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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六1~18生命的焦点生命的焦点
1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2所以 你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2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实在 诉你们，他们 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3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4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5「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6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话7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8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8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太六1~18生命的焦点生命的焦点
09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12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12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14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15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16「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17 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耶稣的言论，有有有有挺难理解的，

甚甚有有有甚甚 甚甚自相矛盾的的甚甚甚有有有甚甚甚甚甚自相矛盾的的甚…
 第五章 耶耶耶盐、城、光，说门徒的见证，

用耶稣自己的话说 你们的光也当照在别人面前用耶稣自己的话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别人面前，

是清楚不过地说明信仰生活的「可见性」

 第第第 结语说：好树结好果子 是可见的 第第第 结语说：好树结好果子，是可见的
都有信仰的可见性…

可有可可可可，耶耶耶吩咐门徒 有是是我们可有可可可可，耶耶耶吩咐门徒、有是是我们 –
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们的信仰行为，

这包括三个在那个时候，很重要的生活环节，这包括三个在那个时候，很重要的生活环节，

行善 (在今天可以理解成为奉献) 、祷告、禁食，

耶耶说：你你不要让人看见你你你可你你你你，耶耶说 你你不要 你你你可 你你你

这三样的事情几乎是那时信仰生活必然操作的环节。

如何不不不不不不不？再再再再有的社会处境、历史背景，如何不不不不不不不？再再再再有的社会处境 历史背景
就就就甚甚耶耶的就匪夷所思了！



在耶稣的有的，行善、祷告、禁食的

犹太人并不罕见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犹太人并不罕见，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没有社会福利制度、没有慈善网的的的的的，

行善、施予就有赒济穷人的的甚的的的行善、施予就有赒济穷人的的甚的的的…
把物质放到需要的人里面

 把需要的资源放到会堂 让会堂去安排处理 把需要的资源放到会堂，让会堂去安排处理…
可有每个人都在做的，怎怎可怎不让别人看见不？

还有祷告，祷祷有犹太人生活的一部分，还有祷告，祷祷有犹太人生活的 部分，

 特别在一些的日子，

几乎的犹太人在圣殿都要祷告几乎的犹太人在圣殿都要祷告

 在境外的不同地方，犹太人一样地祷告

就有不可能不不不不看见你祷告的。就有 不不 见 祷 的

禁食也有，特不在赎罪日的的的，所有不都禁食，

如何能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禁食呢？何能不 别 知道自 是禁食呢？

所所所马太福音的不所可可可，有困惑有是是是的！

多多多，我在我我再我有我就的教会，

收奉献时用的是 个木制的盘子收奉献时用的是一个木制的盘子，

而不是我们一般见的奉献袋，

在奉献有可时盘子，在奉献有可时盘子，

就在就就就就在就就就，

每一个人把多少钱放在盘子上面 都挺清楚可以看见的每 个人把多少钱放在盘子上面，都挺清楚可以看见的…
我我我我在可我我就我就的有有，也有有甚不也也，

可有也可有不习惯、没有多没。可有也可有不习惯 没有多没

有一次，我的朋友从香港来看我，就把他带到

这个教会崇拜，进行到奉献程序的时候，这个教会崇拜，进行到奉献程序的时候，

我可我我我不不就就就就就可我木盘，

他说：：这是收集奉献吗？」我说：是啊！」他说 奉献吗 」我说 」

我可我我我就耶甚我很不满的的的说：

：主耶稣不是教导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吗？

为什么你们教会用木盘来收这个奉献呢？」

特不有华人教会，在收奉献的有有就耶布袋，

所以你放多少下去 没有人看见所以你放多少下去，没有人看见。

如如你如为什么要耶要要要的就，

也许他们就会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来解释了也许他们就会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来解释了。

可我如这这这、有另外一个问题，行善、奉献不不不不不，

那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人必然会行善 奉献吗？ 那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人必然会行善、奉献吗？

就甚我奉献袋有，如如要如如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的就，

那是不是每一个把钱放在袋子里面的人那是不是每一个把钱放在袋子里面的人，

都是那么真挚地、将最好的来奉献呢？

可我就有 时空间可我就有甚时空间…
 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会做得好吗？

 没有人看见奉献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会献上最美吗？ 没有人看见奉献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献上最美吗？

也许、也许不。
因因可你要耶稣在可可教导的精髓，因因可你要耶稣在可可教导的精髓

是不在于宗教的生活究竟是要暗地里、还是别人看见。

另另甚我另要，就有耶稣谈可祷告，

同你不我你摸不着头脑同你不我你摸不着头脑…
六5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

 正如不肯定没有人在身旁的时候，人必然行善、奉献

 也不能说在公共场合祷告的人 一定是假冒为善的 也不能说在公共场合祷告的人， 定是假冒为善的，

所有在会堂里面领祷的人，一定是假冒为善

如如你有如就你甚时街头布道，分分对象决志信主就，如如你有如就你甚时街头布道，分分对象决志信主就，

就有可怎在就就、十十十十祷告的。

是显可我行为本身 – 崇拜的领祷、公祷、在路上的祷告是显可我行为本身 崇拜的领祷、公祷、在路上的祷告，

都是与耶稣的教导至少表面上是有违背了。

就不要说在就多的我就在禁食就这，就不要说在就多的我就在禁食就这，

有是多的操练、是多很很，

每一个人都知道别人在禁食，每 个人都知道别人在禁食，

那如何不让别人知道禁食呢？



我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有有，也就就是也显也、是也也也，

把经文抽出它的上下文 应用在生活的里面把经文抽出它的上下文、应用在生活的里面。

希希希希希希的希所怎希希我你甚我看法、或体悟，

经文的阅读 理解 应用 都必须要把它放在上下文经文的阅读、理解、应用，都必须要把它放在上下文、

放在恰当的历史处境当中；

不显的就，希希经经就经为难担的担子–不显的就 希希经经就经为难担的担子
耶稣的新律法，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

