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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3/18/2018 

 
神國度的新特質-02 

義的實踐和生命新樣式 
The Practice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 Newness of Life  

 
馬太福音 Matthew 9:14-17 

唐興 
A. 前言： 

福音與生活的實踐。福⾳與⽣活是不可分的。 我們的思想，⾏為，與⼈之間的關係︔我

們⽣活和事奉的態度和⾏為細節，都與我們對福⾳的認識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些⽣活和

事奉的細節就是：義的實踐。耶穌在登山寶訓對⾨徒說： 「你們的義必須勝過⽂⼠法利

賽⼈的義，否則斷不能進入天國」。義的實踐是今天經⽂的主題。今天經⽂所說的『禁

食』是義的實踐的代表例⼦，說明新舊約時期的不同。 

 

問題：基督徒信主以後，⾏事為⼈的準則是什麼︖我們因信稱義的⽣活樣式的準則是什

麼︖舊約的律法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完全不理會，還是按照我們⾃⼰的解釋去實踐︖ 

 
B. 結構： 

今天的經⽂分為三個部分：⾸先是 14 節，約翰的⾨徒的問禁食的問題。第 15 節，耶穌⽤

⼀個比喻回答他們。第 16-17 節，耶穌再⽤兩個比喻來說明耶穌和其⾨徒對禁食的遵⾏。 

 

⾸先，我們注意到：耶穌對施洗約翰⾨徒的回答和說明都是正⾯的，沒有負⾯的責備。第

⼆，耶穌是在說明祂和⾨徒其實是在遵⾏舊約禁食的誡命，沒有違法舊約的誡命。第三，

耶穌的說明給舊約禁食的誡命帶來了更豐滿的解釋。 不但解釋了禁食的真正意思，更藉

著禁食的問題，啟⽰了義的實踐在新的時代的特質。 

 
C. 中心思想：基督教導啟示新生命樣式在新約時期義的實踐。 

 

癱⼦得醫治，耶穌呼召⾺太，都講到基督賜與⼈新的⽣命。癱⼦起來並且拿著褥⼦回家︔

⾺太撇下所有的起來跟從耶穌（可 5:28）都暗⽰著基督所賜的新⽣命的新樣式：順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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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 （羅 8:4︔加 6:8︔弗 4:20-24︔西 3:9-10）。在耶穌帶來的新的救贖階段的敬虔，這個

新⽣命，對舊的世代對「義」的實踐帶來正⾯的衝擊。  

 
D. 經文解釋： 

1-禁食的問題：新舊特質的衝突- 義的實踐 14 那時，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我們

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甚麼呢？」 

 

1a-事件本身。這是⼀個不同的場景。主角是耶穌和施洗約翰的⾨徒。他們來問耶穌和⾨

徒不禁食的原因。前⾯ 第 3 節是「耶穌赦免癱⼦的罪」對⽂⼠的衝擊，第 11 節是「耶穌

呼召罪⼈」對法利賽⼈的衝擊，第 14 節，今天的經⽂是「禁食」的問題對施洗約翰的⾨

徒的衝擊。耶穌藉著三個舊世代的代表⼈⼼裡產⽣的問題，教導和啟⽰神國度的特質。 
 

1b-經文意思。禁食是當時猶太⼈對律法的義在⽣活中的實踐。他們感到困惑的原因在

於：⼀個有權柄⼤有能⼒的律法教師，卻不遵守神國度的律法。耶穌所帶來的天國，其百

姓對義的實踐，與當時以⾊列國百姓/猶太⼈對義的實踐完全不同。這是他們問「禁食」

問題的根源。 
 

禁食的意義。我們不知道施洗約翰對禁食的教導是什麼。他們似乎也承襲了法利賽⼈⼀

週禁食兩次的要求。⾺太告訴我們耶穌中曠野與魔鬼撒旦爭戰禁食了 40 天。但是，祂和

⾨徒卻沒有遵⾏⼀週禁食兩次的律法。顯然耶穌所教導的義的實踐，在滿⾜律法的要求上

與當時以⾊列⼈的理解是不同，因此對他們產⽣了衝擊。 

 

