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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子民天国子民 太五1 – 12

01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0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0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04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0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0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0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07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07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0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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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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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马马马马马~七 一一一一登山宝训、或山上宝训。

这这这这这从表面的文字来来这这这这这从表面的文字来来，

「福」就是很重要的主题，

「福」这个字重复地出现「福」这个字重复地出现，

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吸引了。

可可可可可仔细地在在这这这这这在在可可可可可仔细地在在这这这这这在在，

又会发觉耶稣所说的「福」不仅跟我们所理解的截然不同，

甚至有一种背道而驰的感觉甚至有一种背道而驰的感觉…
04 哀恸的人有福了！
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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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怎怎可有福呢？

尽尽可可尽「福」可是喜欢、也也也很吸引，」

从表面来看这段文字，似乎给我们得到福气的一种窍门。

他说的「福气」，不是我们以为的、所期待的…

应应怎么理解耶耶在 马马1~12 所所这福气呢？

 如果要明白读圣经，是不能理所当然地

我们自己的观点 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的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的

要要这明白圣经，

必须要从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着手必须要从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着手，

还要把握上下文，才能够明白经文的意思，

而而怎而而穿凿附会、误解谬读这的的而而怎而而穿凿附会、误解谬读这的的

要了解登山宝训，

必须先明白经文的上下文、历史背景。必须先明白经文的上下文、历史背景。

如如可可在来如如如这出埃及记，

来看以色列人离离离离、过过过过、来看以色列人离离离离、过过过过、

进进进进进进、来看西奈山，

 摩西奉神的喻令上山，从神那里领受诫命 (而出出)摩西奉神的喻令上山，从神那里领受诫命 (而出出)

 随后摩西下山，向百姓宣示律法 (而出出)



在这在这这这在在，来看神向以色列人颁颁诫命和律法，

所说说说说说这身分 他们是神的拣选 立约的子民所说说说说说这身分 – 他们是神的拣选、立约的子民，
 因为神的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儿女
 律法 诫命 同时界定了他们对神 对其他人的关系 律法、诫命，同时界定了他们对神、对其他人的关系，

生活应该怎么过、怎么活，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

从出埃及记，一在民族就这就就就过，从出埃及记 在民族就这就就就过

一个民族的身分–他的所是，

一个民族的伦理–他的所为，个民族的伦理 他的所为，

就在 而离离在显露无遗。

马马马马马一马 约瑟带带马利亚、婴孩耶稣马马马马马 马 约瑟带带马利亚 婴孩耶稣
看过埃及，逃逃大希律，

然然在然在然然马太加了一句…然然在然在然然

这要应验经上记着说：
「我要把我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
然可一在新的出埃及这的的。

如如旧出埃及，

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未能胜过试探 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未能胜过试探

摩西上上从上然上领受诫命，

然后下山教导以色列人然后下山教导以色列人

怎么样过立约之民的生活

耶稣所离的这可 在新的 凯旋得胜的出埃及耶稣所离的这可一在新的、凯旋得胜的出埃及，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胜过试探，
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

跟从耶稣的，就是加入新出埃及行旅的，

就能够成为新的国度、天国的子民就能够成为新的国度、天国的子民

 马马 耶耶上过上，直直离直教训门徒、群众，

教导他们天国子民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的，，

教导他们天国子民的样貌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在这这这出埃及记一一这在在，这在这这这出埃及记 一这在在

摩西这耶稣成一一在成说、强强这对比。

耶稣而不不不新摩西，其其其可超过摩西，

摩西可从神然上领受律法 可 在代言人摩西可从神然上领受律法，可一在代言人，

耶稣是直接开口地教训，他就是颁布律法的那一位，

好像在山上告诉摩西 应该怎样把话传给以色列人一样好像在山上告诉摩西，应该怎样把话传给以色列人一样

聆聆摩西这就的旧以色列人，

耶稣所教导的人却不限于一个民族耶稣所教导的人却不限于 个民族

甚甚马太引引以赛亚：加利利是外邦 四15，

还还还过许多的人，一然所：还还还过许多的人，一然所：

希律安提帕管辖的加利利，罗马巡抚控制的耶路撒冷、

犹太、约旦河外，还有一些的特区，比方低加坡里 四25，犹太、约旦河外，还有 些的特区，比方低加坡里 四25

简简所，其可他他过外邦、万国
正如以色列人领受律法成一神的子民如 领受 成一 民

说恪守律法所说蒙神拣选这圣约，一称一

登山宝训或山上宝训的 马马~七，就是耶稣勾勒出登山宝训或山上宝训的 马马 七，就是耶稣勾勒

新出埃及记、天国子民的身分和生活的特质。

这这这这这这而可可可得到福气，告告可可这可：

属于神的子民的 耶稣基督的跟 者 应该怎么样生活属于神的子民的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应该怎么样生活，

