徵！真正屬於神國的人不會像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那樣哀慟和禁

食，卻因耶穌基督的同在和他們得救的現實而歡喜快樂。舊有的禁食方式把喜樂完全排除了，救恩之樂卻引進

與神建立關係和事奉神的嶄新方式！基督徒尤其透過唱歌和作樂表達他們的喜樂（詩三十三：1-4）！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基督徒沒有餘地為世上的苦難悲傷、在患難中經歷痛苦、為自己的罪或為失去所愛的人而

哀慟。耶穌不是反對真誠的憂愁、哀慟和禁食，而是反對以色列人當中那種虛有其表的宗教行為，如禁食。這

是純粹人為制度和從神而來的教導之間的對比。 
 
  

5. 將比喻與聖經中相似和相對的經文作比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聖經中其他經文也有教導相似或

相對的真理。可嘗試找出最重要的參考經文來幫助我們解釋比喻。總要以聖經直接明確的教導來檢視比喻的解

釋。 

探索和討論。這些經文的教導與這個比喻所教導的有何異同？ 
 

教導。禁食（希伯來文：tsam，希臘文：nésteuó）是出於屬靈的目的而自願禁止進食。禁食與絕食抗議並不相

同，絕食抗議的目的是使人們關注某個事件，通常是政治事件。禁食與節食也不相同，節食的目的是減肥和促

進身體健康。正常的禁食方式只是禁止進食，並不會禁止食水。正常的禁食方式只是禁食一天，不會長時間禁

食。 
 

 (1) （舊約的）律法和先知原本對禁食的教導。 
閱讀利十六：29-34；二十三：26-32（主前 1446 年）；民二十九：7（主前 1407 年），以及賽五十八：6-12
（主前 740-680 年）。 
探索和討論。禁食的原意是什麼？禁食的時間持續多長？ 
 

有兩個希伯來文要分辨清楚，這一點十分重要。希伯來文“inna nephesh”的意思是讓一個人在靈裏謙卑下

來、使一個人的靈魂感到沉重、使一個人的靈魂感到困苦，或使一個人的靈魂變得貧乏，克制自己得到某些東

西。希伯來文“tsom”的意思是禁食或禁止進食。 
 

在舊約時代，律法規定以色列人（主前 1446-1407 年）在一年裏只需要一天的時間讓人在靈裏謙卑下來！這一

日就是贖罪日（七月十日）。這日要守為安息日，是一個完全安息的日子，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必須禁戒任何

被理解為日常生活的行動。在贖罪日，以色列人被命令要謙卑下來，讓自己更加意識到自己遠遠沒有達到神的

要求！贖罪日是一個自我省察的日子，是一個自卑、認罪和贖罪的日子。這一日是刻苦己心的日子。雖然有明

確規定禁止人在那一天做任何工作，但並沒有明確規定禁止人進食。禁止進食是其中一種刻苦己心和自卑的方

法，但肯定不是主要的方法！ 
 

先知以賽亞（主前 740-680 年）（神的話語）教導我們，禁戒一切邪惡和冷酷無情的事，是刻苦己心和自卑的

方法。神所揀選的禁食，是要人自卑和刻苦己心，不作不義的事，而是要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奴役的軛，

將飄流的人（尋求庇護的人）接到家中，給赤身的人衣服遮體。他必須除掉指摘人和發惡言的事，把食物分給

饑餓的人，也要使困苦的人得滿足（賽五十八：6-12）。 
 

 (2) 聖經中的歷史書對禁食行為的歷史發展的描述。 
閱讀賽五十八：3，5 和詩三十五：13（主前 1000-400 年）。 
探索和討論。禁食的意義和持續的時間是如何在以色列的歷史中改變的，縱使這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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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的意義逐漸改變。漸漸地，一個人內在的自卑或刻苦己心，變成了外在的禁止進食（禁食）。在靈裏的自