1c-福音原則。神國福⾳對律法的衝擊有兩⽅⾯：1）對律法的解釋的衝擊︔2）對義的實

踐的衝擊。律法的原則是⼈按照⾃⼰的⾏為去滿⾜律法的要求。福⾳的原則是：17 「莫想

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因此，耶穌⾸先就⽤⼀個比喻來說明祂對舊約禁食這個誡命的解釋： 

 

2-耶穌的教導：耶穌對義的教導- 實踐階段 15 耶穌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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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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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事件本身。主耶穌⽤新郎和陪伴新郎的⼈的習俗來解釋聖經祂和祂的⾨徒不禁食的原

因 。禁食是表⽰哀慟的。當時的婚宴通常長達數天之久，是⼀段快樂的時候，所以不需

要⽤禁食來表⽰哀慟。 耶穌把⾃⼰比喻為新郎（22:2-13︔25:1-12 ），把⾨徒比喻為陪伴

之⼈。陪伴之⼈，原⽂是在新郎房間內的⼈(the sons of the bridal chamber)。 
 

2b-經文意思。 要了解耶穌的解釋，⾸先要知道舊約的禁食的意思。以及禁食與基督有什

麼關係︖ 

 

1) 禁食與贖罪日。利未記 16:29 「每逢七月初十日，你們要刻苦己心，無論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甚麼工都不可做；這要作你們永遠的定例。30 因在這日要為

你們贖罪，使你們潔淨。你們要在耶和華面前得以潔淨，脫盡一切的罪愆。31 這日你們

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刻苦己心；這為永遠的定例。（刻苦己心= [ םֶ֗כיֵתֹֽׁשְפַנ־תֶא ּוּ֣נַעְּת ] 

(humiliate your soul)[ ταπεινώσατε τὰς ψυχὰς ὑμῶν] (humble yourselves)禁食[]（參

考：利 23:27-32） 

 

這是舊約中「禁食」的規定。「刻苦己心」希伯來原⽂是[ הָנָע ]（ana）⽽沒有⽤ [ ם9צ ] 

(zom)（出現 21 次，第⼀次在⼠師記 20:26）。ESV 翻譯為：afflict yourself，使⾃⼰受

苦。解經學者都認為這是指包括禱告、穿麻衣（詩 35:13，講到⼤衛替他的仇敵的病禱

告，穿麻衣，禁食，刻苦⼰⼼）。  在「贖罪⽇」的時候，⼤祭司亞倫要先為⾃⼰和本家

獻祭贖罪， 然後為以⾊列百姓獻贖罪祭（兩隻公山⽺為贖罪祭，⼀隻拈鬮歸與耶和華，

⼀隻拈鬮歸給阿撒瀉勒，⼀隻公綿⽺為燔祭︔），把公山⽺的⾎彈七次在施恩座上。因

此，舊約的禁食是⼀年⼀次，⽤敬拜禮儀來表⽰象徵內⼼的認罪悔改。並且教導百姓那⼀

位要來的彌賽亞之赦罪的⼯作。  
 

2) 禁食與國度爭戰。在以⾊列被擄之前的舊約歷史中，禁食幾乎都與神國度的爭戰有

關。士師記 20:26，以⾊列國度內戰時期，攻打兄弟便雅憫⼈，第⼀仗打輸了，他們就到

神⾯前哭號，「當⽇禁食到晚上，又在耶和華⾯前獻燔祭和平安祭。」結果神把他們的弟

兄便雅憫交在他們⼿中。撒母耳記上 7:6，撒母⽿帶領以⾊列⼈悔改認罪，禁食禱告耶和

華，求神救他們脫離非利⼠⼈的⼿，因為非利⼠⼈起來攻擊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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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食的演變。禁食在以⾊列的歷史中漸漸演變為⼀種外在的宗教活動。從⼩先知書中

我們發現以⾊列⼈在被擄歸回後，增加了禁食的⽇⼦，在 4 ⽉（耶路撒冷在西底家 11 年

4 ⽉初被攻破，耶 39:2），5 ⽉（587BC，耶路撒冷被燒毀，王下 25:8），7 ⽉（猶⼤省長

基⼤利盃殺，以⾊列⼈逃到埃及，耶 41：1-2，王下 25:25︔ ），和 10 ⽉（⼗⽉贖罪⽇的

禁食因為聖殿被毀，所以在被擄時期沒有施⾏，有的解經學者認為七⽉可能是指贖罪

⽇）。 

 

