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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的人(一)
太五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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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長樂牧師 2017.07.16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我們中國人很看重「福」這個字，我們希望得到祝福！
我們用很多的方法，來希望福氣臨到自己。我們在過年的時候把 福」
我們用很多的方法，來希望福氣臨到自己。我們在過年的時候把「福」
還貼得倒過來！我們就是希望福倒、福到，大家都希望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世界上的祝福也許是平安無事、健康、或者多子多孫！
但是世界上的福氣、福份，有它的限制，
第一個：它是短暫的；第二個：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這一些；
第三件事情很有趣的是，中國人常常把福跟氣連在 起，叫福氣、福氣！
第三件事情很有趣的是，中國人常常把福跟氣連在一起，叫福氣、福氣！
世界上的福，常常伴隨著氣。我很謝謝大家為我們家的禱告，
我的女兒最近生了第三個孩子，很多人看到了我們家的照片都說：
「牧師！你真是有福氣的人！」但是這個福氣卻伴隨著我花了好多的錢，
然後師母兩個手都廢掉了！

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2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清
有 了 因為 們 得見神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 前的先知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讀經
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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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聖經上的「福」，
卻是另外的一種讓我們能夠了解的神的描述！
聖經上的福是說，一個人是在信靠的當中
擁有神的性情，和神那樣的喜樂！
做基督徒一點都不無聊，是充滿了喜樂和光彩的。
今天我們讀的八福，是耶穌開始傳道的時候所傳講的信息，
表 我們的神是 位樂意賜福給 跟從祂的
表示我們的神是一位樂意賜福給凡跟從祂的人。
「有福了」總共出現43次在聖經當中！我覺得翻譯的人，很有上帝的靈感！
他說 有福了」！有 福」 但是沒有 氣」
他說「有福了」！有「福」，但是沒有「氣」。
在這裡就講到說上帝所賜的福，是要人有一種滿足的平安和喜樂。
這樣的生活，是神賜給每一個願意信靠祂的人。
「不管你是貧窮、還是富足；不管你是在健康、還是疾病；
不管你是在順境、還是逆境」，
這三句話我常常在婚禮的當中來問新人，
這三句話我常常在婚禮的當中來問新人
但這也是我們生活當中的寫照。

我上個禮拜去看一位在病院當中的弟兄，他的病實在非常地重，
醫生說他們沒有辦法了！ 我在那裡的時候，醫生也到病房來看他，
然後偷偷摸摸地拿了一張很不樂觀的數據，塞給他太太！滿臉的無奈跟憂愁。
可是這位在病痛當中的弟兄，身體雖然疼痛，但是確實充滿了喜樂和平安。
我問他：「耶穌在哪裡？」他說：「耶穌在我心裡！」
我說：「你過去對太太不好，有沒有跟他道歉？」他說：「有！」
他還告訴我好多人去看他，他非常地喜樂！這就是上帝所賜的福。
我們常常宣告福音！就是宣告有一位賜福的上帝！一切信靠祂的人，都要蒙福！
不是只有我們這樣宣告而已 也能夠經歷祝福 但是聖經當中所講的祝福
不是只有我們這樣宣告而已，也能夠經歷祝福。但是聖經當中所講的祝福，
不是根據你做了什麼事情；或者說你擁有什麼東西，重點是，你到底是不是
一個有福的人？一個有真正屬靈的生命和品格的人，是會得到真正的祝福。
福，是從上帝那裡來的；是不受環境影響的，甚至一個有福的人，不管他到那裡，
都可以改變環境。我們也看到聖經當中，耶穌講的八福，是特別對門徒們講的。
門徒就是願意跟隨 而且順服耶穌的人 我求主幫助我們在領受這篇道的時候
門徒就是願意跟隨、而且順服耶穌的人。我求主幫助我們在領受這篇道的時候，
先做一個決定，我要做一個跟隨、並且順服耶穌的人。

八福可以分成兩個方面，
 頭四個福可以說是被動的，是神在我們生命當中的工作；
 後面四個福是講到我們和神、以及人之間的關係。
有的福氣是現在就可以得到；有的福氣是在未來、甚至永恆的當中才能得到。
但重點不是在蒙福的時間是先或者是後，而是在遵行上帝旨意的過程當中，
神就已經不斷地將獎賞來賜給我們。…
首先，我願意跟大家一起思想—虛心的人有福了！在路加福音那裡翻譯做：
首先
我 意 大家 起 想 虛心的人有福了 在路加福音 裡翻譯做
貧窮的人有福了，這個貧窮，不是指物質上的貧窮；而是真正的知道
自己心裡面的貧窮 世界上的人 絕對不會稱 個貧窮的人是有福的
自己心裡面的貧窮。世界上的人，絕對不會稱一個貧窮的人是有福的。
 如果哪一天有個人來跟你借錢，你跟他說：
「你真是有福啊！」那恐怕你是討打、或討罵！
 每天中午都有幾位街友來我們教會，希望獲得一些
飯食的供應。我從來不敢跟他們說：「你們真有福啊！」
這裡講的貧窮，不是一個普通的貧窮！這世界上有很多人活在所謂的
貧窮線之下，而這裡講的貧窮是一個一無所有，要靠討飯維生的一個人。

