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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上次講到—虛心的人有福了，
虛心的人，就是承認自己過去所有的驕傲，在神的面前都實在算不得什麼。
一個跟隨耶穌的人，第一件要放下的事情是—你的驕傲，
承認耶穌是你生命的主宰，惟有聽從祂的，才是真正走一條蒙福的道路。
當你有這樣的決心的時候，你一定會為你過去許許多多的罪來哀慟！
當你哀慟的時候，你在神人面前認罪禱告的時候，你就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有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做禮拜 或者我們奉獻做主的工 上帝喜歡。
有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做禮拜、或者我們奉獻做主的工，上帝喜歡。
但是聖經上卻說—憂傷痛悔的心，上帝不輕看。
實
來 神
前
其實你我每一次主日來到神的面前，
如果我們每一次好好地省察、認罪禱告，這樣的敬拜，神喜歡。
一個真正為自己的罪憂傷痛悔的人，
也是一個溫柔的人，他知道他自己的軟弱和失敗，
所以他對別人的軟弱和失敗，他可以接納；
而且對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他可以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他可以成為一個真正溫柔的人、不斤斤計較，成為一個寬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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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我在兩個禮拜以前，講了八福的前四個福，作為一個基督徒是有福的！
世界上還沒有信主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些福分；
但是那永恆的福份，只有在耶穌基督裡面才能得到。
八福跟登山寶訓是耶穌完整的 篇講章，可以說是 個講章的記錄。
八福跟登山寶訓是耶穌完整的一篇講章，可以說是一個講章的記錄。
在這個紀錄當中，一開始就說什麼樣的人，是一個有福的人。
主耶穌也盼望我們，都成為一個有福的人；不僅有世上的祝福，更有永恆的祝福。
要成為一個有福的人，必須要學習像耶穌。有人說，八福也就是耶穌的照片！
我們中國人很喜歡看相，我們說：「這個人看起來真是福相！」
弟兄姊妹，當人看見你，或者慕道友看到你的時候，是一幅福相？還是一幅苦相？
什麼樣的人才有福相呢？就是像耶穌的人，才會有福相。

我給我的兩個孫子取名叫心浩跟心瀚，
 我就是盼望上帝在他們身上做一個工作，
讓他們成為一個心胸很寬廣的人。
 當我看見他們、我叫他們名字的時候，
當我看見 們 我叫他們名字的時候
也提醒我自己—要做一個心胸寬廣的人。
當成為一個心胸寬廣的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對別人寬廣，但是對神卻有一個更加的渴慕。
所以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為 麼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真正的飽足是在神那裡。
為
真
飽足 在神那裡
他們一生，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討主的喜悅 他們也在主那裡得到真 的飽足
就是要討主的喜悅，他們也在主那裡得到真正的飽足。
前面四個福，是上帝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所做的工作。
所以當我們的心改變的時候，我們的臉也會改變；
我們的心改變的時候，我們的地位也會改變。

今天我們要講第二個部分，
十字架的救恩不僅講到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神也幫助我們和其他人之間的關係，能夠進入一個蒙福的狀態。
所以第五個福，就講到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弟兄姊妹，你覺得你是一個需要被憐恤的人嗎？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被上帝憐恤！
不管是在我們覺得我們狀況不好的時候，我們需要上帝憐恤；
在我們狀況好的時候 我們也需要上帝的憐恤
在我們狀況好的時候，我們也需要上帝的憐恤。
如果上帝不憐恤我們 ，我們實在是非常軟弱。
來四「我們可以常常來到主的面前禱告！」
「我們可以常常來到主的面前禱告！
為什麼要禱告？因為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可以得憐恤 蒙恩惠 做我們隨時的幫助
可以得憐恤、蒙恩惠、做我們隨時的幫助。

