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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长乐牧师 2017.07.30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我在两个礼拜以前，讲了八福的前四个福，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有福的！
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些福分；

但是那永恒的福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到。
八福跟登山宝训是耶稣完整的一篇讲章 可以说是一个讲章的记录八福跟登山宝训是耶稣完整的一篇讲章，可以说是一个讲章的记录。

在这个纪录当中，一开始就说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
主耶稣也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不仅有世上的祝福，更有永恒的祝福。

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必须要学习像耶稣。有人说，八福也就是耶稣的照片！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看相，我们说：「这个人看起来真是福相！」
弟兄姊妹，当人看见你，或者慕道友看到你的时候，是一幅福相？还是一幅苦相？

什么样的人才有福相呢？就是像耶稣的人，才会有福相。

我们上次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 就是承认自己过去所有的骄傲 在神的面前都实在算不得什么虚心的人，就是承认自己过去所有的骄傲，在神的面前都实在算不得什么。
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第一件要放下的事情是—你的骄傲，

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宰，惟有听从他的，才是真正走一条蒙福的道路。
当你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你一定会为你过去许许多多的罪来哀恸！

当你哀恸的时候，你在神人面前认罪祷告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做礼拜 或者我们奉献做主的工 上帝喜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礼拜、或者我们奉献做主的工，上帝喜欢。

但是圣经上却说—忧伤痛悔的心，上帝不轻看。
其实你我每一次主日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每一次好好地省察、认罪祷告，这样的敬拜，神喜欢。

一个真正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人，
也是一个温柔的人，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和失败，

所以他对别人的软弱和失败，他可以接纳；
而且对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可以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而且对 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可以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他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温柔的人、不斤斤计较，成为一个宽广的人。

我给我的两个孙子取名叫心浩跟心瀚，
我就是盼望上帝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工作我就是盼望上帝在他们身上做 个工作，

让他们成为一个心胸很宽广的人。
当我看见他们、我叫他们名字的时候，我 、我叫他们名字 候，

也提醒我自己—要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
当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的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对别人宽广，但是对神却有一个更加的渴慕。
所以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真正的饱足是在神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正的饱足是在神那里。

他们一生，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讨主的喜悦 他们也在主那里得到真正的饱足就是要讨主的喜悦，他们也在主那里得到真正的饱足。

前面四个福，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做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脸也会改变；所以当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脸也会改变；

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地位也会改变。



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部分，
十字架的救恩不仅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神也帮助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能够进入一个蒙福的状态。

所以第五个福，就讲到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是一个需要被怜恤的人吗？
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上帝怜恤！

不管是在我们觉得我们状况不好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怜恤；
在我们状况好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上帝的怜恤在我们状况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上帝的怜恤。

如果上帝不怜恤我们，我们实在是非常软弱。
来四「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来四「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祷告！」

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可以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真的越来越发现，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需要上帝怜恤的人。
没有上帝的怜恤 我实在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没有上帝的怜恤，我实在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
怜恤，不是一种可怜。当我们怜恤的时候，如果说是一种可怜，

我们有的时候会骄傲、会轻看那些我们怜恤他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会骄傲、会轻看那些我们怜恤他的人。
但是耶稣常常非常地看重我们，他从来不轻看我们。
怜恤，是一种用对方的眼光，来看他所遭遇的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是他的话，我们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怜恤，也是一种很实际地出于爱心的给予。
怜恤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已经先蒙了怜恤怜恤，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责任，而是我们已经先蒙了怜恤。

基督徒是先蒙了上帝恩典的怜恤，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今天的地位。

我很喜欢 首诗歌 我祇是个罪人蒙救恩我很喜欢一首诗歌—我祇是个罪人蒙救恩，
一个真正知道、会去怜恤别人的人，是亲身地经历过神的怜恤。

基督徒是一群有爱心的人 看到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 愿意主动地伸出援手基督徒是 群有爱心的人，看到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愿意主动地伸出援手。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蒙了怜恤。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许多人帮助我。
特别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有许多人在我的学费上帮助我。特别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有许多人在我的学费上帮助我。