卑，變成了在身體上的禁食。在詩篇和以賽亞書中，這兩個字是密切相關的。可是，原本意指“使一個人在靈

裏自卑或刻苦己心”的用詞（希伯來文：inna nephesh）漸漸變成了“禁食”（身體上的禁止進食）（希伯來

文：tsom）的同義詞。 
 

最後，在列王時代的中期（主前 740-680 年），這兩個字是一併使用的（賽五十八：3，5）。在詩三十五：

13，“禁食”甚至是刻苦己心的途徑。因此，雖然起初“使一個人在靈裏自卑或刻苦己心”的表達方式，是在

一個安息的日子裏進行內在的自我省察，在神面前表明內在的自卑，在心裏承認自己的罪，並且為自己的罪獻

上贖罪祭，現在卻變成了以外在的方式表達出來，在一天裏禁止自己過舒適的生活和得到生活所需，換句話

說，透過一天的禁食表達出來！外在的禁止進食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對東方人來說，禁食與災難和死亡相關。因此，他們習慣在哀悼的時候（撒上三十一：13；撒下三：35），以

及在全國悔罪的日子（士二十：26；撒上七：6；斯四：16）禁食。禁止進食成為了刻苦己心的途徑，而不是

自我省察、自卑、認罪和贖罪。 
 

禁食的日子增多。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禁食的日子在以色列開始增多。 
• 在列王時代的初期（約主前 931 年），有只是從日出到日落的禁食一天（撒下一：12），也有持續七天的

禁食（撒上三十一：11-13）。 
• 在列王時代的末期（主前 586 年之前），有持續四十天的超自然、完全的禁食（王上十九：8）。 
• 在但以理的時期，有持續三星期的不完全禁食（但十：3）。 
• 在被擄時期結束的時候（主前 520 - 518 年），有五月和七月禁食的日子（亞七：3-5），很快變成了在每年

的四月、五月、七月和十月禁食（亞八：19）！ 
• 最後，到了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的時候，法利賽人每星期禁食兩次（路十八：12）。 

 

除了神在利十六：29-34 中吩咐祂的舊約子民要在靈裏自卑（這也許包括禁食）的規定之外，所有其他的禁

食，都純粹是人所定的制度，並不是神所規定的！這些禁食是“古人的遺傳”的一部分（參看可七：1-13）！ 
 

 (3) 聖經中的禁食的目的。 
探索和討論。禁食在聖經的歷史中有什麼目的？ 
雖然聖經中有描述“禁食”，意指禁止進食，但它肯定不是教導這是給神的子民的要求，或許除了贖罪日以

外。所有這些“禁食”都純粹是人所定的制度，並不是神所規定的。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它們變成了以色列文

化的一部分，但這種文化不可與神國的文化混淆。 
 

我們可以效法耶穌和教會領袖禁食的榜樣，但總不可要求其他基督徒或整個教會都這樣做。 
 

禁食是一種表示謙卑的文化表達方式。閱讀尼九：1-3 中的歷史描述（約主前 400 年）。禁食是一種表示謙卑

的文化表達方式，人們在禁食期間為自己的罪感到憂傷，並且承認自己的罪。禁食的時候通常會身穿麻衣，頭

蒙灰塵。以色列人在禁食的時候承認自己的罪，也承認他們列祖的惡行。 
 

禁食是一種表示哀悼的文化表達方式。閱讀撒下一：11-12 和代下二十：2-4 中的歷史描述。禁食是一種表示哀

悼的文化表達方式，人們在禁食期間為自己的損失感到悲傷，或表達自己對將要面對的威脅感到恐懼。他們撕

裂衣服，有時也會哀哭。大衛王和跟隨他的人為掃羅王和許多以色列軍死亡而哀傷。約沙法王宣告全國禁食，

希望能避免戰爭的威脅。 
 

為了使注意力集中而禁食。閱讀太四：2、徒十三：2-3 和徒十四：23 中的歷史描述。人們為了使注意力集中

而禁食，使他們更專注於一個重要的宗教行動或事件，並且更敏銳地與聖靈交通。這通常與禱告或為了特殊的

目的與神相會有關。比較一下出三十四：2，28 和申九：9，18 中摩西的禁食，以及王上十九：8 中以利亞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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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禁食的第一個目的，是為了專心為父神指派