是 马马马马 的第一个讲论，尤其看重信仰的可见性。

结语 的 方向结语就可 七17~27，把把在这把这目的、方向是很很所而来…
17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18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19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20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呼 「主 主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23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24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25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 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27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这个结语很清楚总结了整个讲论的核心 – 信仰的可见性。

心 有纠缠可可可这就所在，就就也就就就就就、牧牧，心里有纠缠，

特别把保罗的作品、尤其罗马书、加拉太书，

所提到的「因信称义」作 个对比所提到的「因信称义」作一个对比，

就就就所马太福音可强是信仰的可见性，

然怎强调行为 这而可靠行为称义吗？然怎强调行为，这而可靠行为称义吗？

这不是违反了因信称义吗？

其其其其然来保罗书信这在在 可可怎说我其其其其然来保罗书信这在在，可可怎说我

保罗从来就没有说「行为不重要」，
其每封书信这然的的，都可这怎怎就作一个新造的人，其每封书信这然的的，都可这怎怎就作 个新造的人，

脱去旧的衣服、就是旧的行为，穿上新的衣服、

穿上新的人 过新的伦理生活穿上新的人，过新的伦理生活

马太福音这强调行为，也可强是天父的旨意与耶稣的话，

那个行为是基于耶稣的教导，是基于天父的旨意，那个行为是基于耶稣的教导，是基于天父的旨意，

基于必得要假设相信

事实上耶稣的教训谱出天国的协奏曲，不是军令口号。

读者 律法主义 登山宝训如如读者说律法主义这然的的的、观观，把登山宝训
套在生活上，怎会也然在担子一律法沉沉沉沉沉沉沉！

耶稣的教训勾勾天国福音的憧憬耶稣的教训勾勾天国福音的憧憬 –
天国子民是反照天父恩慈的德性，

不是应许 般人口头说的 心中想的不是应许一般人口头说的、心中想的

所谓福气、快乐

今今这在牧误以为耶耶这这可「得福方程式」，今今这在牧误以为耶耶这这可 得福方程式」，

不是以为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痴人梦话，

就是早晚因为不灵验、而失望跌倒了就是早晚因为不灵验、而失望跌倒了

你你你耶耶在 马1~12 所所这去行的话，

你怎么会是所谓的有福呢？你怎么会是所谓的有福呢？
从一般人这的的不会是有福的！

一定会觉得越是这样生活，越是觉得困难，越是这样做时，会觉得越是这样生活，越是觉得困难，越是这样做时，

你觉得信仰跟实际的生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

就所今今这这这就…
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可心灵贫乏的人，可是一、深深自己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的人只能倚靠神 所以天国是属于虚心的人的 一无所有的人只能倚靠神，所以天国是属于虚心的人的

 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心虚，不是

其所这可一在说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倚靠这，其所这可 在说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倚靠这

在上这在在的在在倚靠神的恩典，

不是自己的能力、才能、背景、学问、样貌、经验，不是自 的能力、才能、背景、学问、样貌、 验，

只能倚靠的神的恩慈，耶稣说：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

4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4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因为他们明白天父的心肠，天父因为这个世界

离开他而下坠在罪恶当中，天父自己哀恸中，天父自 哀恸
 因为天父的哀恸，我们也分担这种哀恸
这就哀恸的人一一怎经历天父的安慰，其一一可有福的，

那个福是从神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而可可可 一所所这谦卑有礼而可可可一一所所这谦卑有礼，

 而是把天国的那种憧憬，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
 把自己那种自我看法 野心 计画放下来 把自己那种自我看法、野心、计画放下来

