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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六 1~18隱藏的生命隱藏的生命
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2所以 你施捨的時候 不可在你前面吹號 像那假冒為善的人2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

在會堂裡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 得了他們的賞賜

3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4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你們禱告的時候 像 冒為善的5「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

愛站在會堂裡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6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7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

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8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8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

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太六 1~18隱藏的生命隱藏的生命

09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們！

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15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16「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著愁容；

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17 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

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在上一次研究這段經文的時候、就提出耶穌的教導…
說明了生命的焦點 不是信仰實踐的空間 不在於是說明了生命的焦點，不是信仰實踐的空間，不在於是

公共或是在私下，不是別人看見、別人看不見。

耶穌的講論主要的目的 是提醒我們生活實踐的對象耶穌的講論主要的目的：是提醒我們生活實踐的對象，

究竟我們是看著人來做呢？還是對著神來做呢？

究竟在生活的那一種實踐的裡面，究竟在生活的那一種實踐的裡面，

認為神是裁判我們的生活一切的呢？還是周遭的人呢？

耶穌的教導根本問題是耶穌的教導根本問題是

「到底誰是生活的最終的裁決？ 」

在這段經文裡面講到的，是禱告、施予、禁食，在這段經文裡面講到的，是禱告、施予、禁食，

放在我們的處境當中，也許就可以把

這三方面的生活層面，把它延伸更加多了。這三方面的生活層面 把它延伸更加多了

如果我們的生活是認為別人是信仰行為的裁決，

那麼所作所為都免不了是為了贏取肯定、讚賞，那麼所作所為都免不了是為了贏取肯定 讚賞

或是至少說：不想別人給自己批評…



在一般的情況下，的確是可以得償所願的。

耶穌講了三次 都說「他們得到他們的賞賜耶穌講了三次，都說「他們得到他們的賞賜」，

也就是說生活實踐是為了別人去行的話，

當然我們希望可能得到一些的肯定、讚賞、當然我們希望可能得到一些的肯定、讚賞、

或不讓別人誤解、讓別人能夠理解…

當我們這樣行的時候，通常也會得到我們所想得到的，當我們這樣行的時候，通常也會得到我們所想得到的，

也就是耶穌所說的「得到賞賜」的意思，

如果以為我們對著別人所做的，如果以為我們對著別人所做的，

一定使得別人給予肯定、讚賞的話，

未免是太天真了未免是太天真了

如果我們對著別人做不要誤解的話，

我們也太過天真了我們 過 真了

讚揚和榮譽，並不是善行必然的結果，

而我們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們：而我們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們

每一椿事情都可以讓人有不同的解釋。

無論人是否知道我們行為背後的動機，

人總是可以因為我們的行為 而給予各種不同的評價人總是可以因為我們的行為，而給予各種不同的評價，

有一些人真的是想做一些好的行為、想幫助別人，

可是周遭的人可能認為他們是沽名釣譽 別有用心。可是周遭的人可能認為他們是沽名釣譽、別有用心。

有一句話說：天上怎麼會掉下餡兒餅來？

就是說無緣無故地 會怎麼有好事情發生呢？就是說無緣無故地、會怎麼有好事情發生呢？

大概是這樣的一種的想法，使得很多人對於一些善行

都採取一種比較否定、懷疑的角度來看。都採取一種比較否定、懷疑的角度來看。

如果一個人對另外的一個人，產生先入為主的意見，

那情況就更不可以理解了 那個人不論做什麼那情況就更不可以理解了 – 那個人不論做什麼，

這一邊都認為他所做的是不對的，

或說他心存的不是良善的念頭或說他心存的不是良善的念頭

兩個人如果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投契的話，

有時另一方做的行為、說的話不那麼地動聽、有時另一方做的行為、說的話不那麼地動聽、

不太合宜，這一邊還是認為他是好的…

這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一些現實、困難，

如果我們把我們生活實踐的對象如果我們把我們生活實踐的對象、

裁決放在別人身上，

讓別人的意見反饋成為我們一切量度的話，讓別人的意見反饋成為我們一切量度的話，

生命可以是很沉重的 – 每做一個決定、思考，

都可以是非常沉重的一種的擔子都可以是非常沉重的 種的擔子

實際生活，常常活在別人的眼光和評斷裡，

讓別人的眼光、評斷，成為我們生活的準則、裁決讓別人的眼光 評斷 成為我們生活的準則 裁決

你滿足了甲、滿足不了乙，滿足了甲乙、滿足不了丙，

如果你的生活、生命的決定，如果你的生活 生命的決定

是完全基於別人的裁決的話，

你會覺得生活是挺不容易的！你會覺得生活是挺不容易的

這不僅是別人的意見帶給我們一些的困惑，

其實我覺得更讓我們要想的就是 –
自己也不很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是一個牧師，也是神學院的老師，