4）亞 8:19-23 的預言。18 萬軍之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19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四

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變為猶大家歡喜快樂的日子和歡樂的節

期；所以你們要喜愛誠實與和平。」20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有列國的人和多

城的居民來到。21 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說：『我們要快去懇求耶和華的恩，尋求萬軍

之耶和華；我也要去。』22 必有列邦的人和強國的民來到耶路撒冷尋求萬軍之耶和華，

懇求耶和華的恩。23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族*中出

來，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上帝與你們同在

了。』」這是神應許以⾊列的歸回，也預表終極的歸回：指向新約時期道成⾁身的基督與

祂的百姓同在的應許，把禁食的⽇⼦變為歡喜快樂的⽇⼦。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說：「新郎

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的原因。舊約的以賽亞書和何西阿書稱

耶和華為新郎（賽 62:5︔何 2:19-20）。「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

要禁食。」是指耶穌在⼗字架上獻祭的⽇⼦。因為那是舊約贖罪⽇所預表的，⼤祭司為百

姓獻祭贖罪，百姓禁食悔改認罪的⽇⼦，所以要禁食。 

 

5）耶穌的教導。耶穌⽤禁食教導祂是那⼀位與祂的百姓同在的耶和華。耶穌是在教導祂

的⼯作已經進入了最後的階段，祂是那⼀位要進入天上的會幕，為了祂百姓的罪，在贖罪

⽇把⾃⼰當做活祭⼀次永遠獻上的⼤祭司。 當基督在⼗字架上完成了獻祭的⼯作，復活

升天之後，神的國度進入了新的階段，神的百姓盼望基督再來，帶來國度終極完成。神百

姓仍然需要藉著禁食禱告，專注「刻苦⼰身」地⾯對國度的爭戰和屬靈的爭戰。義的實踐

是具有階段性的，在舊約律法之下的實踐，和新約聖靈時期的實踐有不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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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福音原則。耶穌藉著禁食教導和啟⽰：因為祂的到來把神的國度帶到了⼀個新的階

段。在這個新的階段中，義的實踐與以前不同。福⾳的本質和⼯作是相同的，但是在解釋

和實踐有不同的地⽅。舊約和新約都有同樣的福⾳（來 4:2︔羅 1:2︔加 3:8）。 

這因為耶穌的⼯作已經進入了⼀個新的階段，因此在⽣活和事奉上帶來了全新不同模式的

實踐。 
 

3-耶穌的教導：天國新特質啟示- 生命新樣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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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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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事件本身。 耶穌⽤兩個比喻說明新和舊的國度⽣活特質的不相容性。第⼀個比喻是

「新布」和「舊衣服」之間的不相容。第⼆個比喻是「新酒」和「舊⽪袋」之間的不相

容。 
 

3b-經文意思。耶穌在這裡不是負⾯性的指責「舊的」，⽽是正⾯性的教導「新的」與

「舊的」兩者之間無法匹配的原因。這是⼀個非常簡單容易懂的當時的⽇常⽣活常識。 

 

新布和新酒的比喻。「新布」是指布沒有經過「縮⽔」的過程，當這樣的布被補在舊的

洗過多次的舊衣服上的時候，新的布⼀但碰到⽔，其裡⾯的⼒量就會把舊衣服弄破了（織

布時候加諸纖維的張⼒在受熱乾燥的過程中被釋放出來）。「舊衣服」無法承受「新布」

的⼒量，反⽽會把舊衣服弄破。 

 

「新酒」是指經過第⼀階段「發酵」（fermentation）的葡萄酒，通常是放在⼤⽊桶中

的，等到沈澱物被過濾掉，然後才被移到缸或⽪袋中去完成發酵的過程。新酒的的發酵是

葡萄汁中的有機物質分解的過程。葡萄汁中的酵母和糖相互作⽤產⽣⼄醇和⼆氧化碳。新

酒內在產⽣的動能和⼒量會把「舊⽪袋」弄裂開。舊⽪袋的纖維經過常時間，失去原來的

彈性，使得⽪⼦變得乾燥脆弱，無法承受新酒所產⽣的動能⼒量。 

 

