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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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 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读经
太五
1-12

4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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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 是 迫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有福的人(一)
太五1 12太五1-12

诸长乐牧师 2017.07.16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福」这个字，我们希望得到祝福！
我们用很多的方法 来希望福气临到自己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把「福」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来希望福气临到自己。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把「福」

还贴得倒过来！我们就是希望福倒、福到，大家都希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世界上的祝福也许是平安无事、健康、或者多子多孙！

但是世界上的福气、福份，有它的限制，
第一个：它是短暂的；第二个：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一些；

第三件事情很有趣的是 中国人常常把福跟气连在一起 叫福气 福气！第三件事情很有趣的是，中国人常常把福跟气连在一起，叫福气、福气！
世界上的福，常常伴随着气。我很谢谢大家为我们家的祷告，

我的女儿最近生了第三个孩子，很多人看到了我们家的照片都说：
「牧师！你真是有福气的人！」但是这个福气却伴随着我花了好多的钱，

然后师母两个手都废掉了！

但是圣经上的「福」，
却是另外的一种让我们能够了解的神的描述！却是另外的 种让我们能够了解的神的描述！
圣经上的福是说，一个人是在信靠的当中

拥有神的性情，和神那样的喜乐！
做基督徒一点都不无聊，是充满了喜乐和光彩的。

今天我们读的八福，是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所传讲的信息，
表示我们的神是 位乐意赐福给凡跟从他的人表示我们的神是一位乐意赐福给凡跟从他的人。
「有福了」总共出现43次在圣经当中！我觉得翻译的人，很有上帝的灵感！

他说「有福了」！有「福」，但是没有「气」。他说「有福了」！有「福」，但是没有「气」。
在这里就讲到说上帝所赐的福，是要人有一种满足的平安和喜乐。

这样的生活，是神赐给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足；不管你是在健康、还是疾病；
不管你是在顺境、还是逆境」，

这三句话我常常在婚礼的当中来问新人这三句话我常常在婚礼的当中来问新人，
但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写照。



我上个礼拜去看一位在病院当中的弟兄，他的病实在非常地重，
医生说他们没有办法了！ 我在那里的时候，医生也到病房来看他，医生说他们没有办法了！ 我在那里的时候，医生也到病房来看他，
然后偷偷摸摸地拿了一张很不乐观的数据，塞给他太太！满脸的无奈跟忧愁。

可是这位在病痛当中的弟兄，身体虽然疼痛，但是确实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我问他：「耶稣在哪里？」他说：「耶稣在我心里！」
我说：「你过去对太太不好，有没有跟他道歉？」他说：「有！」

他还告诉我好多人去看他 他非常地喜乐！这就是上帝所赐的福他还告诉我好多人去看他，他非常地喜乐！这就是上帝所赐的福。

我们常常宣告福音！就是宣告有一位赐福的上帝！一切信靠他的人，都要蒙福！
不是只有我们这样宣告而已，也能够经历祝福。但是圣经当中所讲的祝福，不是只有我们这样宣告而已，也能够经历祝福。但是圣经当中所讲的祝福，
不是根据你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你拥有什么东西，重点是，你到底是不是

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有真正属灵的生命和品格的人，是会得到真正的祝福。

福，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不受环境影响的，甚至一个有福的人，不管他到那里，
都可以改变环境。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耶稣讲的八福，是特别对门徒们讲的。

门徒就是愿意跟随 而且顺服耶稣的人 我求主帮助我们在领受这篇道的时候门徒就是愿意跟随、而且顺服耶稣的人。我求主帮助我们在领受这篇道的时候，
先做一个决定，我要做一个跟随、并且顺服耶稣的人。

八福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头四个福可以说是被动的 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头四个福可以说是被动的，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后面四个福是讲到我们和神、以及人之间的关系。

有的福气是现在就可以得到；有的福气是在未来、甚至永恒的当中才能得到。
但重点不是在蒙福的时间是先或者是后，而是在遵行上帝旨意的过程当中，

神就已经不断地将奖赏来赐给我们。…

首先 我愿意跟大家 起思想 虚心的人有福了 在路加福音那里翻译做首先，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思想—虚心的人有福了！在路加福音那里翻译做：
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贫穷，不是指物质上的贫穷；而是真正的知道