祂作的工做好準備。祂禁食的第二個目的，是為了在祂承擔艱巨而崇高的任務之前，以學徒的身分接受試探的

試驗。 
 

教會的領袖（長老）為差派宣教士和委任長老的事而禁食。這也許表明基督徒在禁食期間對聖靈的交通特別敏

銳。 
 
然而，要注意一點，所有這些例子都是歷史描述，記述基督徒在歷史上曾經做過的事。他們不是被命令或被教

導去禁食的！太六：16-18 說：“你們禁食的時候”，而不是“你們必須禁食”！因此，如果基督徒認為禁食

有助他們在禱告中與神相會、尋求神的旨意，或為神所指派的工作做好準備，他們可以自願禁食。然而，基督

徒不可教導人禁食是神對基督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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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也記載了出於錯誤目的而禁食的行為。閱讀王上二十一：9、亞七：3-5 和賽五十八：1-12 中的歷史描述。

聖經也記載了出於錯誤目的而禁食的行為，例如為了殺害無辜的人，或為了在神面前假裝謙卑。撒迦利亞責備

以色列人是為自己禁食，而不是為耶和華禁食。雖然耶和華沒有要求以色列人禁食，但以色列人禁食，卻不是

為耶和華而禁食。在以賽亞書中，主所要求的那種正確的禁食，並不是禁止進食，而是禁戒不義、欺壓和發惡

言的事！ 
 

 (4) 真正合乎聖經教導的禁食，並不是禁止進食，而是禁戒邪惡的事。 
閱讀賽五十八：3-13；亞七：4-10。 
探索和討論。當以色列人開始強調禁食是禁止進食之後，神要求以色列人要禁戒惡事！ 
 

筆記。在賽五十八：3-12，神教導祂的百姓，什麼才是正確、蒙神喜悅的禁食。 
 

不蒙神喜悅的禁食（賽五十八：3-5）。以色列人說：“我們禁食（希伯來文動詞：tsam），你為何不看見

呢？我們刻苦己心（希伯來文：inna nephesh），你為何不理會呢？”神回答說：“看哪，你們禁食（希伯來

名詞：tsom）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為你們作苦工。你們禁食，卻互相爭競，以凶惡的拳頭打人。你們今日

禁食，不得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上。這樣禁食（希伯來文：tsom）豈是我所揀選、使人刻苦己心（希伯來文：

inna nephesh）的日子嗎？豈是叫人垂頭像葦子，用麻布和爐灰鋪在他以下嗎？你這可稱為禁食（希伯來文：

tsom）、為耶和華所悅納的日子嗎？”神說祂對祂的子民以色列人禁食的傳統習俗不以為然！ 
 

蒙神喜悅的禁食（賽五十八：6-12）。神說：“我所揀選的禁食（希伯來文：tsom）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解

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

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因此，神教導我們，真正合乎聖經教導的禁食，

一方面是與邪惡（不義）的事斷絕，另一方面是把食物和衣服分給世上有需要的人！ 
 

神應許當祂的子民這樣“禁食”（希伯來文：tsom）的時候，換句話說，從刻苦己心、禁戒惡事、把食物和衣

服分給有需要的人這意義上禁食，而不只是禁止進食，祂必應允他們的禱告，賜福給他們。祂說：“這樣，你

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裏。” 
 

一如既往，神重申祂認為真正合乎聖經教導的禁食：不是禁止進食，而是停止自己生命中的罪惡，把自己所擁

有的分給窮困和受欺壓的人，盡力幫助他們。神說：“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的

事，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 
 

關於真正合乎聖經教導的禁食，神所賜的福遠遠大於一個人所作的犧牲。神應許：“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

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

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 
 

總結。真正合乎聖經教導的禁食所強調的不是禁止進食，而是禁戒罪惡和不義，把自己所擁有的分給世上窮困

和受欺壓的人。根據以賽亞書第五十八章和撒迦利亞書第七章的記載，神所要求的禁食，不是字面上的禁食，

而是愛神和愛鄰舍！ 
 

 (5) 自願的禁食應當低調地進行。 
閱讀太六：16-18。 
探索和討論。基督徒應當如何禁食，在什麼時候禁食呢？ 
 

筆記。在新約，耶穌基督在太六：16-18 這樣教導說：“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着

愁容；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禁

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耶穌

指出禁食是一種表示謙卑的表達方式。祂責備法利賽人的行為招搖，他們的臉蒙上灰塵，想所有人都注意到他

們的虔誠。耶穌沒有吩咐祂的門徒禁食；祂也沒有禁止他們禁食。如果他們想要禁食，他們可以禁食，但他們

應當盡量低調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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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救恩之樂與哀慟和禁食並不協調。 
探索和討論。關於“新郎”（耶穌基督）的離開和同在，聖經有何教導？這與禁食的問題有何關聯呢？ 
 

