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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7 日 

主日講台信息 

「福」  

／康來昌牧師 

經文：馬太福音第五章 11-12 節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 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

逼迫他們。」 

 

有福與有禍 

  弟兄姊妹平安。耶穌講了八（或九）福，這講法其實舊約已經有了，我們

比較熟悉的是詩篇第一篇，怎麼樣人是有福的，他們有什麼樣的狀況，他們會得

到什麼，「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

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這跟耶穌說的，「人若因我怎樣怎樣，

你們就有福了」。有福的人，舊約就有講。 

而如果講「有福」，聖經新約、舊約、耶穌也有講「有禍」。詩篇第一篇講完

人有福以後就說，「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粃被風吹散」。耶穌也有講「有禍」，

有八福，有七禍，在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穌說的，「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

利賽人有禍了！」有福、有禍，怎麼樣才能有福，怎麼樣才會有禍呢？ 

 

亞里斯多德提出幸福三條件 

這一點我們華人或亞里斯多德，不管東西方非基督教的想法，跟我們有很大

一樣，和不一樣的地方。譬如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倫理學裡講有福的人生，他用的

希臘字是 Eudaimonia，就是快樂、幸福的人生。 

什麼是幸福、什麼是快樂？亞里斯多德提出三個條件。第一個，外在的環境

是好的。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風調雨順的環境中，這是有福的。如果我們生活在

一個災難、飢荒的時候，好像路得記裡所經歷到的，或任何一個時候有飢荒、災

難、戰爭，就很難說那樣的人是有福的。外在的環境必須是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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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亞里斯多德說，如果希望過一個有福快樂的生活，你的身體需要有

相當程度的健康，你的身體狀況是好的。我們也會說一個人如果有長期疾病、病

痛干擾的話，很難說他是一個有福的。 

第三個，亞里斯多德說，最重要人能夠幸福快樂的是他的心靈（或靈魂、或

心）裡面是充滿了美德 virtue，這樣的人是幸福的。 

這三個都是不可以少的，外在的環境要理想，身體要健康，靈魂要豐富、充

滿了美德。「美德」希臘文是 arête，有很多的美德在裡面。 

而我們基督教講的是什麼？我們怎麼樣才能幸福快樂？第一個，外在的環境

要好，這個也對，我們要在神的國裡，在天國裡面是一個環境非常好的地方。這

地方黃金街、碧玉城，像伊甸園一樣。但現在不夠理想，現在我們的空污很嚴重，

很多地方有戰爭、有恐怖份子，我們所活的地方外在的環境不是很理想。不過這

可以克服，如果我們後面兩個有。 

第二，身體健康。但我們的身體也不一定健康，很多人身體並不健康。還有

第三，亞里斯多德說最重要的，我們心靈、靈魂裡有很多美德。如果一個人他心

靈健康美好，這是幸福的。總之，你要在一個好的地方，要有好條件滿足了，你

才能成為那個地方的人。 

誰能進台大？優秀的、聰明的。誰能進史丹佛？父母很有錢的（我是指最近

這件事情，當然是開玩笑的）。你要到一個好的地方。我不知道信友堂算不算好

的地方，你要作信友堂的會友，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門檻，要很優秀、很屬靈、

很愛主？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進到任何一個好的地方，你要條件夠好。進台大、

進史丹佛、進好的俱樂部，通常就是你的會費要很高，非有百萬以上的不可以進

去。如果照這樣看，你要到最好的地方，就是天國、神的國，你要最優秀，要有

最豐富的屬靈的生命。但，是嗎？ 

 

耶穌說的「福」 

1.虛心的人有福了 

耶穌講的剛好相反，耶穌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天國

是靈裡貧窮的人的。「虛心」這個字原來是靈裡貧窮，或者說承認自己靈裡貧窮

的人。他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神國是他們的。以後的每一個福都跟這

個類似。 



 