⽤禁食作為教導，是因為禁食是從舊約到新約具延續性的⽣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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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和新酒。新布和新酒有⼀個共同的地⽅：它們都具有⼀種⼤的內在的⼒量和動能。

新酒會把舊⽪袋撐破︔新布會把舊衣服撕裂。  

 

新布和新酒不是指福⾳，也不是指新的⽣命 

新布和新酒是指耶穌帶來的新救贖階段的天國。祂是在講天國的特質，從義的實踐的教導 

1）基督把神的國度帶入了新的階段：舊約的應驗時期 

2）基督對律法所帶來更豐滿的解釋：婚宴之時的同在。 

施洗約翰講到耶穌的時候說：娶新婦的就是新郎（約 3:29） 

3）耶穌在⼗字架上完成了救贖之⼯：終極贖罪⽇將到 

4）神國度在基督升天成就神的國度：新郎離開與再來(太 5:4) 

 

在新救贖階段中神的國度（新酒和新布）所帶來的⼒量和動能，遠遠超過在舊約時期律法

之下的神的國度所能承受的。 

1）新救贖階段中神的國度是舊約以⾊列國度的實體應驗，從婚宴開始，從基督成為⾁身

開始，⼀直到基督升天之後，基督與新婦⼀同再來。在這個階段中神的國度的⼒量和動

能， 

2）從耶穌對律法更豐盛完全的解釋， 

3）基督在⼗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贖⼯作，神賜下無限量的聖靈。 

4）升天的基督在內住的聖靈的運⾏下， 

 

9:17-Nolland 新的不需要受到舊的限制，只有這樣新的才被接納，舊的不變的價值才得以

保存。 

1）基督對律法所帶來更豐滿的解釋。 祂對神國度的律法所帶來的豐滿的解釋，這樣的解

釋 

 

在新的階段裡，新⽣命以⼀種對神的國度，神的律法的成就的全新認識，藉著聖靈帶來的

⼼意更新變化，本性的轉變所帶來的能⼒，按照登山寶訓的教導把天國的義實踐在⽣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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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新布和新酒是指這些呢︖ 

 

律法和國度更豐滿完全的解釋。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對律法提出了豐滿完全的解釋。祂不

但說明了律法的標準不僅在於外在的⾏為，更重要的是發⾃於內⼼的， 

 
耶穌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贖工作。 
無限量聖靈所進行的救贖工作。 

 

1）Peter Lange: 第⼀個比喻對施洗約翰的⾨徒來說，基督教只是舊約（摩西之約）的⼀種

歸正，好像是把⼀塊新布，補在破了洞的舊衣服上。第⼆個比喻，特別對耶穌的⾨徒說

的。這裡的主要是在講基督教（從以⾊列的葡萄樹果⼦⽣出的新酒），舊約的神權政體

theocracy 來說是次要的。兩種情況的結果是相同的。 

 

2）加爾⽂：那些⼈認為舊衣服是比喻為法利賽⼈，新酒和新布比喻為福⾳的教義，他們

的⽴場是不可能成⽴的…這裡的說明是指，所有的⼈不需要被強迫的，毫無區分的以同樣

的⽅式⽣活，因為天然的個性是不同的，我們應該要對軟弱的讓步，使得他們不會被暴⼒

折損，或被重⼤的負擔壓垮。 

 

3）RT France: 天國的新酒=新的教會結構 

裝酒的⽪袋明⽩地回答了新的和舊的之間的不相容性：新酒必須裝在新⽪袋裡。這些比喻

沒有為我們做解碼，我們只能猜測，在天國的新酒的適當背景下，耶穌或⾺太所想的是什

麼新的宗教結構 new religious structure。在這樣的說法的理解下，也許⾺太和他的讀者會

感到驚奇，當基督教的運動，起初在聖殿和猶太會堂中敬拜，快速地發展出它⾃⼰的「教

會」結構，不僅是因為拉比的制度所產⽣的敵對，更因為兩種模式被證明最後是無法相容

的。現代的讀者也許會觀察到，原則並沒有因為早期的分離⽽被消滅，⽽是教會的歷史從

那時候開始就把舊的⽪袋撐破了，因此需要新的器⽫來承裝新酒。 

4）Ulrich Luz: 
 
Thus by the context in which he has placed this very open double parable Matthew has 
indicated a direction for understanding it without precisely restricting it to a single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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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The church’s interpretation also has repeatedly found new ways to make concrete 
this open and “shimmering閃亮的經文 text.  