所以我知道那个交不出学费的辛苦！所以当我每当看到有任何的学生，
他们很用功却交不出学费的时候，我心里面没有办法不去想帮助他们！

因为我知道，我能够成为今日的人，是我先蒙了怜恤。
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是一个蒙怜恤的人。

当我愿意去怜恤别人的时候 我自己会蒙更大的怜恤当我愿意去怜恤别人的时候，我自己会蒙更大的怜恤。

我曾经跟各位讲过—我非常地节省，所以在台湾买东西的时候，
我很喜欢杀价！我不太喜欢师母在我旁边，因为她是一个有怜恤的人。我很喜欢杀价！我不太喜欢师母在我旁边，因为她是 个有怜恤的人。

我每次杀价她就在旁边说：「好了啦！够便宜了！」我就跟她说：「妳出去！」
现在我一天天、一点点地改变！我买东西的时候，师母会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杀价啊 」在这次教会装潢的当中 我常常跟长老们提醒「你为什么不杀价啊？」在这次教会装潢的当中，我常常跟长老们提醒、

我们也祷告，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装潢工程做得很好。
但是我常常提醒他们，价钱不要杀太低，要给人合理的利润！但是我常常提醒他们，价钱不要杀太低，要给人合理的利润！

这也是基督徒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怜恤的心。

我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愿意去看到
那些有需要的时候 愿意去帮助他们那些有需要的时候，愿意去帮助他们。

我可以跟各位作见证，
每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上帝就特别地祝福我；每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上帝就特别地祝福我；
但是什么时候我塞住了怜悯的心，我就被落在那掌刑的人的手中！

太十八有一个人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
他知道他还不起，他请他的主人赦免他！他主人就赦免了他。
但是当他出去以后看见有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

个人也 样还 起 也 样地请他来宽 他 但 他却 肯宽那个人也同样还不起、也同样地请他来宽限他！但是他却不肯宽限。
有人把他的情况就告诉了主人，主人听了就非常生气说：

「把这个人交给掌刑的人 」「把这个人交给掌刑的人。」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怜恤别人，上帝就不怜恤我们。
弟兄姊妹 你渴望成为一个上帝怜恤 随时得到上帝帮助的人吗？弟兄姊妹，你渴望成为 个上帝怜恤、随时得到上帝帮助的人吗？

有机会看到需要怜恤的人，你就要怜恤他，这样你必蒙怜恤。



二、清心的人
这边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一定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这边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一定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

清心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诗廿四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诗廿四谁能登耶和华的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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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十五能在上帝的圣山，能在上帝的帐幕的人，

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

他不用舌头谗谤人、他不恶待朋友、不随伙毁谤邻里；

他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虽然有的时候自己吃亏，他也不会更改

他所发的誓；他不会贪图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清心的人。

因此清心的人 不祇是指我们内心的状态 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因此清心的人，不祇是指我们内心的状态，而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
生活上先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知道上帝怎么引导他，

常常有人来请我为他祷告说：「牧师为我祷告 让我知道这个事情常常有人来请我为他祷告说：「牧师为我祷告，让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该怎么决定、那个事情我该怎么决定？」

但是我愿意在今天提醒大家，
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上帝心意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上帝心意的时候，
我们先要省察我们自己，

生活上是不是有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生活上是不是有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
如果我们已经活出了上帝所喜悦的生活，

神一定在我们需要引导的时候，来带领我们。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就是一个拜拜的人，他平常都不去烧香；

但是有事的时候就抱住佛的脚，请佛帮帮忙！
我觉得有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

平常不礼拜 不 修 不事奉 不奉献平常不礼拜、不灵修、不事奉、不奉献，
有事的时候来抱耶稣的脚，想要明白上帝对你的带领，

这是很难的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很难的、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方面，一个清心的人也讲到说，
我们对神的专一：我们对神的专 ：

诗十六2神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如果我们专心认定主，箴三5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圣经很强调我们对神的那种专一的敬畏，
路十27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

我们不要心怀二意我们不要心怀二意，
当我们这样地清心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看见他的作为。

