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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更大的福 

太 5:1-12 
 

5:1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5:2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5:3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4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5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5: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5: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5:12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大纲: 蒙更大的福  (太 5:1-12)       
 
    耶稣是最好的老师，祂远胜过教育家、哲学家、宗教家。我们把握机会领受教导。 
 
一、 耶稣对门徒有何教导? 
 
    耶稣的门徒到祂跟前来，祂将蒙天国之福 μακαρ的原则告诉他们。天国八福是: 1. 虚心的人有福
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2.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3.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
必承受地土。4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5.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
恤。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7.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8.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主受苦的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二、 如何得到八福的应许?  
 
    八福不是靠人的努力得到的福，乃是因着神的恩典，罪人悔改後，成为蒙福的基督徒，所以品格
得以建立，能活出基督的荣耀。1. 不是命令，乃是陈述。2. 不是为了满足自我，乃愿彰显基督。3. 
不是自己去争取，乃是向主支取应许。 4. 不是倚靠自己的义，乃渴慕基督的义。 5. 不求人的怜
恤，只求怜恤人。6. 不享罪中之乐，只求心灵洁净。7. 不与人相争，乃是促进和平。8. 不以福音为
耻，乃愿为主受苦 。 
 
三、 苦难是极大的祝福吗?  
 
     保罗和彼得不但都甘心为主受苦，并且以为主受苦为荣.。(西 1:24,腓 3:10,彼前 4:12-14)罗马尼禄
皇帝迫害基督徒时，相传彼得出罗马城，遇见复活的基督耶稣正要进城,彼得问「Quo Vadis」，拉
丁文就是「你往那里去?」耶稣回答说: 「我将去罗马被重钉十字架。」彼得听到後，愿顺服主，回
罗马去，被定死罪，被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福音是要用行动来传，这是
最大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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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更大的福 
 
    上周我们讲到更大的福分，除了满得地上的福分，身、心、灵蒙福，且能将名字记录在天上外，
神让更开启我们属天的眼，能看见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里。并且我们与基督的亲密关系是我们享受
神给人所预备最大的福分。 
 
  我们曾从七方面看这福分。 
 
1. 超过旧约的先知的福分。(但 12:13)  
2. 超过从前的君王的福分。(诗 23:5-6)  
3. 蒙神拣选住在神的家中的人有福了。(诗 65:4)   
4. 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启 14:13) 
5. 施比受更为有福。(徒 20:35)   
6. 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约 20:29)  
7. 喜爱并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人有福了。(诗 1:2)   
 
    今天早上我们进一步来思想天国八福，一同来学习如何蒙受祝福。 八福以虚心起首。(太 5:1-12) 
 
    昨天在 SJSU听到三位教授讲到学生如何可以有效地学到教授所要传授给他们的。他们是电脑科
学的高泽宇教授，商业学院的王春雷教授，电脑工程的邱美康教授，他们都是在中国念了本科，再
来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现在在 SJSU担任专职教授。更可贵的是这三位教授都是基督徒。这些学生
是有福的，因为这些教授把读书和考试的秘诀白白地倾囊相授，从他们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解答问
题，如何引导学生的思路，我学到了很多。若早几年就听到这些，就可在学习中可以省了许多力
量。 
 
    高教授告诉学生，就算有些工业界来的兼课老师，教学像天马行空，学生的责任是要要知道自己
可以学到了甚麽，如何应用。认识神之後，高教授靠着神赐的智慧，学习的态度改变，事半功倍。
这三位教授中，高泽宇教授和王春雷教授都跟我很熟。他们传福音的火热让我非常受感动，高泽宇
要指导二十多位硕士生，但他主要的负担还是在学生团契中传福音。王春雷教授每周五晚上都在史
丹佛大学带领查经班，数十年如一日。会後王教授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看看，地点就在我们聚会的
对面，走路不到五分钟。我希望以後不要再失去向这些好老师学习的机会，可以更有效地学习，并
且能将学习的秘诀传给别人。 
 
    古今中外有一位最好的老师，祂的教导远胜过哲学家，教育家，道德家，宗教的教主也都望尘莫
及。祂是从那里来作师傅的，祂是那唯一能说也能行的，祂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其中蕴藏了
极高的智慧与至高的属天权柄，甚至犹太教中被人尊重的拉比尼哥底母也来到祂面前谦卑受教，认
出祂是从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祂所作的神迹，若无神同在，无人能行。(约 3:2)主耶稣是最好的
老师，让我们把握机会到祂面前来接受教导，免得枉费今生，後悔莫及。 
 
一、 耶稣对门徒有何教导?  
 
    耶稣带领门徒，来到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坐下来，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将新约天国蒙福的原则告
诉他们。蒙福 μακαρ新约中用了五十次，在今天的经文中出现了九次。论福我们不可略过这一段经
文。 
 
    首先，新约和旧约的诫命都是在山上赐下的，新约的重点与旧约西乃山上神藉摩西所颁发的十诫
有很大的不同。旧约的十诫是律法，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经历人的有限，无论如何努力，无法达到律
法的要求，旧约的律法的重点是使人知罪。新约的重点是让人遵守天国的原则，使人知道信基督
後，在基督如何已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要有生命性情上的改变。然而，旧约与新约都是需要的，没
有旧约，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挣脱律法的捆绑，无法胜过罪恶，在撒但的权势下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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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无力自救。没有新约，人得不到神的恩典的赦免，只能无助地接受律法无情的定罪。 
 
    耶稣的门徒愿意到耶稣面前来，我们愿意得到像彼得在该撒利亚跟随耶稣时，得到天父的指示，
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对他说，你是有福的吗? (太 16:16-17)到耶稣跟前来。我们愿
意得到像马利亚一样的福分吗? (路 10:42)到耶稣跟前来。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中，将新约九样蒙福的原则告诉门徒们: 
 