3 

神國、天國、將來的天堂，是很美好的地方，但神國、天國並不是將來而已，

現在我們就能夠經歷得到。現在我們所經歷的，我下面所講的是傳統的講法，不

過現在很多教會人士、神學家很不喜歡這樣講。但雖然不喜歡，我還是要講，因

為我覺得這是聖經講的。 

我覺得聖經告訴我們，在今天，在主耶穌再來之前，我們能夠享受、經歷到

神國、天國的祝福，基本上是心靈的，也就是說比較不是物質上面的。有，但那

不是最重要的。神國在今天，在主耶穌再來之前，這美好的地方是看不到、摸不

到的，基本上不是物質的。路加福音 17：21，神國看不見，「神國就在你們心裡，

或就在你們中間」。 

人間的國度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就是吃喝。而保羅說，羅馬書 14：17，「神

的國不在乎吃喝，」各位信友堂的各大團契，以後你們的聚餐可以考慮一下，神

的國不在乎吃喝。不過當然也不是全沒有。「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

樂」公義、和平、聖靈的喜樂。這種喜樂，這種公義、和平的狀況，來自承認自

己靈裡的貧窮。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聖經裡不斷的講的。 

我們信友堂（或任何一個教會）要讓人認識主、成為會友，有什麼門檻、條

件嗎？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穌講，有一個非常好的人，他的狀況很好，特別是他很

多的美德，他感謝上帝，「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我是很豐富的，我是靈裡豐富的人。另外一個人

在聖殿裡禱告，是稅吏，他「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啊，開恩可憐

我這個罪人！」耶穌說：「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 

耶穌為什麼要這樣講？祂就說，「這個人比那個人義」，「這個稅吏其實比那

法利賽人更義」就好了，我們都懂。祂為什麼要說「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

沒回家就不算義嗎？為什麼要講回家去？ 

我想這裡有一個意思，一個人能夠被上帝稱義，是要將來才清楚看得見，將

來我們回到天家，我們會清楚看見，但現在在地上，神已經肯定那些承認自己靈

裡貧窮的人。這是在基督教裡，在教會生活裡一直需要不斷有的態度。我們不僅

在進入神的國需要謙卑下來，需要承認我是乞丐，需要承認我一切的美善、一切

的義都像破舊的衣服，不堪上帝律法的考究，我們需要承認。 

而且，我們在神國裡要繼續討主的喜悅、要繼續成長、要繼續有各樣聖靈的

果子，要繼續成為一個越來越討神和人喜歡的人，我們要繼續很矛盾但很真實的

多結果子，在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在各

種個性上面我們能夠越來越豐富，能夠越來越體貼、越來越勇敢、越來越聖潔，

但是，也真實的越來越謙卑。因為我知道我所有的良善來自上帝的恩典，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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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良善。我們不能夠自大，不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願神祝福大家，願神讓我們的身體、家庭、所在環境都越來越好，願神讓我

們的個性、脾氣、美德越來越豐富，但是願我們的神讓我們越來越誠實的看見，

（也就是被主光照），看到我是一個罪人。 

我想保羅是很好的例子，保羅在早期時說的話（都是聖靈帶領他），他說：「我

一點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這是真的，然後後來說：「我比最小的還要更小」。

到他晚年時他寫的是，「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他、我們每個人盼望都越來越聖

潔、善良、可愛，神和人的喜悅都增加，但是我們誠實的越來越看到我的良善都

是從神而來，而且從神而來的，我還是遠遠的虧欠太多，所以我們繼續的自卑、

繼續的降為卑。不是假客氣，是真實的謙卑。 

2.哀慟的人有福了 

第二個福氣跟第一個類似，（每個福氣其實都類似），第二個福氣是第 4 節，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你在一個好的俱樂部、學校、國家、社區，你是一個有福的人，應該是笑口

常開的，應該是喜樂的。這一點我們也不否認，聖經很多地方講我們要喜樂，我

們應當喜樂。但是這裡講哀慟的人有福。為什麼哀慟的人有福了？哀慟的人跟剛

才一樣，就是他會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不是說我們一天到晚定

自己的罪，而是說我們不狂傲、不自大。 

我們也求主幫助，若是我們因著種種的艱難。弟兄姊妹，我們每個人都有，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為我們的家庭生活、工作、為我們沒有辦法解決的困難，每天