般來講都會把會眾看成是面對的「裁決一般來講都會把會眾看成是面對的「裁決」。

在信仰群體裡，我傾向相信沒有太多的人

會喜歡爭取帶領公開禱告的機會會喜歡爭取帶領公開禱告的機會

可是作為一個神學院老師、牧師，常常被邀請領禱，

是常有的情況，很多的平信徒、領袖，是常有的情況，很多的平信徒 領袖，

是很希望牧者、神學院的老師帶領禱告

一般的信徒心裡面以為、也相信 –般的信徒心裡面以為 也相信

牧師、老師禱告的水平、力量，是比較有保障的。

我想大多數的牧者未必希望引別人注意，但在禱告時，我想大多數的牧者未必希望引別人注意 但在禱告時

倒是挺希望我們的禱告能夠感動別人，

也就是說當我們帶領禱告時，希望我們的禱告是 當我們帶 禱告時 希望我們的禱告

能夠對別人產生一種共鳴、影響、力量。

他禱告，會眾不斷地以阿們、感謝主、是的主，他禱告 會眾不斷地以阿們 感謝主 是的主

會發現那個禱告、循環、力量，是越來越大、越來越有。



可是當我禱告時，會眾鴉雀無聲，

就不免對自己禱告產生懷疑了就不免對自己禱告產生懷疑了…
是不是我的禱告的力量不太夠、

沒能幫助別人、不能感動弟兄姐妹？沒能幫助別人、不能感動弟兄姐妹？

當我在禱告時產生這樣的一種想法，

不知不覺會眾就成了我禱告的裁判和對象了，不知不覺會眾就成了我禱告的裁判和對象了，

忘了禱告真正的對象是天父上帝了。

來到這裡也許你能夠再一次地明白，來到這裡也許你能夠再 次地明白，

為什麼在這段經文耶穌說：

「你要禱告的時候要進入內室，禱告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你要禱告的時候要進入內室 禱告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
不是說每次禱告一定要在室內裡面

禱告的時候，要搞清楚誰是聽禱告的對象禱告的時 要搞清楚誰是聽禱告的對象

誰是我們禱告的對象、不在於室內或室外，

是在於我們有沒有搞清楚

禱告的對象究竟是哪一位。

我們活著有很多的時候，是為了贏取別人的肯定和讚賞，

這種生命其實是挺沉重的這種生命其實是挺沉重的…
如果說你渴望別人的肯定、讚賞的話，

別人的肯定、讚賞就成為你生命滋潤的養分了別人的肯定、讚賞就成為你生命滋潤的養分了

這種養分不出現的時候，你會發覺你的生命

很枯萎、很乾澀、很沒有力量很枯萎 很乾澀 很沒有力量

這種生命其實是一種沉重的擔子，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如果這種擔子還加上宗教的外衣的話，如果這種擔子還加上宗教的外衣的話

就讓人感覺好像是一定非這樣做不可。

可能觀眾朋友會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觀眾朋友會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說我們的時間、生活，是完全不理別人了？