自己心里面的贫穷。世界上的人，绝对不会称一个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自己心里面的贫穷。世界上的人，绝对不会称 个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如果哪一天有个人来跟你借钱，你跟他说：

「你真是有福啊！」那恐怕你是讨打、或讨骂！
每天中午都有几位街友来我们教会，希望获得一些

饭食的供应。我从来不敢跟他们说：「你们真有福啊！」
这里讲的贫穷 不是一个普通的贫穷！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活在所谓的这里讲的贫穷，不是 个普通的贫穷！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活在所谓的

贫穷线之下，而这里讲的贫穷是一个一无所有，要靠讨饭维生的一个人。

一、一个灵里贫穷、虚心的人，为什么有福呢？
因为他是 个承认自己里面 无良善因为他是一个承认自己里面一无良善，

他愿意把心中的自己的小聪明跟骄傲，谦卑地交在上帝的手中。
他不再依靠这世界上一些的资源，他甘愿接受神的管理和顺服，他不再依靠这世界上 些的资源，他甘愿接受神的管理和顺服，

走属天的道路、做神国的子民，这是一个非常
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耶稣把他摆在第一个。

其实我们人只要有一点点、自己还有一点点东西，
我们一定靠自己而不靠神。
只要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一点点办法，我们大概就都不会祷告。

这世界会给我们好多、好多的建议！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坐过飞机。
现在我们所坐的都是超音速飞机，你知道超音速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它的速度是超过了声音的速度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它的速度是超过了声音的速度。

在科技上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突破！

曾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科技没有办法让飞机的速度，超过声音的速度。
因为他们发现 当飞机飞到了跟声音同样速度的时候 噪音就非常地强烈因为他们发现，当飞机飞到了跟声音同样速度的时候，噪音就非常地强烈。

所以，在试验的人就把引擎再加速，希望能够冲破那样的声音。
但是每次都失败！直到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但是每次都失败！直到有 次，在 个偶然的机会里面，

一位驾驶员他逆向操作，他说：「别人加速，我减速！」
他减速一段时间之后，再反过来加速就冲破了声音的限制。

同样地，当你要成为一个虚心、完全依靠神的人的时候，
你在这世界一点都不受欢迎。

有好多的声音如同噪音一样，让你受不了！
让你好像没有办法突破这些声音带给你的

那种冲击 跟障碍 甚至有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批评那种冲击、跟障碍，甚至有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批评。
但是当你愿意谦卑下来，跟随耶稣、逆向操作的时候，

你要得到的 是超越这个世界上所给你任何的建议你要得到的，是超越这个世界上所给你任何的建议，
你要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我很喜欢诗篇19篇，1-6 上帝的一般启示：
太阳 如同新郎出洞房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上帝的量带，通遍天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这是我跟师母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因为我们的沟通这是我跟师母最喜欢的 节圣经！因为我们的沟通
已经进入这种境界！我只要稍微一个表情，师母就知道我要干嘛！

7-14 上帝话语的启示：7 14 上帝话语的启示：
上帝的话语就好像蜂房的蜜一样的甘甜！

而且告诉我们守着上帝的话，人生就有大的赏赐。
但是当他发现要守上帝话语的时候，他发现他有三种的软弱，

第一个就是，他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有隐而未现的罪。
心 意有的时候做了，别人没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他说：「上帝啊！求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
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来处理隐而未现的罪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来处理隐而未现的罪，

接下来我们就会犯任意妄为的罪。

在台湾有一个年轻的孩子，还没有到可以骑摩托车的年龄，
但是他实在忍不住 就偷偷地骑摩托车但是他实在忍不住，就偷偷地骑摩托车。

他的个子长得又高又大，所以在路上也不容易被发现。

他跟我说：「一开始骑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警察就发抖！」他跟我说：「 开始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警察就发抖！」
因为他没有驾照！在他里面有隐而未现的罪。

可是他跟我说；「牧师啊！我告诉你没多久，可是他跟我说；「牧师啊！我告诉你没多久，
我的感觉就非常良好！我看到警察，还会跟他微笑！」

他说：「我已经从隐而未现，进入了任意妄为！」

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你任意妄为，
但是圣经上却说，这种任意妄为的罪，会辖制你的、