需要面對但很難面對的事、艱難，我們會哀慟。這哀慟如果叫我們多去倚靠上帝，

多求告主，那就有福了。 

是，哀慟的人有福了，但是跟靈裡貧窮的人有福類似，就是你在神面前承認，

你也去尋求神的幫助。如果你只是覺得我很痛苦，卻不去求神的幫助，那個不好。

如果你只是覺得自己很爛，而不去尋求神的幫助，這個不好。但這是我在傳福音

中一直碰到的很大困難，就是人怎麼樣都很難想像上帝愛我們這罪人。 

我傳福音給中國大陸的朋友，因為他們很多人很渴慕。但連最好的、很渴慕

的也常常會講，「唉呀，不行啊，我沒有資格到上帝面前禱告，我還是非常愛打

麻將，我還有這樣、那樣的困難，我不行。你比較屬靈，你為我禱告就好了。我

不屬靈，我禱告還惹上帝的怒氣。我不會禱告」。各位，我們可以把這話就加在

這裡，不會禱告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神的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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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會禱告的人有福了？就是你承認你拙口笨舌，你不是在那裡寫一個

禱告詞讓人述說。總之，一個人肯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狀況並不理想，需要神的

拯救和幫助，甚至為自己的錯誤難過、哀慟，而且是到神的面前，他們必得安慰。 

大衛在犯了淫亂和謀殺罪以後，不知道有多長的時間，他照樣上聖殿、照樣

去敬拜，照樣處理國事，但我相信他心中是憂急、傷痛、害怕，是不敢面對的，

他怕。 

就跟你我一樣，有些事，我是不敢跟任何人講，也絕對不敢讓你們知道的。

當然你也有一些事是不敢讓我知道的，我們都有。但我們知道神都曉得，如果聖

靈光照我們，我們願意雖然羞愧但坦然無懼的到主面前：「我得罪耶和華了」。 

當拿單把神的話講出來責備大衛以後，大衛沒有再掩飾，也沒有再強ㄐ
ㄧ
ㄤ

ˋ嘴，

他說：「我得罪耶和華了」。他寫了詩篇五十一篇，我們很喜歡的大衛懺悔的詩，

裡面有一句話，「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你要我獻上燔祭嗎，我就

獻上，但你不要燔祭。各位，我們這裡屬靈的基督徒和慕道的朋友，行為不好的，

或行為好的，你不要想說我把我最好的獻給上帝祂會喜悅，是你把你最爛的獻給

上帝祂會喜悅。 

就如同你碰到一個非常好的醫生，你在手術房裡，那最好的醫生要幫你開

刀，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醫生啊，這房間好冷，我幫你加一件外衣吧」，「醫

生啊，你會不會口渴，我幫你倒杯水吧」，你是一個病人在手術台上，你對醫生

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乖乖讓他開刀。你到一個最好的餐廳去吃飯，你能做到最壞

的事就是到廚房去跟大師傅講，「我來幫你調一下味道，我來幫你倒一點水，我

來幫你加一點什麼東西」，他會說：「你給我出去」。你對一個好餐廳的好師傅，

你能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為你做的菜吃得乾乾淨淨的。你不要幫那有米其

林幾星的師傅做事，那是越做越壞。我們當然有要服事神的地方，但總記得一件

事，你是一個餓了肚子的人，有人給你最好吃的飯，你不要想去把這飯再怎麼改

善，你就吃吧。你是病入膏肓，只有這個醫生能醫你的，你就不要想幫這個醫生

怎麼省力吧，你就讓他來動刀吧。 

我們不管多優秀了，多成熟了，始終要有這個態度，「我需要袮，我並不好，

我如果有好，也是袮的恩典，而我所有的好，像以賽亞書講的，「我們的義都像

破舊污穢的衣服」，是不夠的。在憂傷的人身上，不一定他會有福，我說了，他

的憂傷、哀慟必須是帶到主面前的，必須是相信主會醫治的。 

路得，我想有一段時間應該是一個憂傷的人。究竟她是一個死了丈夫的人，

究竟她是一個背井離鄉，跟著一個也是窮寡婦的婆婆到以色列地，一個對她是不

友善的地方。那地方的人對於路得這血統的人是拒絕的。路得這個摩押女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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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孫永遠都不能進聖殿，因為摩押人的血統不好，是亂倫生的。摩押人的歷史