馬吉安Marcion（110-160） understands the text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gospel舊約和福音之間的關係,12  
the Gospel of Thomas (logion 47), the impossibility of serving two masters. 
奧古斯丁 Augustine interprets it to refer to the fleshly senses and the new person肉體本性的

意識和新人,  

第二世紀神學家俄立根 Origen to law and grace 律法和恩典, 
 Chromatius to the church and the perfidy of the “old” synagogue,  

路德 Luther to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law and of faith律法的義和信心的

義.13 
 
Ulrich Luz, Matthew: A Commentary, ed. Helmut Koester, Hermeneia—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2001), 38. 
 

5）John Nolland: 當以⾊列⼈耐⼼的等候神的拯救的時候，哀慟也許是⼀個適當的標記

（太 5:4）， 時間已經從那個等候的時刻移動到（婚宴）應驗的時刻，歡慶才是適當的⼼

情。這裡的語⾔與舊約中神和祂的⼦民之間的婚宴有明顯的關聯， 婚宴是⼀種表達神為

了祂百姓良善的⽬的應驗的喜樂。 

離開，被帶⾛[ἀπαίρω]，是指⼀種特殊的移除，因為在婚慶末了只有客⼈⽽非夫婦⼆⼈被

留下… 

9:16 這裡可能有玄外之⾳，⾔外之意，指⼀種新的情況嶄新地到來，與⼀種已經存在已久

的舊的情況的對比。 

新舊的保存： 

 

6）Donald Hagner, WBC-如果禁食義的結構（實踐）上已經失去了其固定的位置，因為⼀

種新的實像，藉著耶穌的職事已經來到，那麼對整個傳統的實踐 practice，就可以畫上⼀

個問號，甚至摩西五經中的命令。如何，在實際上，耶穌的同在和祂的信息所呈現的新樣

式，能與傳統的⾏為模式結合呢︖ 
If fasting has lost its fixed place in the fabric of righteousness because of a new reality 
now present in and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Jesus, then a question mark can be raised 
over the whole body of inherited practice 整個傳統的實踐, and even that stipula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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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h. How, in fact, is the newness represented by the presence and message of Jesus 
to be combined with previous conventional modes of conduct? 
 Donald A. Hagner, Matthew 1–13, vol. 33A,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244. 
 

耶穌⽤了兩個比喻作為回答，⽣動地說明了新的絕對不能加放在舊的架構上⾯，或裝在舊

的架構裡⾯。 

  

第⼀個比喻（16 節） 
The first analogy (v 16) makes the point by noting the foolishness of putting a new patch 
of unshrunk cloth upon an old garment. When the new patch becomes wet, it will 
naturally shrink and thus tear the garment, doing more damage than that which was 
originally repaired.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allegorize the details of this analogy, but the 
main symbolism is clear: the new and the old are not mutually compatible. τὸ πλήρωμα 
αὐτοῦ, lit. “its fullness,” refers to the patch as a kind of supplement or complement (see 
BAGD, s.v. 1b; Steinhauser: “the ‘fill’ of the unshrunk cloth that is the material and the 
thread with which the unshrunk cloth is sewn to the old cloth” [313]). 
lit. literally 
BAGD W. Baue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ET, ed. W. F. Arndt and F. W. Gingrich; 2d ed. rev. F. W. Gingrich and F. W. Dank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s.v. sub verbo, under the word 
 Donald A. Hagner, Matthew 1–13, vol. 33A,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244. 
 