一、一個靈裡貧窮、虛心的人，為什麼有福呢？
因為他是 個承認自己裡面 無良善
因為他是一個承認自己裡面一無良善，
他願意把心中的自己的小聰明跟驕傲，謙卑地交在上帝的手中。
他不再依靠這世界上 些的資源，他甘願接受神的管理和順服，
他不再依靠這世界上一些的資源，他甘願接受神的管理和順服，
走屬天的道路、做神國的子民，這是一個非常
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耶穌把他擺在第一個。

曾經有好長的一段時間，科技沒有辦法讓飛機的速度，超過聲音的速度。
因為他們發現，當飛機飛到了跟聲音同樣速度的時候，噪音就非常地強烈。
所以，在試驗的人就把引擎再加速，希望能夠衝破那樣的聲音。
但是每次都失敗！直到有 次 在 個偶然的機會裡面
但是每次都失敗！直到有一次，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面，
一位駕駛員他逆向操作，他說：「別人加速，我減速！」
他減速一段時間之後，再反過來加速就衝破了聲音的限制。

其實我們人只要有一點點、自己還有一點點東西，
我們一定靠自己而不靠神。
只要我們在世界上還有一點點辦法，我們大概就都不會禱告。
這世界會給我們好多、好多的建議！

同樣地，當你要成為一個虛心、完全依靠神的人的時候，
你在這世界一點都不受歡迎。
有好多的聲音如同噪音一樣，讓你受不了！
讓你好像沒有辦法突破這些聲音帶給你的
那種衝擊、跟障礙，甚至有的時候會帶來很大的批評。
擊
障
甚 有 時 會帶來 大
但是當你願意謙卑下來，跟隨耶穌、逆向操作的時候，
你要得到的，是超越這個世界上所給你任何的建議，
你要過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我相信在我們當中的人，幾乎每一個人都坐過飛機。
現在我們所坐的都是超音速飛機，你知道超音速
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它的速度是超過了聲音的速度。
意
在科技上這是一個非常難的突破！

我很喜歡詩篇19篇，1-6 上帝的一般啟示：
太
太陽，如同新郎出洞房。
新郎出 房
上帝的量帶，通遍天下！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這是我跟師母最喜歡的一節聖經！因為我們的溝通
已經進入這種境界！我只要稍微一個表情，師母就知道我要幹嘛！
77-14
14 上帝話語的啟示
上帝話語的啟示：
上帝的話語就好像蜂房的蜜一樣的甘甜！
而且告訴我們守著上帝的話，人生就有大的賞賜。
但是當他發現要守上帝話語的時候，他發現他有三種的軟弱，
第一個就是，他有隱而未現的罪！我們每個人都有隱而未現的罪。
有的時候做了，別人沒發現！有的時候我們的罪，是我們的心思意念。
他說：「上帝啊！求求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罪！」
因為如果我們不好好來處理隱而未現的罪，
因為如果我們不好好來處理隱而未現的罪
接下來我們就會犯任意妄為的罪。

詩一 不僅僅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個人便為有福！
用一棵樹來形容一個有福的人。
 樹的第一個功能，就是要結果子！
樹的第 個功能 就是要結果子！
 樹也需要有葉子，所以一個有福的人，
他是好像一顆樹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虛心的人有福了！你願意做一個決定嗎？
上帝啊！我願意凡事照著你的話，沒有你的話，
我就不做任何的決定，我要走在你的祝福裡面。
這樣的福 是現在就臨到的
這樣的福，是現在就臨到的！
詩十六 我將上帝常常擺在我的面前，
因為祂在我的右邊，我就不至動搖！
在上帝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神面前有永遠的福樂。

在台灣有一個年輕的孩子，還沒有到可以騎摩托車的年齡，
但是他實在忍不住，就偷偷地騎摩托車。
他的個子長得又高又大，所以在路上也不容易被發現。
他跟我說：「一開始騎在路上的時候，看到警察就發抖！」
因為他沒有駕照！在他裡面有隱而未現的罪。
可是他跟我說； 牧師啊！我告訴你沒多久
可是他跟我說；「牧師啊！我告訴你沒多久，
我的感覺就非常良好！我看到警察，還會跟他微笑！」
他說：「我已經從隱而未現，進入了任意妄為！」
有的時候看起來是你任意妄為，
但是聖經上卻說，這種任意妄為的罪，會轄制你的、
你會被捆綁的，以致於有一天你會犯下了大罪。
所以一個虛心的人，承認自己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
而選擇依靠上帝的能力和引導。
選擇依靠上帝的能力和 導

