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更大的福
太 5:1-12
5: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5:2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5:6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5: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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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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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綱: 蒙更大的福 (太 5:1-12)
耶穌是最好的老師，祂遠勝過教育家、哲學家、宗教家。我們把握機會領受教導。
一、 耶穌對門徒有何教導?
耶穌的門徒到祂跟前來，祂將蒙天國之福 μακαρ 的原則告訴他們。天國八福是: 1. 虛心的人有福
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2.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3.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必承受地土。4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5.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
恤。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7.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8.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為主受苦的人，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二、 如何得到八福的應許?
八福不是靠人的努力得到的福，乃是因著神的恩典，罪人悔改後，成為蒙福的基督徒，所以品格
得以建立，能活出基督的榮耀。1. 不是命令，乃是陳述。2. 不是為了滿足自我，乃願彰顯基督。3.
不是自己去爭取，乃是向主支取應許。 4. 不是倚靠自己的義，乃渴慕基督的義。 5. 不求人的憐
恤，只求憐恤人。6. 不享罪中之樂，只求心靈潔淨。7. 不與人相爭，乃是促進和平。8. 不以福音為
恥，乃願為主受苦 。
三、 苦難是極大的祝福嗎?
保羅和彼得不但都甘心為主受苦，並且以為主受苦為榮.。(西 1:24,腓 3:10,彼前 4:12-14)羅馬尼祿
皇帝迫害基督徒時，相傳彼得出羅馬城，遇見復活的基督耶穌正要進城,彼得問「Quo Vadis」，拉
丁文就是「你往那裏去?」耶穌回答說: 「我將去羅馬被重釘十字架。」彼得聽到後，願順服主，回
羅馬去，被定死罪，被倒釘十字架，為主殉道，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福音是要用行動來傳，這是
最大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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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更大的福
上週我們講到更大的福分，除了滿得地上的福分，身、心、靈蒙福，且能將名字記錄在天上外，
神讓更開啟我們屬天的眼，能看見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裏。並且我們與基督的親密關係是我們享受
神給人所預備最大的福分。
我們曾從七方面看這福分。
1. 超過舊約的先知的福分。(但 12:13)
2. 超過從前的君王的福分。(詩 23:5-6)
3. 蒙神揀選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詩 65:4)
4. 在主裏而死的人有福了。(啟 14:13)
5. 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6.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約 20:29)
7. 喜愛並晝夜思想神的話語的人有福了。(詩 1:2)
今天早上我們進一步來思想天國八福，一同來學習如何蒙受祝福。 八福以虛心起首。(太 5:1-12)
昨天在 SJSU 聽到三位教授講到學生如何可以有效地學到教授所要傳授給他們的。他們是電腦科
學的高澤宇教授，商業學院的王春雷教授，電腦工程的邱美康教授，他們都是在中國念了本科，再
來美國得到博士學位，現在在 SJSU 擔任專職教授。更可貴的是這三位教授都是基督徒。這些學生
是有福的，因為這些教授把讀書和考試的秘訣白白地傾囊相授，從他們如何提出問題，如何解答問
題，如何引導學生的思路，我學到了很多。若早幾年就聽到這些，就可在學習中可以省了許多力
量。
高教授告訴學生，就算有些工業界來的兼課老師，教學像天馬行空，學生的責任是要要知道自己
可以學到了甚麼，如何應用。認識神之後，高教授靠著神賜的智慧，學習的態度改變，事半功倍。
這三位教授中，高澤宇教授和王春雷教授都跟我很熟。他們傳福音的火熱讓我非常受感動，高澤宇
要指導二十多位碩士生，但他主要的負擔還是在學生團契中傳福音。王春雷教授每週五晚上都在史
丹佛大學帶領查經班，數十年如一日。會後王教授邀請我到他辦公室去看看，地點就在我們聚會的
對面，走路不到五分鐘。我希望以後不要再失去向這些好老師學習的機會，可以更有效地學習，並
且能將學習的秘訣傳給別人。
古今中外有一位最好的老師，祂的教導遠勝過哲學家，教育家，道德家，宗教的教主也都望塵莫
及。祂是從那裏來作師傅的，祂是那唯一能說也能行的，祂的話語，句句都帶著能力，其中蘊藏了
極高的智慧與至高的屬天權柄，甚至猶太教中被人尊重的拉比尼哥底母也來到祂面前謙卑受教，認
出祂是從神那裏來作師傅的，因為祂所作的神蹟，若無神同在，無人能行。(約 3:2)主耶穌是最好的
老師，讓我們把握機會到祂面前來接受教導，免得枉費今生，後悔莫及。
一、 耶穌對門徒有何教導?