不好，是曾經敵擋過以色列的。她在這個地方是底層的底層。她是寡婦、是乞丐。

寡婦、乞丐去人的禾田裡拾取麥穗，就好像耶穌說的，狗吃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

兒。路得去撿那些碎渣子，恐怕還是在撿的人裡面是最低級的人，摩押女子。 

可是那天田地的主人波阿斯來了，田地的主人安慰她，路得就說了，路得記

2：13，路得說：「我主啊，願在你眼前蒙恩。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

用慈愛的話安慰我的心」，哀慟的人有福了。哀慟使我們投向上帝，哀慟使聖靈

安慰的工作臨到我們。 

我每次想到安慰，真正能夠得安慰，我就想到聖靈的工作，我就想到保惠師

的工作。我們的主，我們的聖靈是 comforter，安慰者。祂能夠有效的讓絕望的

人有盼望，讓憂傷的人有喜樂，求聖靈來安慰我們，我們哀慟，但我們知道即使

在哀慟中是有福的，因為聖靈保惠師安慰我們。 

3.溫柔的人有福了 

第三個福氣在第 5 節，「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我說所有

的祝福，基本上是屬靈的，這裡更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承受地土、得到土地、得

到房地產。 

誰能得土地，誰能得房地產？亞歷山大大帝和川普。你必須是一個很優秀、

很聰明、知道怎麼買賣的人，才能得到土地，你必須是一個能東征西討的人，才

能得到土地。溫柔的人怎麼會得到土地？ 

這個土地顯然不是在講我們一般講的土地。這個土地是指著神的國。不是亞

歷山大或川普能夠得到天國，再偉大的人在神的面前都算不得什麼，是溫柔的

人。也不是他懦弱就得到土地，他對神是溫柔的，神的話臨到他，要求他，怎麼

對他，他都喜悅。就像馬利亞。 

我們不拜馬利亞。今天早上我跟康師母聽到佳音電台主持的節目裡有播放一

首馬利亞的歌，古典經典的聖母頌。我聽了就說宗教感情真是很奇怪的事，這些

歌，不管是誰寫的，都好好聽，但我們非常清楚不可以這樣來尊敬馬利亞，我們

知道她是一個人。 

不過我們也要承認一件事，因為聖經是這樣講的，馬利亞真是一個有福的

人。她說：「萬代要稱我有福」。為什麼？因為當她聽到天使對她講的話說「你會

懷孕，你會生一個兒子，是至高者的兒子，是要把大衛的國度給他的人」。但馬

利亞是一個還沒有結婚的人，是一個許配給別人的人，如果主的這個要求在她身

上實現，她會被她老公休掉，她會被父母趕出去，她會被信友堂開除會籍，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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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會拒絕，她會失去她的婚姻，甚至可能失去她的生命。我不知道這個女孩子