第⼆個比喻（17 節） 

 The second analogy (v 17) is parallel and makes the same point. οἶνον νέον, “new 
wine,” is grape juice in an early stage of fermentation (perhaps the illustration was 
prompted by the Feast of New Wine; cf. Brooke). This would require that the skin bags 
that hold it be more pliable than old skins (cf. Job 32:19). If ἀσκοὺς παλαιούς, “old skins,” 
are used, three things are sure to happen: (a) the skins will tear, (b) the wine will pour 
out, and (c) the skins will be ruined (ἀπόλλυνται, lit. “destroyed”). Everything will be lost, 
both the wine and the skins. On the other hand, new wine is to be put into ἀσκοὺς 
καινούς, “new skins,” and when that happens, Matthew now uniquely points out, 
ἀμφότεροι συντηροῦνται, “both are preserved.” It is not unwarranted allegorizing to draw 
out the following symbolism, which is inherent in the passage. 
lit. literally 
 Donald A. Hagner, Matthew 1–13, vol. 33A,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244. 



 10 

 

新酒是福⾳的新樣式（參：約 2:1-11），在耶穌身上被實現︔舊⽪袋是已經設⽴制定的⾏

為模式，作為摩西五經的義的模範。前者的動能太⼤，無法被限制裝在傳統的順從的架構

中。把⼆者放在⼀起，很可能是⾺太的猶太基督徒讀者想要做的。但是福⾳的新實相卻要

求「新⽪袋」，就是：⼀種新的⾏為模式，是根據耶穌針對摩西五經的意義和含義真實的

解釋所做的道德教導的新⾏為模式。在這裡，⾺太特別的觀點和關注（和保守主義，與⾺

可比較）變得明顯了：「兩者都保存了」，就是，新酒：國度的實際，和新⽪袋（不是舊

⽪袋）：對律法信⼼的順服，這種律法的順服是按照耶穌的解釋。對⾺太⽽⾔，福⾳和律

法在教會中被結合在⼀起，但是對律法的解釋，永遠完全是耶穌權柄的教導。 

 
The new wine is the newness of the gospel (cf. John 2:1–11), personified in Jesus; the 
old wine skins are the established patterns of conduct regarded as exemplifying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Torah. The former is too dynamic to be cont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obedience. The proposal to combine the two may well have been a 
temptation to Matthew’s Jewish-Christian readers. But the new reality of the gospel 
requires instead “new skins,” i.e., new patterns of conduct based on the ethical teaching 
of Jesus as the true exposition of the meaning and intent of the Torah. Here Matthew’s 
special interests and viewpoint (and conservatism too, compared to Mark) become 
obvious: “both are preserved,” that is, the new wine of the reality of the kingdom and the 
new skins (not the old skins!) of faithful obedience to the law, but as expounded by 
Jesus. For Matthew, gospel and law (not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contra Fenton, A. 
Kee) are held together in the Church, but the standard of interpretation of and 
obedience to the latter is always solely the authoritative teaching of Jesus. 
 Donald A. Hagner, Matthew 1–13, vol. 33A,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244. 
 
These illustrations show that the new situation introduced by Jesus could not simply be 
patched onto old Judaism or poured into the old wineskins of Judaism. New forms 
would have to accompany the kingdom Jesus was now inaugurating; to try to 
domesticate him and incorporate him into the matrix of established Jewish religion 
would only succeed in ruining both Judaism and Jesus’ teaching 
 D. A. Carson, “Matthew,”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Matthew, Mark, Luke, ed. 
Frank E. Gaebelein, vol. 8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4), 227. 
 

7）C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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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描述說明：耶穌所帶來的新的情況，不能直接的補在舊地猶太教上，或是裝進猶太教

的舊⽪袋裡。新的模式必須與耶穌所啟動的國度相匹配︔企圖把它引進併入已經制定的猶

太宗教，只會把猶太教和耶穌的教導都破壞了。 
These illustrations show that the new situation introduced by Jesus could not simply be 
patched onto old Judaism or poured into the old wineskins of Judaism. New forms 
would have to accompany the kingdom Jesus was now inaugurating; to try to 
domesticate him and incorporate him into the matrix of established Jewish religion 
would only succeed in ruining both Judaism and Jesus’ teaching 
 D. A. Carson, “Matthew,”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Matthew, Mark, Luke, ed. 
Frank E. Gaebelein, vol. 8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4), 227. 
 