反正我們認為對著上帝就對了，其他都不管了，是嗎？我們 為對著 帝 對了 其他都不管了 是嗎

我想我們要明白的：耶穌講的不是一種橫眉冷對千夫指，

不屑一切、不管別人、大地任我行的生命，

耶穌不是頒下宗教的新規條，是教導我們生命對準的焦點！

問題不是你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怎麼樣做，

而是你為誰做而是你為誰做…
關鍵是你以人為你的觀眾、

還是那位相信在隱密處察看你的神？還是那位相信在隱密處察看你的神？

你甚至不肯確定祂有沒有在察看你？

你不肯定祂有沒有在看，祂仍然是你生命的裁決你不肯定祂有沒有在看，祂仍然是你生命的裁決

不是說你完全不理別人、不屑一切，

而是說如果你的生命焦點對準的話，而是說如果你的生命焦點對準的話

你的生命會成為別人真正的祝福，

而不是讓人成為你生命的裁決。

也只有這樣子，無論你的奉獻、給予，

是不是人所知道，無論你給的是多還是少…

有一天你會非常非常地驚訝，

你竟然不知不覺地觸摸了主！

為祂添衣、給祂涼水、為祂療傷、給祂安慰、讓祂飽足。

太廿五34~40 分山羊、綿羊那一段比喻，

解釋的時候就說 綿羊曾經服事過主解釋的時候就說：綿羊曾經服事過主 –
坐牢時給祂探監、給祂涼水、給祂溫暖、給祂安慰。

門徒說：「我什麼時候做了這事情啊？門徒說：「我什麼時候做了這事情啊？ 」

主說：「做在小子中的一個，就是做在我身上。 」

這種生命就是顧及別人的生命，這種生命就是顧及別人的生命，

不是讓別人來裁決自己，而是生命對準了上帝。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儘管他不知道自己做在基督身上，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儘管他不知道自己做在基督身上，

卻是的確地做在主的身上、讓主所肯定

只有這樣子，你的禁食才不是宗教活動、只有這樣子 你的禁食才不是宗教活動

或是操練自己的一種律己行為

而是通過禁食，你感受到眾生的苦、體會神的心懷憐憫，而是通過禁食，你感受到眾生的苦、體會神的心懷憐憫，

覺得需要鬆開兇惡的鎖鍊、讓被壓迫的人得到自由，

想到把食物分給飢餓的人、流浪窮困的人應該有家可歸、想到把食物分給飢餓的人 流浪窮困的人應該有家可歸

赤身露體的人應該可以有衣可穿 (賽五八6~7)。



從舊約到新約，沒有一個地方說 – 禁食是一種宗教的操練行為，

覺得讓自己好像很屬靈的 種利己的行為覺得讓自己好像很屬靈的一種利己的行為，

或是使得自己變得很屬靈的一種操作。

禁食的目的是對著神，能夠看清楚自己還有別人，禁食的目的是對著神，能夠看清楚自己還有別人，

因為生命焦點的對準，更加能夠真誠地愛別人、關顧別人

因為他們將會得到天父的憐憫，因為他們將會得到天父的憐憫，

而不是關心別人、希望別人給自己肯定、給自己讚賞

正因為這樣，內室的禱告是重要的：正因為這樣 內室的禱告是重要的

不是在外面給予許多的目光、聲音所分散注意力，

是讓我們把這些一切擱下，專注地對準天父

提醒要把生命的焦點對準，

會不會引起別人說：阿們…，都不重要，

因為你禱告想要聽到的回應就是天父的微聲細語，

只有跟神在一起，不需要豐富的詞藻、神學的思維，

你只需要像一個小孩子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這段經文一再講的：

最大的賞賜 天父的賞賜最大的賞賜、天父的賞賜，

如果向著別人做、是有他的賞賜，

就是人的肯定和讚賞的話就是人的肯定和讚賞的話

對準天父所做的、得到天父的賞賜是什麼呢？

就是一無所懼地可以稱祂為父就是 無所懼地可以稱祂為父

可以看見這位全地稱祂的名為聖、

祂的旨意行在地上祂的旨意行在地上

因為這樣子，人與人之間可以互相地饒恕，

彼此擁抱的這一位天父。彼此擁抱的這 位天父

最大的賞賜，

就是能夠明白祂的心意、看到祂的面容。是能夠明白 的 意 看到 的 容

希望上一集以及這一集對這段經文的理解，

能夠幫助我們對屬靈生活、信仰生活的實踐，能夠幫助我們對屬靈生活 信仰生活的實踐

有一個更對的焦點。

親愛的天父，我們在你面前再一次感謝你，

藉著你自己的愛子一再提醒我們：生活需要對準你。

我們也知道就因為對準你，

才能夠真正面對自己 面對其他的人。才能夠真正面對自己、面對其他的人。

我們能夠坦然承認自己的缺乏、自己的虛偽，

我們也能夠坦然地面對弟兄姐妹給我們的回應，我們也能夠坦然地面對弟兄姐妹給我們的回應

或是肯定、或是不以為然，

我們都因為你，

而知道怎麼樣與他們一起地成長。

所以幫助我們，讓我們把生命對準你，

我 當然後我們在服事、生活的當中，

都因為對準你，我們與我們的

家人、弟兄姐妹、朋友、同工相處的時候，家人、弟兄姐妹、朋友、同工相處的時候，

也因著你得到力量和勇氣。

垂聽我們的禱告和決志 靠耶穌基督名求 阿們！垂聽我們的禱告和決志，靠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