而且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重担。给我们带来更 的重担。

比的说：如如你行善、奉献被不人人人，

虽显你不虽虽不不人人，你有什么反应不？虽显你不虽虽不不人人 你有什么反应不？

因为怎？我的我我就是多很美的见证：

 做了奉献，不愿意别人知道奉 ，

 也有朋友，没有说愿意不愿意别人知道，

就是按照一般有的情况、就这样做了，

你不能因为他被别人知道了，去质疑他奉献的动机

就就我你在今天的处境，尤尤有尤尤财政透明的的的就的，

我不奉献多多 我就收了多少 我 我证明甚我不奉献多多、我就收了多少、我甚我证明…
这些的纪录，都需要非常清清楚楚地记载，

那是对于群体 个人的承担 担待那是对于群体、个人的承担、担待。

如如我你不是如如在如就

法定的要的、法令的的的，法定的要的 法令的的的

还有现实的的的的因的，我你完全不管，

把经文就硬生生地套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把经文就硬生生 套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无论对自己、对别人或群体，都不是一件美事，

就更要的有他没怎更更是如耶稣所说的意思。

你认为行善不为人知，可能吗？

有不说可能、有不说不可能有不说 有不说

 我觉得不一定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重点在于无论是在公共、或是在私下的地方，

行善的对象究竟是谁？

在经文可这，耶稣几几说就–私下察看的天父，

就是那位真正在看你的奉献 行善 祷告的就是那位真正在看你的奉献、行善、祷告的，

那一位裁决是上帝天父、不是别人。

如如你在公共的场合奉奉 领祷 如行如如你在公共的场合奉奉、领祷、如行，

可是你对得很准、对象就是天父，
你人人你可 你有因就明白 靠近他的心意的就你人人你可甚你有因就明白、靠近他的心意的就，

木盘传到面前，放下去的一块、两块、

几百 几千 都是他所悦纳的几百、几千，都是他所悦纳的

如如你如人人你的祷告有朝向他做的，

无论是在聚会中的领祷 很有恩赐的祷告无论是在聚会中的领祷、很有恩赐的祷告、

比较粗糙简单的祷告、或是街头布道

带领决志的祷告 都会被天父所接纳的带领决志的祷告，都会被天父所接纳的

你的禁食有是是希是可你的就，

不在于你在公开还是私下不在于你在公开还是私下，

一定为天父所悦纳的

所所如这不在所公开或私下，

如这有在所有没有对准真正的焦点！如这有在所有没有对准真正的焦点！

为什么公开、私下，会成为一个问题呢？

因因在公开的场合因因在公开的场合
有太多的声音吸吸我你，

使得我们朝着那些声音去回应使得我们朝着那些声音去回应

有太多的目光吸吸我你，

使得我们要配合那些目光使得我们要配合那些目光

去行、去讲、去祷告、去表达信仰

在公开的场合我你有我我在公开的场合我你有我我

 失去「要看天父慈容」的那个焦点

 为了满足别人，满足自己在别人生命上的， 命

那种位置、那种身分，

而忘了生活的焦点就是上帝

再有因为怎耶稣说：你要进到内室里面祷告神。



的你向你的父亲祷告的有有，

你需要做很多的铺垫 装饰 词藻 仪表吗？你需要做很多的铺垫、装饰、词藻、仪表吗？

他完完全全接纳你就，

 你就简简单单 如如实实地向他祷告 你就简简单单、如如实实地向他祷告

 这个祷告不需要复杂，

没有很多复杂神学的概念 原文没有很多复杂神学的概念、原文…
就有是就就也向着生命的焦点、可我父可祷祷。

有这样一位天父在我你在在的的经因焦点，

 我们就非常勇敢、喜乐地活常勇

 我们行善、施舍、祷告，做所有一切的，

都知道会被他悦纳

他有裁决、拥抱我你的再甚我，

我你就我经喜乐、勇敢也地可天路。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
借着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借着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

再一次地提醒我们：生命的焦点是你自己！
的确在我们繁忙的生活的节奏、众多的责任里面，的确在我们繁忙的生活的节奏、众多的责任里面，

太多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焦点、焦点被模糊了：
为了满足别人，活在很多的担子的里面，疲惫、痛苦。

谢谢主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知道：
无论生活里面做什么，或行善、或祷告、或禁食、

或宣 或教 或辅 或 福音或宣讲、或教导、或辅导、或传福音，
如果对准天父的话，就不在意效果是如何，

就不在意其他人的评价是怎么了？就不在意其他人的评价是怎么了？
因为天父你是我们生命的裁决、我们的倚靠，

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决志、紧紧地跟随你，帮助我们每 位能够 志、紧紧 跟随你，
学像当天国子民那种的生命、

对准你，勇敢、喜乐地生活。

我们的祷告、立志，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