二、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在 路加福音 那邊把「安慰」翻做「喜笑」！
哀慟的人在上帝的帶領當中，必經歷安慰和喜笑！
這裡的哀慟是講到 為 個至近的親屬離開 界而悲哀
這裡的哀慟是講到，為一個至近的親屬離開世界而悲哀。
 詩七三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還有誰？
 創卅七 雅各被他十個兒子騙了！說他所愛的兒子約瑟被野獸撕裂，
雅各撕裂了衣服，他不肯受安慰！
一個真正虛心、願意依靠上帝的人，一定會知道自己的軟弱、不配和失敗，
會真 為我
會真正為我們的罪憂傷，而讓我們在主面前悔改，以致於得到救恩的安慰。
傷
讓我
悔改
救恩的安慰
我們曾經為在這世界上失去一些東西而哀慟，但是除非我們有一天
在聖靈的光照下，為自己的罪哀慟、心碎，我們就不會去求告神，
也無法得著救恩之樂。我求神光照我們，讓我們常常對著不論大罪、
小罪 有 種憂傷痛悔的心 憂傷痛悔的心 是上帝不輕看的！
小罪，有一種憂傷痛悔的心。憂傷痛悔的心，是上帝不輕看的！
甚至勝過我們來作禮拜、奉獻、做上帝的工作。

路十八 耶穌講過一個比喻—

有兩個人一起去作禮拜，一個人也許是我們非常尊敬的法利賽人，
有好的宗教、好的教育、好的道德；另外一個是我們眾人都瞧不起的稅吏！
他們都去做禮拜 他們都禱告 聖經形容
他們都去做禮拜、他們都禱告。聖經形容—
 那法利賽人是自言自語地禱告，他的禱告對象不是對神、是對人！
他說：「神啊，你看！我不像別人！我也不像這個稅吏！」
他左顧右盼、自我欣賞！他說：「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
我還有什一奉獻喔！」所以他的自我感覺好的不得了！
 但是那稅吏，可能都不敢坐2樓、3樓喔！

可能是在我們教會的台階上面呢！
聖經上說他遠遠地站著，他覺得自己好不配啊！連舉目望天也不敢！
遠遠
著
覺 自
連舉 望
他只捶著胸說：「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如果你真的從心裡面這樣講，上帝悅納你的敬拜。
主耶穌說那個稅吏回到家以後，更有平安。哀慟的人有福了！

創十三 上帝賜福亞伯拉罕和他的姪兒羅德，因此兩方面的僕人就有一些爭執！

亞伯拉罕對他的姪兒說：「我們不可以爭執！因此我們應該保持一點距離。
亞伯拉罕對他的姪兒說：
我們不可以爭執！因此我們應該保持 點距離
這樣吧！讓你來先選！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按照東方人來說，當然是長輩先選。
但是他卻讓他的姪兒先選！他姪兒也真地很不客氣，他選了那個最美的、
像是伊甸園一樣的約旦河平原。人常常只憑眼見，人常常只追求眼前的。
但是那個美麗的平原裡面，竟然包括了所多瑪和蛾摩拉！
亞伯拉罕很大方就讓給他的姪兒羅德。但是當他做了這樣溫柔地謙讓之後，
上帝向他顯現說
上帝向他顯現說：「你舉目像東、西、南、北觀看！你所看見的一切，
你舉目像東 西 南 北觀看！你所看見的 切
我都賜給你，也賜給你的後裔！並且你的後裔要多如塵沙！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我要把這地賜給你。」
這叫做溫柔的人會承受地土！弟兄姊妹，也許你在工作或家庭裡面有些委屈，
但是你默然倚靠來交托給神的時候，你會看見上帝賜給你一片的寬廣。
其實 個真正地為罪哀痛的人 才會溫柔啊！否則我永遠都覺得別人虧欠我！
其實一個真正地為罪哀痛的人，才會溫柔啊！否則我永遠都覺得別人虧欠我！
永遠都覺得自己對，而且受委屈。你願意做一個寬廣的人嗎？溫柔的人有福了！