怎麼有這樣的福氣，她聽到上帝的要求，沒有說你去找別人，不要找我這個，你

沒有給我什麼好處，卻跟我有這麼多要求的人。沒有。這個女孩子聽到上帝這樣

的要求，她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即便這個成就會

要我的命，會毀了我的婚姻，會毀了我的人生。 

我們不拜馬利亞，但她的柔和的確是叫人羨慕。願神在你我的身上說什麼，

我們就聽，我們就順服，我們就柔和的順服。 

這柔和的順服有另外一個人，就是很剛勇的、不怕死的、不怕流血的羅馬的

百夫長，他甚至還不是猶太人。他派人請耶穌去醫治他的僕人，耶穌說：「我去」。

他聽到就跟耶穌講，「你來我家我不敢當，我相信你說一句話就會好」。耶穌吃驚，

怎麼有這樣有信心的人。 

聖經上還有一個非常對神很溫柔的人，對神不強ㄐ
ㄧ
ㄤ

ˋ的人，就是以撒。不像那

無知的騾馬，非要用嚼環、轡頭才能勒住他。我自己也常常想我是像無知的騾馬，

不鞭打就不肯聽。其實保羅有一段時間可能也是這樣，耶穌碰到他時說，「你用

腳踢刺是難的」。這話的意思就是說你像一匹烈馬，很難馴服，一定要受這麼多

的苦嗎？我也常常問自己，一定要受這麼多苦嗎？一定要這麼頑固嗎？一定要這

麼強ㄐ
ㄧ
ㄤ

ˋ嗎？為什麼對神不能柔和一點像馬利亞一樣、像以撒一樣？ 

亞伯拉罕獻以撒，這件事太偉大、太豐富，也太需要解釋了，向來我們的重

點都放在亞伯拉罕身上去解釋，可是以撒的溫柔也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在創世記

22：9，非常簡單又非常生動的描述這件事，「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

拉罕在那裡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亞伯拉罕就伸

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我讀這件事，大概四五十秒鐘就讀完了，而當時的時間有多長？要築一個壇

是不是需要半小時，然後把柴擺好，需要兩三分鐘。這個時候應該以撒都在幫忙，

雖然以撒在之前已經問過：「我們這次獻祭，什麼都帶了，但最重要的羊沒有帶，

羊在哪裡？」亞伯拉罕沒有說，「就是你」，他說，「神會預備」。現在到了這個地

方，開始築壇、擺柴，羊呢？聖經講得很簡單，「捆綁他的兒子以撒」，他怎麼把

自己的兒子綑綁起來？不但是綑綁，我們中文說「放在壇的柴上」。我不知道這

個老人怎麼把自己的兒子抱起來放在壇的柴上，這裡都沒有寫，我們只能去想

像。是不是亞伯拉罕到了那地方，說，「你看那邊有一隻鳥」，趁機一下把他打昏，

就綁起來放上去？ 

整個的事情你應該看得到以撒在幫忙，整個的事情如果不是以撒的溫柔，亞

伯拉罕是不可能辦得到的。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現在爸爸拿著大刀，趕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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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暑、頭昏了？我如果拿刀砍我兒子，兒子不走，我也會很生氣的。怎麼不

走呢？ 

我們不是說要作傻瓜，我們說以撒有驚人的信心，如同亞伯拉罕一樣。亞伯

拉罕知道這個兒子是上帝給的，要收回也是可以收回的。甚至希伯來書告訴我

們，亞伯拉罕想神能叫他從死裡復活。以撒呢？神對他有什麼樣的話，使這個孩

子這麼柔和，被綑綁、放在柴上，伸手拿刀要殺他？ 

我覺得我們的主耶穌是最柔和的，因為以賽亞書 53：7，「他被欺壓，在受

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

也是這樣不開口」。耶穌是那個沉默的羔羊，跟耶穌很像的在聖經裡第二隻或第

一隻就是以撒，怎麼會有這麼聽話的孩子我不知道。我們也求主幫助，我不能多

解釋了。亞伯拉罕獻以撒也好，以撒的順服也好，是因為他們對神的順服、柔和。 

我們在生活中可千萬不要做這種蠢事，只有神才能夠有這樣的命令，我們也

是順從神，我們也不要糊裡糊塗的做其他不理智的事，但我們的確需要求神幫

助，讓我們對主是柔和的。不要去想生活中神會要你獻上兒子或這類的事，生活

中神沒有要我們獻上兒子真的殺他，但生活中我們隨時需要學習對神有一個柔軟

的心。對神柔軟並不是懦弱，很多時候是非常剛強勇敢的。大衛也是，對於歌利

亞非常的兇狠，對於神很柔和，願我們是溫柔的人，我們對神溫柔，神為我們預

備豐富的筵席。 

4.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第四個福氣是飢渴慕義的人。注意，是飢渴，然後是慕義。渴的人、餓的人