筆記。耶穌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

他們就要禁食。” 
 

耶穌所指的是什麼時候呢？有些人認為祂所指的是，祂升天與第二次降臨之間的時期（因此是整個新約時

期），有些人則認為祂所指的是，祂受死與祂復活之後臨到他們，以及祂藉着聖靈澆灌臨到他們之間的時期。

第二個解釋是正確的！ 
 

耶穌基督時刻都同在。閱讀太十八：20；二十五：1；二十八：20；啟十九：7；二十一：9；弗一：22-23；弗

三：16-17。 
 

有些人根據太二十五：1，以及啟十九：7 和二十一：9 的記載而作出這樣的教導，他們認為新郎（耶穌基督）

直到祂第二次降臨的時候都離開了！因此，他們教導人，基督要求基督徒在整個新約時期都要禁食，直到祂第

二次降臨的時候為止。 
 

這個說法並不正確。首先，耶穌基督沒有命令、教導或要求他們必須禁食，而是說他們就要禁食了。其次，耶

穌基督在整個新約時期都沒有離開教會，因為教會是祂的身體。此外，祂在整個新約時期也沒有離開每一個基

督徒的生命，因為祂應許祂在這個時期必藉着祂的聖靈常與他們同在，也要在他們裏面（太二十八：20；約十

四：17-18；羅八：9-10，35，38-39；林後三：16-17；加二：20；來 13:22-23）！ 
 

耶穌基督暫時離開。在但以理的時期，有持續三星期的不完全禁食（但十：3）。閱讀賽五十三：7-9；約十

六：16-22；啟二十一：9-10；來十二：22-23。 
 

耶穌基督在什麼時候離開跟隨祂的人呢？在賽五十三：8，同一句話譯作“他被奪去”，這句話用來預言耶穌

基督將會受難、死在十字架上。祂“被欺壓、被牽到宰殺之地、從活人之地被剪除。” 
 

耶穌說：“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譯按：《新漢語譯本》譯作“但日子將到，人要把新郎從他們中

間帶走”），祂藉着這句話預先預言自己將會受難、死在十字架上。對祂的門徒來說，那時就是哀慟的時候

了。到了那時候，禁食就是他們表達悲傷的恰當方式。 
 

然而，這哀慟和禁食的日子不會持久。在約十六：16-22，耶穌親自說：“等不多時（那個星期四晚上到下個

星期五早上），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星期五早上到星期日早上），你們還要見我。”然後，祂向他

們解釋祂的意思。“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 
 

在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祂親自向祂的門徒解釋，祂即將被邪惡的猶太人和外邦政權，以及他們

的支持者棄絕。祂說祂將要被定死罪，祂將要受死，暫時離開他們。根據約十六：20 的記載，在這段時間，

祂的門徒將要痛哭、哀號；此外，根據太九：15 的記載，在這段時間，他們將要禁食。因此，耶穌基督教導

我們，基督徒要在一段很短的時間（三天的一部分），也就是當祂在墳墓裏的時候，哀慟和禁食！ 
 

在祂從死裏復活之後，門徒都充滿喜樂（路二十四：41），在祂升天、在天上登基作王之後，他們都大大的歡
喜（路二十四：52）。在聖靈（也就是耶穌基督的靈）澆灌之後（羅八：9-10），耶穌基督確實在靈裏與祂在

世界各地的跟隨者同在，也在他們裏面！這個事實使他們的憂愁變為喜樂（約十六：20），這喜樂沒有人能夠

奪去，也沒有人會奪去（約十六：22）！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喜樂（加五：22）。 
 

這應驗了祂在約十四：16-19 所說的話：“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

你們裏面。我（耶穌）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

見我。” 
 

隨着耶穌基督的復活、升天和聖靈的澆灌，新約教會誕生了。教會是耶穌基督的“新婦”（啟二十一：9-10；
來十二：22-23）。在太二十八：20，耶穌應許，而且在啟一：12-18 中的異象也象徵，耶穌基督每天都與祂的

新婦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7) 舊約中禁食的規定已經廢除了。 
閱讀西二：14；弗二：15；來七：12。 
教導。禮儀律法包括割禮、獻祭、什一奉獻、沐浴、以及有關潔淨的食物和禁食的規條。 
 