三、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所有的土地建商，都應該來讀這個第三個福！
中國人說:「有土斯有財」，中國人喜歡炒地皮，
但是這邊講到溫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
是這邊講到溫柔的人可 承受地土
 這裡講的溫柔，不是那種低聲下氣、甚至委曲求全！
 聖經講的「溫柔」是將自己天然的衝動和慾望，
都交在神的手中，願意謙卑、等候上帝的時間和作為。
我們一生當中很難忍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委屈」，
當我們受委屈的時候，我們會非常地生氣！
詩卅七 一個溫柔的人，他會離棄憤怒、
他不會心懷不平以致至於作惡。
他不會心懷不平以致至於作惡
等候耶和華的要承受地土，且以豐盛的平安和喜樂為祝福。
一個溫柔的人是堅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給神、而且倚靠神，
安安靜靜地等候上帝的作為。

四、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這邊的飢渴是講到說，實在是沒有食物、沒有飲水就活不下去了！
這邊的飢渴是講到說
實在是沒有食物 沒有飲水就活不下去了！
如果你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過這種飢渴，我挑戰你禁食禱告三天，
你就曉得什麼叫做飢渴！好多年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去禁食禱告，
三天以後下來，看到什麼都香的不得了！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義」是上帝的標準、是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說飢渴慕義的人，
是對 切不合乎上帝 意的人 事情 都不能夠讓他滿足
是對一切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事情，都不能夠讓他滿足。
他渴望上帝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有些人說我來了一年多，教會好多改變！其實我對「改變」
有些人說我來了
年多，教會好多改變！其實我對 改變」
一點興趣都沒有。你如果真正了解我，就知道我是一個何等懼怕改變的人：
我到一個店，我吃一樣的東西，絕不改變！我開車去加油的時候，
我在同一個站、同一把槍加油，你就曉得我的定性有多高。
其實我沒有帶來任何改變！我只是和弟兄姊妹一起，
希望這個教會能夠發揮上帝給我們的恩賜、和豐富。
不要把上帝所給我們的一切埋在地裡面，因為我們都要向神來交帳！

路十九 講到稅吏撒該的悔改，他是一個不被社會接納的人，

個子又很矮，所以當他要看耶穌的時候，他要爬樹！
個子又很矮
所以當他要看耶穌的時候 他要爬樹！
也許今天撒該來我們當中做禮拜，我們的招待不會讓他進來；
但是擋不住他，因為他在那棵樹上面！
他在樹上，人家取笑他；但是耶穌愛他、耶穌接納他！
耶穌看見他那顆尋求神的心，說：
「撒該，你下來！今天我要到你家。」如果散會以後，
你有這樣的確據與把握—耶穌今天要到我家，那是一個何等蒙福的事情。
居然有人取笑耶穌，但是耶穌卻說：
路十九10 「我是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撒該得救以後，他立刻做一件事情，耶穌還沒有到他家呢！
他喊了兩次：「主啊！主啊！」
他喊了兩次：「主啊！主啊！
太七21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是
卻那時
路十九8 「主啊！主啊！
路十九
主啊 主啊
但是撒該卻那時候從心裡說：
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賙濟窮人！我從前訛詐了誰，還他四倍！」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是賜福的神，你差遣你的獨生愛子
你是賜福的神，你差遣你的獨生愛子—
耶穌基督來到世界，把這樣的好消息賜給我們。
感謝耶穌從千萬人當中揀選我們，
讓我們有機會來到你的面前聽你的道，
如同當日門徒們所聽到的一樣。
請你讓我們有一個謙卑、順服、接納的心；
讓你的旨意行在我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
使我們不管到那裡，別人認出我們是跟隨耶穌的人，
使用我們成為世上的光 世上的鹽。
使用我們成為世上的光、世上的鹽。
也求你恩待我們當中的慕道朋友，
一起加入這個屬靈的超音速的行列，賜給他們信心。
起加入這個屬靈的超音速的行列 賜給他們信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門。

以前他的人生是被金錢所包圍的，那是他人生最高的目標；
但是如今上帝的義，卻是他生活的動力、卻是他所追求的。
耶穌並沒有跟他說：「你先還人、先認罪！」
但是撒該知道 什麼是他該做的
但是撒該知道，什麼是他該做的。
我覺得這也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要有的反應。
八福是一個好消息，它不是一個忠告；
八福是
個好消息 它不是 個忠告；
這個好消息，是主耶穌對每一個
呼召來跟隨他的人 所要給的祝福
呼召來跟隨他的人，所要給的祝福。
主耶穌說：「來跟從我！」
任何一個聽到耶穌的呼召而跟從、順服耶穌的人，
上帝都要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做奇妙的工作，
讓我們經歷神的國；讓我們經歷赦罪的平安和喜樂；
讓我們經歷生命的寬廣；也讓我們經歷飢渴慕義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