这的说在在要正也看永远、永恒的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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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义可可可从马一是是这一是的而来，

的旧这的义才在在就才一的义的生命，的旧这的义才在在就才 的义的生命，

一定是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像天父、越来越紧紧跟随耶稣的

7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7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所所这怜恤，而不可一一所这不就同情心、怜悯的心，

 对很多人产生怜悯的心肠 善行 是非常钦佩的 对很多人产生怜悯的心肠、善行，是非常钦佩的

马太福音所所这可天父然的怜恤、心肠，

以天父的心肠怜恤其他的人、大地万物的，以天父的心肠怜恤其他的人、大 万物的，

会得到天父的怜恤



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心的人 没旧旁骛 没旧其其这想法 没旧没怎这议程清心的人，没旧旁骛、没旧其其这想法、没旧没怎这议程，

 就单纯地生活、服事、忠心地去帮助其他的人

 所要的 渴望的 是神自己 越来越靠近 所要的、渴望的，是神自己、越来越靠近

所说清心的人，一一在在看见父神。

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律法的目的是使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身分、崇拜独一真神

 而因为这样的敬拜 能够开展出 个合宜的身分 而因为这样的敬拜，能够开展出一个合宜的身分，

与别人好好地和平地生活起来

这在这这可神立约、拣选子民，也可耶耶在登山宝训所这这，这在这这可神立约、拣选子民，也可耶耶在登山宝训所这这，

他讲的不是一个人得到救恩的问题；

是怎么样可以将这样一个福音的憧憬 惠泽其他的人是怎么样可以将这样 个福音的憧憬，惠泽其他的人，

使得其他的人也得到福气、得到和平。

缔造和平的人可神的儿女，缔造和平的人可神的儿女
一在要正可属神儿女的，一一在在带出和平的生命！

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为义受逼迫 不 定想得很复杂为义受逼迫，不一定想得很复杂，

约瑟，就就在的的来这，

他也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他也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

虽然没有人逼迫他，可是为了义的缘故，

旧所一、旧所而一：旧所一 旧所而一：

他的为，是一般人觉得很傻

 他的不为，也是别人觉得是莫名其妙的他的不为， 是别 觉得是莫名其妙的

所说就在的的来这，其也可他一这在义、

也也过一一这苦头，可可天国是他的！

另另施洗约翰，也可一在义的忠仆，

忠心传讲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忠心传讲的一个上帝的仆人，

也受到逼迫，最后死在希律安提波的手下，

这就这说在天国里面有分的这就这说在天国里面有分的

天国的子民想要得福，

必须将华人传统所说 所期盼的福气搁下来 必须将华人传统所说、所期盼的福气搁下来

 断言扬弃成功神学所说的祝福

耶稣 国福气 不是神子民将会得到什么耶稣应就这天国福气，不是神子民将会得到什么，

是神的子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可是天国的憧憬所所成这可是天国的憧憬所所成这。

天国的憧憬反反这就的旧一在 –
天国主人的容貌 就是我们的天父天国主人的容貌，就是我们的天父。

马马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而不也以前你在这这这这在 想看这 渴渴这福气可没怎？而不也以前你在这这这这在，想看这、渴渴这福气可没怎？

希渴今今这研读、思思，

 能够把你带到更靠近天国讲论的核心领域 能够把你带到更靠近天国讲论的核心领域

 甚至希望能够把你靠近耶稣的脚踪，

把你把把天父的慈容，把你把把天父的慈容
希渴可可在在不可可天父一样完全！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你自己的爱子 向我们宣讲天国的福音你借着你自己的爱子，向我们宣讲天国的福音。
也许这个福音的福，

跟我们以为可享的福不一样 甚至很不同，跟我们以为可享的福不 样、甚至很不同，
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的福气，才是真正的福气，

因为我们将要像你，我们将要与耶稣同行。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与自己与别人、甚至整个社会世界，
都在天父的慈爱 和平的福音的里面都在天父的慈爱、和平的福音的里面。

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听众朋友，
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
能够听清楚耶稣所说的、记住耶稣所说的，

看见耶稣所让我们看见的憧憬。看见耶稣所让我们看见的憧憬。

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触动、立志！
垂听我们在主面前的祈求、立志，，

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