耶穌帶來的新樣式，不能被減低或限制在猶太⼈的敬虔傳統中。彌賽亞新郎已經來到。這

些比喻對當時猶太宗教領導⼈⼠所理解的整個猶太宗教結構帶來不可 避免和激烈的意

義。學者們了解到第⼀卷福⾳書，反應出當時保留了舊形式的敬虔的猶太基督徒團體，不

僅只是誤解了 5:17-20 節，更是沒有正確的衡量這段經⽂的重要。 

 
…The newness Jesus brings cannot be reduced to or contained by traditions of Jewish 
piety. The messianic bridegroom has come. These parables bring unavoidable and 
rad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Jewish religion as its leaders then 
conceived it. Scholars who understand the first Gospel to reflect a Jewish Christian 
community that preserves all the old forms of piety not only misinterpret 5:17–20 but do 
not adequately weigh this pericope. 
 D. A. Carson, “Matthew,”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Matthew, Mark, Luke, ed. 
Frank E. Gaebelein, vol. 8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4), 228. 
 
 
8）Michael Wilkins, NIVAC 

耶穌⽤這些觀點說明屬靈的成長和傳統的實踐，祂⽤了兩個⽇常⽣活的例⼦來說明，今天

已經成為諺語了。祂來不只是要修補猶太⼈傳統的實踐。相反地，祂來是提出⼀種全新的

轉向神的⽅式。耶穌的國度⽣活是⼀個全新的衣服，和全新的酒，必須與傳統的實踐相

稱。 

（1）耶穌⽤衣服做例⼦。…耶穌來不是要補救古⽼的宗教傳統，祂提出⼀個新的衣服。

祂沒有特別說明這衣服是什麼，但是如果 5:20 是進入國度的關鍵說明，並且與婚宴的比

喻（22:11-13）中所說的婚姻必需穿的禮服連結的話，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結論：耶穌是指

天國的義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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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著，耶穌⽤了⼀個裝酒的⽪袋的普通例⼦。…換句話說，耶穌來到不是要把新⽣

命放到舊的傳統猶太系統中。對國度的新⽣命⽽⾔，它們是不⾜夠的。相反地，祂的國度

需要⼀種新的樣式，新的實踐必須與做耶穌的⾨徒的新⽣命相容合匹配。這樣並沒有取代

或是廢掉舊約，因為耶穌是來成全的（5:17）︔相反地，祂表⽰做耶穌的⾨徒取代了僵化

的律法主義固守著猶太教傳統的實踐。 

 
9) Gordon Wenham, NBC 

The reply to the question about fasting (which Jesus did not disapprove of in itself; 
6:16–18) shows the same change of perspective. The formal regulations of the old 
religion must give way to the joy of the new. The patch and the new wine are images of 
a powerful, effervescent冒泡的歡騰的 new relationship with God which bursts out of the 
dried-up confines of formal religion. 
 Richard T. France, “Matthew,” in New Bible Commentary: 21st Century Edition, ed. D. A. 
Carson et al., 4th ed. (Leicester, Englan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4), 916. 
  
10）Matthew-Henry 

1. 這不是一個禁食的適當時候（15 節）：1）耶穌的⾨徒是新郎屋內的同伴，被邀請參

加婚宴，法利賽⼈卻不是…受律法的綑綁 2）耶穌的⾨徒有新郎陪伴，施洗約翰的⾨徒沒

有︔他們的⽼師被關在監牢中…耶穌⽤婚宴的比喻是因為施洗約翰⽤了這樣的比喻，約

3:29…3) 同伴是歡樂還是哀慟取決於他們是否有新郎的同在。…4) 每⼀個責任都需要在適

當的時候執⾏：傳 7:14︔雅 5:13. 

 

2. 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承受那責任。這是⽤兩個比喻來說明的。…基督的⾨徒無法承受

那些嚴厲的實踐，與約翰翰法利賽⼈⼀樣的嚴厲實踐… 
 

「新生命」是按照⽣命聖靈的新樣式，⽽不是按照儀/ ⽂字句的舊樣（羅 7:6）。⾸先，

新的⽣命樣式是聖靈的⼯作：聖靈透過基督活潑有功效的話餵養澆灌這個新的⽣命。當這

個新⽣命，漸漸的在真理上長⼤，漸漸了解基督和基督的⼯作的時候，就產⽣了⼀種新的

情況 。新的⽣命會從內⼼的轉變⽽發出的對神律法的喜愛，並且極⼒要去遵⾏ 。登山寶

訓描述了天國⼦民⽣命的特質（八福），以及如何把天國的義實踐在⽣活中（基督對律法

的 6 個解釋，和對敬虔⽣活的 4 個要求）（羅⾺書從教義的角度說明了天國的義如何藉著

信⼼，靠著聖靈，與基督的死和復活聯合，活出新⽣命的樣式，並且使義成就在神百姓身

上）（3-5 章-的稱義和 6-8 章的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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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和新約的異同。（羅 2:28-29）「28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