耶穌帶領門徒，來到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坐下來，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將新約天國蒙福的原則告
訴他們。蒙福 μακαρ 新約中用了五十次，在今天的經文中出現了九次。論福我們不可略過這一段經
文。
首先，新約和舊約的誡命都是在山上賜下的，新約的重點與舊約西乃山上神藉摩西所頒發的十誡
有很大的不同。舊約的十誡是律法，律法的功用是讓人經歷人的有限，無論如何努力，無法達到律
法的要求，舊約的律法的重點是使人知罪。新約的重點是讓人遵守天國的原則，使人知道信基督
後，在基督如何已是一個蒙福的人所以要有生命性情上的改變。然而，舊約與新約都是需要的，沒
有舊約，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無法掙脫律法的捆綁，無法勝過罪惡，在撒但的權勢下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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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無力自救。沒有新約，人得不到神的恩典的赦免，只能無助地接受律法無情的定罪。
耶穌的門徒願意到耶穌面前來，我們願意得到像彼得在該撒利亞跟隨耶穌時，得到天父的指示，
認出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主對他說，你是有福的嗎? (太 16:16-17)到耶穌跟前來。我們願
意得到像馬利亞一樣的福分嗎? (路 10:42)到耶穌跟前來。
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五章中，將新約九樣蒙福的原則告訴門徒們:
1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在靈裏認定自己是貧窮的，可憐，瞎眼，赤身，行為在神面前沒有一件
是完全的，可用破產來形容，就無法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國的福氣。(太 5:1-12) 虛心的人
是看見自己的不足，卑微，無知，和缺乏，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救恩，公義，豐
富，和產業。這些都是從神來的天國的賞賜。
2.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 5:4)
哀慟的人是看見自己的黑暗，敗壞，軟弱，和無助，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光明，聖
潔，剛強，和幫助，使人迫切地來投靠天國的君王。
3.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太 5:5)
溫柔的人是看見自己的高傲，忿怒，自我，和仇恨，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謙卑，柔
和，良善，和仁愛，使人見證天國君王的恩慈。
4.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 5:6)
饑渴慕義的人是看見自己的無知，虛空，失落，和無望，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智
慧，充實，目標，和盼望，使人自願地來到天國君王的豐盛寶庫中得到供應。
5.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 5:7)
憐恤人的人是看見自己的可憐，虧欠，自私，和自義，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尊貴，
榮耀，慷慨，和赦免，使人心存感恩地來到天國君王審判的寶座前得到赦免。
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太 5:8)
清心的人是看見自己的蒙蔽，污濁，偏頗，和慾望，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光照，潔
淨，正直，和單純，使人沒有重擔地來到天國君王的內室，與神在光明中同行。
7.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 5:9)
使人和睦是看見肉體的高傲，嫉妒，分爭，和定罪，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謙和，卑
微，和平，和接納，使人有神的生命與負擔，使人與神和好，也與人和好。
8.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是看見世界的不義，邪惡，虛假，和淫亂，願意為神的義受到逼迫，使神的國的
公義，正直，真理，和聖潔能早日實現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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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5:11，12)。
當義人因基督的緣故被人辱罵，逼迫，毀謗，和冤枉，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主為愛祂
之人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林前 2:9)
二、 如何得到八福的應許?