1.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3) 
虚心的人有福了，除非人在灵里认定自己是贫穷的，可怜，瞎眼，赤身，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件是
完全的，可用破产来形容，就无法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天国的福气。(太 5:1-12) 虚心的人是看
见自己的不足，卑微，无知，和缺乏，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救恩，公义，丰富，和产
业。这些都是从神来的天国的赏赐。  
 
2.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 5:4) 
哀恸的人是看见自己的黑暗，败坏，软弱，和无助，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光明，圣
洁，刚强，和帮助，使人迫切地来投靠天国的君王。 
 
3.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 
温柔的人是看见自己的高傲，忿怒，自我，和仇恨，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谦卑，柔
和，良善，和仁爱，使人见证天国君王的恩慈。 
 
4.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太 5:6) 
饥渴慕义的人是看见自己的无知，虚空，失落，和无望，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智慧，
充实，目标，和盼望，使人自愿地来到天国君王的丰盛宝库中得到供应。 
 
5.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太 5:7) 
怜恤人的人是看见自己的可怜，亏欠，自私，和自义，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尊贵，荣
耀，慷慨，和赦免，使人心存感恩地来到天国君王审判的宝座前得到赦免。 
 
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 5:8) 
清心的人是看见自己的蒙蔽，污浊，偏颇，和欲望，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光照，洁
净，正直，和单纯，使人没有重担地来到天国君王的内室，与神在光明中同行。 
 
7.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 5:9) 
使人和睦是看见肉体的高傲，嫉妒，分争，和定罪，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谦和，卑
微，和平，和接纳，使人有神的生命与负担，使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 
 
8.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看见世界的不义，邪恶，虚假，和淫乱，愿意为神的义受到逼迫，使神的国的公
义，正直，真理，和圣洁能早日实现在人间。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
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 5:11，12)。 
 
    当义人因基督的缘故被人辱骂，逼迫，毁谤，和冤枉，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主为爱祂
之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林前 2:9) 
 
二、 如何得到八福的应许?  
 
    八福不是工作上的成就与奖赏，乃是基督徒品格的建造，活出基督的荣耀和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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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是命令，乃是陈述 
 
   不是命令的语态，乃是讲到门徒是有福的。作主的门徒这些福分是神的应许，是跟着来的，是追
随我们的，是不怕失去的。「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
你身上。」 (申 28:1-2) 
  
    虚心的人有福了，两手抓满了自己要的东西的人不能再得到神所要赐的恩典和礼物，多麽可惜。
让神掌权吧! 因为天国的王已经来了，祂要为你我的利益掌权。  
 
2. 不是为了满足自我，乃是彰显基督 
   
    时代已经转换了，基督要我们信祂，要我们面对这世界的邪恶和败坏，弃绝倚靠人来改造世界，
进入祂里面。家庭问题，人能解决吗? 心理辅导有一定的价值，但若是离了圣经的原则，有害无
益，给人带来更深的沉沦，更大的痛苦。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如此说: 「所有的痛苦都是由逃避痛
苦而来。」 不要再逃避，让主擦乾眼泪的人有福了。 一位以前的同工，他的儿子不能吞嚥，我们
祷告求主帮助。主的安慰是真正永恒的安慰。 
 
3. 不是去争取，乃是放下自己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我们的温柔是有限的，主的心里柔和谦卑。让我
们与主一同负轭吧，与主同工，同劳，同当兵的人有福了。因为主是我们的产业。 
 
4. 不是自己的义，乃是基督的义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太 5:6) 
 
    我们要看到主是我们的公义，认定在主以外没有完全的公义，如此才愿意饥渴慕义。如何能使我
们饱足呢?  
(1) 饥饿的感受: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乾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
和华的话。」(摩 8:11) 
(2) 解决之道:  
    我们要听神的话。耶稣说: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
远不渴。」(约 6:35) 
(3) 吃主的话: 
「耶和华万军之神阿、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
称为你名下的人。」(耶 15:16)  
「他对我说、人子阿、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结 3:1)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
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
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
以後、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启 10:8-11)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启 19:10)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 6:63)  
使人愿意来到基督话语的丰盛宝库中得到供应。 
 
5. 不求人的怜恤，只求怜恤人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太 5:7) 



 5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弗 4:31-32) 
 
    怜恤人的人是看见自己的可怜，亏欠，自私，和自义，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尊贵，
荣耀，慷慨，和赦免，使人心存感恩地来到天国君王审判的宝座前得到赦免。 
 
6. 不渴慕罪中之乐，只求心灵洁净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 5:8)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诗
24:3-4) 
 
   清心的人是看见自己的蒙蔽，污浊，偏颇，和欲望，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光照，洁
净，正直，和单纯，使人没有重担地来到天国君王的内室，与神在光明中同行。 
 
7. 不与人相争，乃是促进和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 5:9) 
使人和睦是看见肉体的高傲，嫉妒，分争，和定罪，愿意到神面前来，得神为人预备的谦和，卑
微，和平，和接纳，使人有神的生命与负担，使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 
 
8. 不以福音为耻，乃愿为主受苦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看见世界的不义，邪恶，虚假，和淫乱，愿意为神的义受到逼迫，使神的国的公
义，正直，真理，和圣洁能早日实现在人间。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
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 5:11，12)。 
 
    当义人因基督的缘故被人辱骂，逼迫，毁谤，和冤枉，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主为爱祂
之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三、 苦难是极大的祝福吗?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
缺欠。」 (西 1:24) 
 
    这是何等的祝福，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腓 3:10) 
   
「亲爱的弟兄阿、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因
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
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前 4:12-14)太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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