你会被捆绑的，以致于有一天你会犯下了大罪。
所以一个虚心的人，承认自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选择依靠上帝的能力和引导而选择依靠上帝的能力和引导。

诗一不仅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个人便为有福！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便为有福！

用一棵树来形容一个有福的人。
树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要结果子！树的第 个功能，就是要结果子！
树也需要有叶子，所以一个有福的人，

他是好像一颗树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虚心的人有福了！你愿意做一个决定吗？
上帝啊！我愿意凡事照着你的话，没有你的话，

我就不做任何的决定，我要走在你的祝福里面。
这样的福 是现在就临到的这样的福，是现在就临到的！

诗十六我将上帝常常摆在我的面前，

因为他在我的右边 我就不至动摇！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至动摇！

在上帝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面前有永远的福乐。

二、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在路加福音那边把「安慰」翻做「喜笑」！在路加福音那边把「安慰」翻做「喜笑」！

哀恸的人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必经历安慰和喜笑！
这里的哀恸是讲到，为一个至近的亲属离开世界而悲哀。这里的哀恸是讲到，为 个至近的亲属离开 界 悲哀。
诗七三25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

创卅七雅各被他十个儿子骗了！说他所爱的儿子约瑟被野兽撕裂，

雅各撕裂了衣服，他不肯受安慰！

一个真正虚心、愿意依靠上帝的人，一定会知道自己的软弱、不配和失败，
会真正为我们的罪忧伤 而让我们在主面前悔改 以致于得到救恩的安慰会真正为我们的罪忧伤，而让我们在主面前悔改，以致于得到救恩的安慰。
我们曾经为在这世界上失去一些东西而哀恸，但是除非我们有一天

在圣灵的光照下 为自己的罪哀恸 心碎 我们就不会去求告神在圣灵的光照下，为自己的罪哀恸、心碎，我们就不会去求告神，
也无法得着救恩之乐。我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常常对着不论大罪、

小罪，有一种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是上帝不轻看的！小罪，有 种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是上帝不轻看的！
甚至胜过我们来作礼拜、奉献、做上帝的工作。



路十八耶稣讲过一个比喻—
有两个人一起去作礼拜 一个人也许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法利赛人有两个人 起去作礼拜， 个人也许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法利赛人，

有好的宗教、好的教育、好的道德；另外一个是我们众人都瞧不起的税吏！
他们都去做礼拜、他们都祷告。圣经形容—他们都去做礼拜、他们都祷告。圣经形容

那法利赛人是自言自语地祷告，他的祷告对象不是对神、是对人！
他说：「神啊，你看！我不像别人！我也不像这个税吏！」
他左顾右盼、自我欣赏！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我还有什一奉献喔！」所以他的自我感觉好的不得了！

但是那税吏，可能都不敢坐2楼、3楼喔！
可能是在我们教会的台阶上面呢！

圣经上说他远远地站着 他觉得自己好不配啊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圣经上说他远远地站着，他觉得自己好不配啊！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他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如果你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讲 上帝悦纳你的敬拜如果你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讲，上帝悦纳你的敬拜。
主耶稣说那个税吏回到家以后，更有平安。哀恸的人有福了！

三、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所有的土地建商 都应该来读这个第三个福！所有的土地建商，都应该来读这个第三个福！

中国人说:「有土斯有财」，中国人喜欢炒地皮，
但是这边讲到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这边讲 温柔的人 以承受地土。

这里讲的温柔，不是那种低声下气、甚至委曲求全！
圣经讲的「温柔」是将自己天然的冲动和欲望，

都交在神的手中，愿意谦卑、等候上帝的时间和作为。

我们一生当中很难忍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委屈」，
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地生气！
诗卅七一个温柔的人，他会离弃愤怒、

他不会心怀不平 致至于作恶他不会心怀不平以致至于作恶。

等候耶和华的要承受地土，且以丰盛的平安和喜乐为祝福。

一个温柔的人是坚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 而且倚靠神个温柔的人是坚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而且倚靠神，
安安静静地等候上帝的作为。

创十三上帝赐福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因此两方面的仆人就有一些争执！
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儿说：「我们不可以争执！因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点距离。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儿说：「我们不可以争执！因此我们应该保持 点距离。