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29 惟有裏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聖

靈，不在乎儀文。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上帝來的。」保羅在這裡是在解釋

為什麼以⾊列⼈無法遵⾏律法。祂⽤割禮說遵守明外在的宗教禮儀，不⼀定具有內在的聖

靈的出於神的⼯作。「⼼裡的割禮」的是講到聖靈⼯作下所產⽣的⽣命本性的轉變（聖

靈），「外在的割禮」是講到獨⽴⾃主的宗教⾏為（儀⽂）。這是新舊約不變的原則。 
 

相同處。在舊約時期恩典之約和福⾳的施⾏與新約時期在本質（substance）上是相同的：

都是聖靈的⼯作（在乎聖靈）：亞伯拉罕的因信稱義，與新約基督徒的信⼼稱義在本質上

是相同的（羅⾺書，加拉太書）。亞伯拉罕的成聖，與新約基督徒的成聖也是相同的（希

伯來書，雅各書）——所有的在恩典之約下的百姓都具有新的⽣命都是「單單藉著信⼼，

單單靠著恩典，單單在基督裡」（by faith alone, through grace alone, in Christ alone）開

始，並且持續長⼤，藉著聖靈內在的⼯作，在對基督的認識上不斷增長（舊約是藉著預

表、應許、獻祭、），產⽣在本性上不斷轉變，⼀直到進入榮耀裡⾒主⾯。 

 

不同處。在舊約時期神國度的特質被包裹侷限在以⾊列國家民族有限的範圍內（神的百

姓限於以⾊列⼈）︔國度的範圍侷限在巴勒斯坦地⽅。恩典的施⾏被包裹侷限在外在的，

暫時的，屬物質的元素之內（會幕，聖殿，敬拜禮儀，獻祭系統，君王祭司先知職分..等

等）。對律法的解釋還處在孩童時期，等候耶穌帶來更豐盛的解釋。這是舊的世代，舊約

時期恩典之約的施⾏的限制。這是舊衣服和舊⽪袋所象徵的意思。 
 

「舊衣服和舊⽪袋」不光是象徵「對猶太⼈」⽽⾔的屬以⾊列地上國度的那些，預表和

暫時性的元素。「對外邦⼈」⽽⾔，對我們⽽⾔，「舊衣服和舊⽪袋」象徵了所有⽂化

宗教哲學所教導的粗淺的道德原則。這些粗淺的做⼈道理，不知道什麼是聖靈的⼯作，不

知道什麼是「⼼裡的割禮」，保羅在歌羅西書（3:23）說這些「世上的⼩學」只是⾃表謙

卑，苦待⼰身，其實在克制⾁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因為，這些都不是聖靈的⼯作，⽽

是⼈獨⽴⾃主，⾃已為是的義。（忍耐卻不認識⾃⼰本性，退⼀步海闊天空卻逃避否定⾃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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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福音原則。當基督道成⾁身的時候，就把舊約時期，屬地的，暫時性的，預表性的，

屬以⾊列國家民族的神的國度，帶到⼀個屬天的，永恆的，實體的，屬萬國萬民的新階

段。這是⼀個聖靈的階段，真理的聖靈引導神的百姓在敬拜中領受真理，在⽣活中引導神

的百姓，在各⼈不同的遭遇中，學習按照登山寶訓的教導，學習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在

因信稱義的地位上，在不定罪的基礎上，靠著聖靈勝過本性的罪，使律法的義成全在神百

姓身上。這就是主耶穌所教導的「新布和新酒」所象徵的天國新特質，和新⽣命的樣式。

「義的實踐」是⼀種⽣活事奉上，從⼼志到⾏為上的操練。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