有福了。渴的人、餓的人怎麼會有福？吃飽的人、喝足的人才有福，渴的、餓的

人怎麼會有福？就跟前面講的一樣，哀慟怎麼會有福，靈裡貧窮怎麼會有福。靈

裡貧窮、哀慟、渴、餓有福，是因為這逼著你到上帝那裡去。 

也是求主幫助我們，我相信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是飢渴慕義的，因為我覺得

這是人的天性，小孩子、大人、對於社會上或自己或別人發生了不公平的事，我

們都會生氣；看到不公不義的事，看到有人明明的說謊，明明的欺負別人，我們

會很生氣。小時候看到有人罷凌、欺負別人，我們不太敢做什麼事，但我們會生

氣。因為每個人都有正義感，所以我想我們每個人看到新聞或聽到一些明明顛倒

是非的事會生氣。飢渴慕義，我們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這是有

福的，他們必得飽足。飢渴慕義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利，但飢渴慕義的人一定會得

到義。 

耶穌講的這話，跟祂在馬太福音 7：7 講的很像，那裡說，「你們祈求，就

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你有需要，向神求，神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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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路加福音 13：25 也說，「你們站在外面叩門，說：主啊，給我們開門！

他就回答說：我不認識你們，不曉得你們是哪裡來的！那時，你們要說：我們在

你面前吃過喝過，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曉得

你們是哪裡來的。你們這一切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為什麼？為什麼你到耶穌那裡敲祂的們，祂說我不認識你？為什麼那十個童