这样吧！让你来先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按照东方人来说，当然是长辈先选。

但是他却让他的侄儿先选！他侄儿也真地很不客气，他选了那个最美的、
像是伊甸园一样的约旦河平原。人常常只凭眼见，人常常只追求眼前的。

但是那个美丽的平原里面 竟然包括了所多玛和蛾摩拉！但是那个美丽的平原里面，竟然包括了所多玛和蛾摩拉！

亚伯拉罕很大方就让给他的侄儿罗德。但是当他做了这样温柔地谦让之后，
上帝向他显现说：「你举目像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一切，上帝向他显现说：「你举目像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 切，

我都赐给你，也赐给你的后裔！并且你的后裔要多如尘沙！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这叫做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弟兄姊妹，也许你在工作或家庭里面有些委屈，
但是你默然倚靠来交托给神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赐给你一片的宽广。

其实一个真正地为罪哀痛的人 才会温柔啊！否则我永远都觉得别人亏欠我！其实一个真正地为罪哀痛的人，才会温柔啊！否则我永远都觉得别人亏欠我！
永远都觉得自己对，而且受委屈。你愿意做一个宽广的人吗？温柔的人有福了！

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这边的饥渴是讲到说，实在是没有食物、没有饮水就活不下去了！这边的饥渴是讲到说，实在是没有食物、没有饮水就活不下去了！

如果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过这种饥渴，我挑战你禁食祷告三天，
你就晓得什么叫做饥渴！好多年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去禁食祷告，

三天以后下来，看到什么都香的不得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义」是上帝的标准、是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说饥渴慕义的人，
是对 切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人 事情 都不能够让他满足是对一切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事情，都不能够让他满足。

他渴望上帝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有些人说我来了一年多，教会好多改变！其实我对「改变」有些人说我来了 年多，教会好多改变！其实我对「改变」
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如果真正了解我，就知道我是一个何等惧怕改变的人：

我到一个店，我吃一样的东西，绝不改变！我开车去加油的时候，
我在同一个站、同一把枪加油，你就晓得我的定性有多高。

其实我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我只是和弟兄姊妹一起，
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和丰富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丰富。

不要把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埋在地里面，因为我们都要向神来交账！



路十九讲到税吏撒该的悔改，他是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
个子又很矮，所以当他要看耶稣的时候，他要爬树！个子又很矮，所以当他要看耶稣的时候，他要爬树！

也许今天撒该来我们当中做礼拜，我们的招待不会让他进来；
但是挡不住他，因为他在那棵树上面！
他在树上，人家取笑他；但是耶稣爱他、耶稣接纳他！

耶稣看见他那颗寻求神的心，说：
「撒该 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 」如果散会以后「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如果散会以后，

你有这样的确据与把握—耶稣今天要到我家，那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
居然有人取笑耶稣，但是耶稣却说：

路十九10「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撒该得救以后，他立刻做一件事情，耶稣还没有到他家呢！
他喊了两次 「主啊！主啊！」他喊了两次：「主啊！主啊！」

太七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但是撒该却那时候从心里说：路十九8「主啊！主啊！
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赒济穷人！我从前讹诈了谁，还他四倍！」

以前他的人生是被金钱所包围的，那是他人生最高的目标；
但是如今上帝的义，却是他生活的动力、却是他所追求的。

耶稣并没有跟他说：「你先还人、先认罪！」
但是撒该知道 什么是他该做的但是撒该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

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反应。

八福是 个好消息 它不是一个忠告；八福是一个好消息，它不是一个忠告；
这个好消息，是主耶稣对每一个

呼召来跟随他的人，所要给的祝福。呼召来跟随他的人，所要给的祝福。
主耶稣说：「来跟从我！」

任何一个听到耶稣的呼召而跟从、顺服耶稣的人，
上帝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

让我们经历神的国；让我们经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
让我们经历生命的宽广；也让我们经历饥渴慕义的祝福。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是赐福的神，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你是赐福的神，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把这样的好消息赐给我们。
感谢耶稣从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感谢耶稣从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道，
如同当日门徒们所听到的一样如同当日门徒们所听到的 样。

请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接纳的心；
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

使我们不管到那里，别人认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使用我们成为世上的光 世上的盐使用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也求你恩待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

起加入这个属灵的超音速的行列 赐给他们信心一起加入这个属灵的超音速的行列，赐给他们信心。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