八福不是工作上的成就與獎賞，乃是基督徒品格的建造，活出基督的榮耀和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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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是命令，乃是陳述
不是命令的語態，乃是講到門徒是有福的。作主的門徒這些福分是神的應許，是跟著來的，是追
隨我們的，是不怕失去的。「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
你身上。」 (申 28:1-2)
虛心的人有福了，兩手抓滿了自己要的東西的人不能再得到神所要賜的恩典和禮物，多麼可惜。
讓神掌權吧! 因為天國的王已經來了，祂要為你我的利益掌權。
2. 不是為了滿足自我，乃是彰顯基督
時代已經轉換了，基督要我們信祂，要我們面對這世界的邪惡和敗壞，棄絕倚靠人來改造世界，
進入祂裏面。家庭問題，人能解決嗎? 心理輔導有一定的價值，但若是離了聖經的原則，有害無
益，給人帶來更深的沉淪，更大的痛苦。瑞士的心理學家榮格如此說: 「所有的痛苦都是由逃避痛
苦而來。」 不要再逃避，讓主擦乾眼淚的人有福了。 一位以前的同工，他的兒子不能吞嚥，我們
禱告求主幫助。主的安慰是真正永恆的安慰。
3. 不是去爭取，乃是放下自己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太 5:5)。我們的溫柔是有限的，主的心裏柔和謙卑。讓我
們與主一同負軛吧，與主同工，同勞，同當兵的人有福了。因為主是我們的產業。
4. 不是自己的義，乃是基督的義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 5:6)
我們要看到主是我們的公義，認定在主以外沒有完全的公義，如此才願意饑渴慕義。如何能使我
們飽足呢?
(1) 饑餓的感受: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饑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
和華的話。」(摩 8:11)
(2) 解決之道:
我們要聽神的話。耶穌說: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
不渴。」(約 6:35)
(3) 吃主的話: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
稱為你名下的人。」(耶 15:16)
「他對我說、人子阿、要吃你所得的、要吃這書卷、好去對以色列家講說。」(結 3:1)
「我先前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吩咐我說、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取過
來．我就走到天使那裏、對他說、請你把小書卷給我．他對我說、你拿著吃盡了、便叫你肚子發
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吃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
以後、肚子覺得發苦了。天使對我說、你必指著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說預言。」(啟 10:8-11)
「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啟 19:10)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 6:63)
使人願意來到基督話語的豐盛寶庫中得到供應。
5. 不求人的憐恤，只求憐恤人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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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
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弗 4:31-32)
憐恤人的人是看見自己的可憐，虧欠，自私，和自義，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尊貴，
榮耀，慷慨，和赦免，使人心存感恩地來到天國君王審判的寶座前得到赦免。
6. 不渴慕罪中之樂，只求心靈潔淨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太 5:8)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 (詩
24:3-4)
清心的人是看見自己的蒙蔽，污濁，偏頗，和慾望，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光照，潔
淨，正直，和單純，使人沒有重擔地來到天國君王的內室，與神在光明中同行。
7. 不與人相爭，乃是促進和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 5:9)
使人和睦是看見肉體的高傲，嫉妒，分爭，和定罪，願意到神面前來，得神為人預備的謙和，卑
微，和平，和接納，使人有神的生命與負擔，使人與神和好，也與人和好。
8. 不以福音為恥，乃願為主受苦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是看見世界的不義，邪惡，虛假，和淫亂，願意為神的義受到逼迫，使神的國的
公義，正直，真理，和聖潔能早日實現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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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5:11，12)。
當義人因基督的緣故被人辱罵，逼迫，毀謗，和冤枉，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主為愛祂
之人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三、 苦難是極大的祝福嗎?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
缺欠。」 (西 1:24)
這是何等的祝福，我們可以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腓 3:10)
「親愛的弟兄阿、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歡喜．因
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
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彼前 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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