耶穌基督藉着祂在十字架上受死和復活（主後 30 年）： 
• 成全了律法（太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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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了律法（來七：12） 
• 撤去了（廢除、刪除）禮儀律法的規條（西二：14） 
• 拆毀了中間隔斷和敵對的牆，這堵牆包括禮儀律法及其誡命和規條，而且把它永遠從基督教會中廢除了

（弗二：15）！ 
 

正如獻牲畜為祭、什一奉獻、為男孩施行割禮、齋戒沐浴、吃潔淨的食物，都不再是對基督徒的要求；同樣，

在贖罪日禁食以表明在靈裏自卑，也不再是對基督徒的宗教要求了！正如割禮和獻祭一樣，禁食總不可重新引

進基督教會，使之成為一種宗教義務！ 
 

 (8) 總結。以下是有關禁食的重要經文： 
賽五十八：6-12 強調神所揀選的禁食。禁食不是禁止進食，而是禁戒不義、欺壓和發惡言的事！ 
亞八：19 預言舊約時代的哀慟和禁食將會被新約時代的喜樂所取代。 
太九：10-17 強調，真正得救和真正常與耶穌基督同在所帶來的喜樂，與禁食的哀慟並不協調！ 
太十七：21（“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就像太六：13 下（“因為國度、權

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和可十六：8-20 一樣，是新約聖經較後期的抄本加添的，原本的福

音書並沒有這部分。 
太五：17；西二：14；弗二：15 和來七：12 明確地教導我們，禮儀律法，包括禁食，已經成全了，因此，也

取消和廢除了！ 
太六：16-18 教導我們，基督徒若願意，可以隨意禁食，但他們不可把禁食變成給其他基督徒的宗教義務。 
 
 

6. 總結這個比喻的主要教訓。 
 

討論。這個有關在神國裏禁食的比喻的主要教導或教訓是什麼？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知道什麼或相信什麼，祂

教導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或要做什麼？ 
筆記。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耶穌基督在祂第一次降臨的時候所引進的新秩序，與由法利賽人在被擄巴比倫之

後所引進的人為傳統和制度所組成的舊秩序並不協調。舊秩序包括古人（拉比）的遺傳，它是以人所制定的宗

教行為如哀慟和禁食表達出來的。新秩序已經取代了舊秩序，新秩序包括救恩、醫治、拯救、復興、人的改變

和更新，它是以救恩之樂的形式表達出來的。 
 

神不喜悅人為的哀慟和禁食傳統。新秩序自基督第一次降臨開始，然後以下各方面便成為了現實：“神與我們

同在”（以馬內利，太一：23），“基督在你們裏面”（加二：20；西一：27），以及“聖靈住在你們裏面，

永遠與你們同在”（約七：38-39；十四：16-17；弗二：22）。那麼，耶穌基督也永遠同在！“我（基督）就

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20）！在五旬節後，每個基督徒都因為得着真正的喜樂而意識

到這個新的現實。神喜悅基督徒得着救恩之樂，也喜悅祂的子民以嶄新的方式敬拜和事奉祂，也就是當他們與

有需要的人分享自己的生命和財物的時候。 
 

所有律法主義式和毫無喜樂的禁食，以及法利賽人一成不變的傳統主義的其他方面，都必須被耶穌基督所帶來

的救恩取代。基督徒可以私下為了良好的理由而禁食，但不可重新引進禁食（或古人任何其他一成不變的傳

統），使它成為對基督徒或教會的要求。哀慟和禁食並不是神國的特徵，神國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

喜樂（羅十四：17-18）。 
 

救恩的新酒（內容），以及救恩所帶來的一切福樂，必須倒進新皮袋（形式）裏，就是存着感恩的心、自由和

自發地為神的榮耀而事奉！ 
 

5 
禱告（8 分鐘）                                                      ［回應］ 

以禱告回應神的話語 
 

在小組中輪流作簡短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 2016 “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11       第 27 課：新郎、修補的衣服和裝酒的皮袋 9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建立教會，並且傳揚神的國。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新郎”、“修補的衣服”和“裝酒的皮袋”。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詩篇第一四一、一四三、一四五、一四六篇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4) 神是無所不知的：來四：13。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羅七：14-25。 
    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記下筆記。 
6.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7. 更新你關於傳揚神的國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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