但是很可惜地 若是我们在主的里面 我们没有好好地来省察我们自己但是很可惜地，若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没有好好地来省察我们自己。
有的人说我也寻求上帝，但是却好像上帝不是这样地引导我。

结十四讲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把假的神已经接到他的心里面，

又想要来寻求上帝的心意，
你不仅找不到答案 你甚至会被蒙蔽你不仅找不到答案，你甚至会被蒙蔽。

神说：「这些人我用他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他！」

特别我们这些事奉主很久的人，更要小心。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很久 事奉主很久 我们就一定可以免于这些试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很久、事奉主很久，我们就一定可以免于这些试探。

在民数记讲到一个先知—巴兰，当他的心很清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的功力
高到一个地步，我相信很多人都要请他去祷告。因为圣经上说他祝福谁，

谁就得祝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可以想象这个人是何等地被上帝重用。
可是当他的心里被钱财所迷惑的时候，他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以至于把自己落

到 个非常悲惨的命运 有 个叹息 谁如我的仆人眼瞎？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命运。赛四二19有一个叹息，谁如我的仆人眼瞎？
一个事奉上帝的人应该是最清楚上帝的作为！

但是却因着自己的私欲，让自己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但是却因着自己的私欲，让自己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上帝的作为。

同样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敏锐于神在我们教会的带领？有一个传道人说：
「我们不能够制造圣灵的浪潮！但是圣灵的浪潮来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他！」

你我都要敏锐于神在我们身上、以及在我们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

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一定可以看见上帝，他们可以敏锐于神的作为。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罪 就要赶快地离开那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雅各书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罪，就要赶快地离开那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

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我们。



三、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圣经上讲到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圣经上讲到说

「是谁的儿子」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人，他做了他爸爸常常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称为神的儿子，是表明我们常常去做神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称为神的儿子，是表明我们常常去做神所做的事情。

神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让人和睦的人，
能够不仅让人和睦，而且让人与神和睦。

但是这样的和睦，是我们必须先要学习不与世俗为友，
我们必须把我们心中那个争竞的私欲，从我们心里挪去。

使人和睦是要花代价的，箴十八19如果有两件事情来比较，一个是叫你去攻打

一个很难攻打的城；另外一件事情是，叫你去劝两个吵架的人和好，

打 容就讲到说这两件事情比较起来，攻打城反而比较容易。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得罪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太容易轻易地说：
「你原谅他吧！」得罪的不是你 你当然容易地说：「你原谅他吧！」「你原谅他吧！」得罪的不是你，你当然容易地说：「你原谅他吧！」

但是你知道你愿不愿意在他们困难的当中，花上你的代价？

圣经有一本书只有一章，你读完那一章就读完一卷，多好！
那卷书叫做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是讲到说有一个主人叫做腓利门那卷书叫做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讲到说有 个主人叫做腓利门，

他有一个仆人叫阿尼西母，偷了他的东西，跑掉了！
可是当他跑掉的时候碰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传福音给他，他就信耶稣了。可是当他跑掉的时候碰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传福音给他，他就信耶稣了。

因此保罗就希望阿尼西母跟腓利门能够和好，所以他就写了腓利门书。
但是保罗不是只告诉腓利门说：「你原谅阿尼西母算了！」

他乃是说：「他所欠你的都算在我的帐上！」

我常常想：「主啊！求你把更多这样的保罗，
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成就那和睦的工作！」

我们更要非常地谨慎，
不要在教会成为 个制造纷端的人不要在教会成为一个制造纷端的人，

不要做一个往来传舌的人；
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让我们都成为 个和平的使者；
让我们都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四、为义受逼迫的人
每 个做基督徒的人是有福的 基本上连受逼迫 都有福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是有福的，基本上连受逼迫，都有福。

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是在主的里面愿意敬虔渡日的人，
都要受苦 都要受逼迫！但是我们可以不必害怕都要受苦、都要受逼迫！但是我们可以不必害怕，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正面的态度来迎接这样的逼迫。
但是基督徒要小心，这边讲到是为义和为主受逼迫，， 为义 为 ，