女裡有五個去買油，晚一點到，敲門，新郎說我不認識你？明明認識。「我來過

信友堂好多次，每一次福音餐會都參加，康牧師講道我也在，我也知道」，耶穌

說我不認識你。因為你是飢渴慕義嗎？你敲的、求的是上帝要給你的恩典和義

嗎？你說，「不是，我來到教會實在是滴水穿石，是因為我太太天天唸，我那朋

友天天打電話邀我。我像那不義的官，他天天纏磨我，我才來。我不是慕道，我

不是渴慕。沒關係，都差不多」。 

你來教會的目的不一定是信耶穌，十之八九都不是，來聽聽音樂或交流交

流，你沒有帶著飢渴慕義，慕上帝的義而來。但如果你在聽道和接觸的過程中，

或快或慢（希望快一點）你覺得我需要認識這位上帝，你覺得我希望在這個上帝

面前被祂稱義。如果我們帶著不良或混雜的動機來到神面前敲門，但越敲越覺得

我要的就是上帝，那你有福了。 

耶穌說，審判的時候，南方女王要定這個世代的罪，因為她從地極，不遠千

里而來要聽所羅門智慧的話。其實你看列王紀上第十章，南方女王來耶路撒冷是

來踢館的。她原來不是要聽所羅門智慧的話，或者她是要找所羅門的毛病。然後

她來了，她慢慢被改變了：「所羅門真的好富裕」，她好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

「這排場實在是太棒、太驚人了」。 

各位，我們信友堂沒有什麼東西叫你覺得這麼驚人。你去梵諦岡的 Sistine 

Chapel 或聖彼得大教堂，你可能會覺得很驚人。也許有些教堂、寺廟，蓋得比

凡爾賽宮還要好，我覺得不是不可能。你在教會裡不一定看到這些，但是教會裡

面如果我們忠於上帝，我們有最寶貝的。 

南方女王踢館而來，看到那些金銀裝飾，詫異得神不守舍，她跟所羅門講的

是「你的臣子在這裡，每天吃山珍海味，有福啊」嗎？沒有。「你的臣子在這裡

每天看到這麼大排場，有福啊」？沒有，她不是這樣講的，雖然這些讓她非常印

象深刻。她說，「你的臣子在這裡聽你智慧的話，有福啊」。這叫飢渴慕義的人。 

雖然我們原來的動機不好，但被神調整、校正，我們不再飢渴慕利（雖然慕

利也不是壞事），而是飢渴慕義、飢渴慕神。  

5.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10 

第五個福氣是憐恤人，在第 7 節，「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

憐恤」，這個我也簡單的講過去。我們不是做了好事得到好報，我們不是好

人有好報，我們是白白的先得到好報，再做好事，我們是蒙了恩典能夠行善，

不是行善換取恩典。但的確聖經提醒我們，我們蒙了恩典要繼續恩待、憐恤

人。憐恤人的人會蒙憐恤，憐恤人的人也是罪人，需要繼續蒙神的赦免。 

6.清心的人有福了 

第六個是在第 8 節，「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看見神有什麼

福氣？看見神有什麼了不起？看見，我講過多次，在聖經裡面，看見不只是看見，

看見有進入、得到、融合的意思。人若不重生，不能見神的國；人若不重生，不

能進神的國；人若不重生，不能得神的國；人若不重生，不能成為神國的一分子。

「看見」是有更多結合的意思。我們看見神，我們跟神結合，這是聖經要表達的。 

但就光講「看見」我們也能懂，看見上帝，耶穌曾跟門徒講過，「我會向愛

我的人顯現」。門徒問，「為什麼向我們顯現，不向世人顯現」？他的意思大概是，

「你如果向世人顯現，他們就會信了」。我們現在傳福音不是都會碰到這個困難，

「你把耶穌拿給我看看，你顯給我看」？耶穌說，「我不顯給他們看，我只把自

己顯給愛我的人看」。說得粗一點，各位弟兄姊妹，你的身體不是給別人看的，

你的身體只給愛你的人看。那清心、單單要親近上帝、單單要得到上帝的人，神

就把自己顯給他看。清心的人就是對神單純的人，就是單單要得到主的人。 

摩西就是。摩西好像想要看到、進到、得到迦南地，想要成為那地方的一分

子，但在出埃及記三十三章看到他最盼望的其實是想要看到神、得到神。願我們

也有這樣的盼望。 

7.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第七個福氣是第 9 節，「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

子」。這個我也不多講，雖然很重要。我們是使人和睦的人，我們被稱為神

的兒女，因為我們經驗過這種跟神和好的美好。我們原來恨惡神、忘記神、

不理神，當我們聽到了福音、被聖靈光照，知道神多麼愛我們，知道神多麼

希望我們跟祂聯合、結合，我們經歷赦免的恩典、經歷被丈夫愛的恩典，我

們經歷原來我們是一個妓女，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我們的丈夫就是我們的上

帝仍然愛我們。我們經歷了跟祂和好生活中的幸福，我們也把這道理跟別人

傳揚。 

8.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最後，第 10 節，「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11 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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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為什麼「逼迫」是福氣？「逼迫」不是福氣，我們希望沒有一個人受逼迫。

但是逼迫和貧窮、和災難都一樣有一個好處，如果聖靈幫助你，讓你在受難、受

逼迫的時候會到神那裡去，你就有福了。任何事，讓我們多親近神，就有福了。

「逼迫」讓我們對上帝信仰更純真。我不是因為那些好處才信袮，我因為袮是真

實而信袮。 

我再舉一個曾經舉過很多次的例子。一個大官、富翁的女兒，爸爸有錢、有

勢力的不得了，很多人追她，都很誠懇。假定你是那女兒，太多人追了，你的痛

苦、煩惱就是，「哪一個是真的愛我？是愛我，還是愛我爸爸的權勢財富？是要

藉著我得到升官發財的機會，還是真的愛我」？我們希望別人愛我，不管你是不

是大官的女兒，我們希望有人真實的愛我。我爸爸很有錢很有權是好事，但我希

望你愛的是我。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連上帝也是這樣。 

你跟上帝結婚，你信靠上帝，有各樣的祝福，這是真的。但在我們離世見主

之前，神不斷的調整我們，我們甚至不是為了這些祝福來信上帝的，我們信上帝

就是因為祂是真的，祂是愛我們的。 

你說：「我不懂」，再回到我剛才講的例子。你是有錢有權人的女兒，很多人

追你，你想要知道哪一個是真的愛你，不是愛你爸爸的錢。怎麼知道？你爸爸有

一天垮了，破產了，沒有錢了，還對你好的，那是真正愛你的人。「人若因我辱

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還是要信你是屬神的人。」逼迫

不是好事，但逼迫使我們的信仰更純正。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禱告： 

    天父，謝謝你的恩典，求你救我們脫離兇惡，不叫我們遇見試探，讓我

們生活平順，讓我們有平安，但是任何事臨到我們，求主幫助我們更純潔的、單

純的信靠你，更單純的愛你，因為你對我們就是這樣，謝謝主。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