这样的逼迫正表明我们已经活出了主的样式。

我有一对在台湾的宣教士回到印度，
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整个宗派能够再一次更新，
日子久了，整个宗派的信仰就变得非常地软弱，

信徒们酗酒、吸毒，教会的领袖没有好好做工。
当神带她回去的时候，她要带领这样更新的工作，

非常地不容易！遭受到许许多多的批评跟论断非常地不容易！遭受到许许多多的批评跟论断。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当一个人愿意为主花上代价的时候，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他是如同一个先知一样，在神的面前有那尊贵的身分。
义人会受苦真的是一个奥秘！如果说虚心使我们能够有份于天国，

那么为义受逼迫，使我们更能够得到天国的赏赐。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罗十二不要申冤，宁可让步。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 件事情 有人因着主的缘故逼迫你们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有人因着主的缘故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早期基督徒一直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他们在生活的很多层面，都被别人捏造各样的话来毁谤他们！他们在生活的很多层面，都被别人捏造各样的话来毁谤他们！
譬如说他们吃圣餐，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

他就说：「你看他们是一个吃人的宗教！ 」
基 徒 调彼此相爱的时候 他们 会被别人说当基督徒强调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又会被别人说：
「你看这一群人是没有道德规范的人！」

他们一直在被各样捏造的坏话来毁谤！他们 直在被各样捏造的坏话来毁谤！
然而他们却活出了上帝要他们所活出的那个生命的光彩。



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我们特别要谨慎的一件事情，
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不要随便传话 特别对于服事神的长执跟传道人！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不要随便传话，特别对于服事神的长执跟传道人！

提前四19控告长老的呈子，没有两、三人的口作见证，就不要来接受。

事情可以做得不好，但是不要随便去批评那些在主的面前尽心摆上的弟兄姊妹！事情可以做得不好，但是不要随便去批评那些在主的面前尽心摆上的弟兄姊妹！
因为凡是这样做的人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摩西的哥哥姐姐也曾经这样地毁谤过他，上帝非常地不喜悦！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家中，都成为一个和平的制造者，
不要随便地去批评论断一个服事神的人。

我们常常地想要跟主耶稣保持距离，
因为常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

但是耶稣却从来没有跟我们保持过距离 当我们面对主耶稣所讲的八福的时候但是耶稣却从来没有跟我们保持过距离，当我们面对主耶稣所讲的八福的时候，
也许我们会深感亏欠，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

将这样的亏欠成为我们在主面前追求的动力！将这样的亏欠成为我们在主面前追求的动力！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继续不断地成长。

因着我们羡慕这属天的祝福，我们深信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
他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他 定会成就这个工作。
诗廿五我的脚踏定了上帝的路径，我的两脚不会滑跌。

当我一次决定终身跟随的时候，当我 次决定终身跟随的时候，

我就要把自己走在一个福上加福的路上，

诗一○八我将我的灵魂的锚抛在耶稣基督的港口里面，

从此不再漂流，任他狂风巨浪，耶稣是我安稳的港口。

弟兄姊妹把你生命的锚抛在耶稣身上，
把你生命的小船驶在耶稣救恩的港口里面，

你将要经历上帝极大的恩典和祝福。
你 面唱 面向主有 个祷告你一面唱一面向主有一个祷告：

「主啊！我把我自己的生命的锚抛在你的身上，
我定志要走一个蒙福的道路 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见证我定志要走 个蒙福的道路，我要成为 个蒙福的见证，

我要活出主你生命的光彩！」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不但拯救我们 洗净我们成为 个新造的人你不但拯救我们，洗净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而且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生根、建造；
让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可以一天一天地改变；

让我们的言语行为也可以改变；言 行为 ；
让我们不仅自己蒙福，也可以使别人蒙福。

赐福你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充满了愿意为主花代价的人；赐福你的教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充满了愿意为主花代价的人；
充满了敏感于上帝的作为，看见圣灵引导的人。

也愿你恩待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 羡慕这样属灵的福份也愿你恩待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羡慕这样属灵的福份，
快快地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