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有許多人幫助我。
特別在我讀書的過程當中，有許多人在我的學費上幫助我
特別在我讀書的過程當中，有許多人在我的學費上幫助我。
所以我知道那個交不出學費的辛苦！所以當我每當看到有任何的學生，
他們很用功卻交不出學費的時候，我心裡面沒有辦法不去想幫助他們！
因為我知道，我能夠成為今日的人，是我先蒙了憐恤。
求主恩待我們讓我們常常提醒我們自己—我是一個蒙憐恤的人。
當我願意去憐恤別人的時候，我自己會蒙更大的憐恤。
我曾經跟各位講過—我非常地節省，所以在台灣買東西的時候，
我很喜歡殺價！我不太喜歡師母在我旁邊 因為她是 個有憐恤的
我很喜歡殺價！我不太喜歡師母在我旁邊，因為她是一個有憐恤的人。
我每次殺價她就在旁邊說：「好了啦！夠便宜了！」我就跟她說：「妳出去！」
現在我一天天、一點點地改變！我買東西的時候，師母會問我說：
「
「你為什麼不殺價啊？」在這次教會裝潢的當中，我常常跟長老們提醒、
常常
我們也禱告，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裝潢工程做得很好。
但是我常常提醒他們，價錢不要殺太低，要給人合理的利潤！
這也是基督徒的見證，弟兄姊妹，這是一個憐恤的心。

我真的越來越發現，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需要上帝憐恤的人。
沒有上帝的憐恤，我實在是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憐恤，不是一種可憐。當我們憐恤的時候，如果說是一種可憐，
我們有的時候會驕傲 會輕看那些我們憐恤他的
我們有的時候會驕傲、會輕看那些我們憐恤他的人。
 但是耶穌常常非常地看重我們，祂從來不輕看我們。
 憐恤，是一種用對方的眼光，來看他所遭遇的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是他的話，我們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憐恤，也是一種很實際地出於愛心的給予。
 憐恤，並不是因為我們的責任，而是我們已經先蒙了憐恤。
為我
責任
我
先蒙 憐恤
 基督徒是先蒙了上帝恩典的憐恤，以至於我們可以成為今天的地位。
我很喜歡一首詩歌—我祇是個罪人蒙救恩，
我
喜歡 首詩歌 我祇是個罪人蒙救恩
一個真正知道、會去憐恤別人的人，是親身地經歷過神的憐恤。
基督徒是一群有愛心的人，看到那些在痛苦當中的人，願意主動地伸出援手。
為什麼？因為我們都蒙了憐恤。

我求神恩待我們，讓我們常常願意去看到
那些有需要的時候，願意去幫助他們。
我可以跟各位作見證，
 每當我去幫助別人的時候，上帝就特別地祝福我；
每當我去幫助別 的時候 上帝就特別地祝福我；
 但是什麼時候我塞住了憐憫的心，我就被落在那掌刑的人的手中！
太十八 有一個人欠了主人一千萬兩銀子，
他知道他還不起，他請他的主人赦免他！他主人就赦免了他。
但是當他出去以後看見有一個人欠他十兩銀子，
那個人也同樣還不起、也同樣地請他來寬限他！但是他卻不肯寬限。
有人把他的情況就告訴了主人，主人聽了就非常生氣說：
「把這個人交給掌刑的人
「把這個人交給掌刑的人。」
有很多時候我們不憐恤別人，上帝就不憐恤我們。
弟兄姊妹，你渴望成為一個上帝憐恤、隨時得到上帝幫助的人嗎？
弟兄姊妹，你渴望成為 個上帝憐恤、隨時得到上帝幫助的人嗎？
有機會看到需要憐恤的人，你就要憐恤他，這樣你必蒙憐恤。

二、清心的人
這邊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定可以看見上帝的作為。
這邊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一定可以看見上帝的作為。
清心的人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詩廿四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祂的聖所？
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
 詩十五 能在上帝的聖山，能在上帝的帳幕的人，
是行為正直、做事公義、心裏說實話的人；
他不用舌頭讒謗人、他不惡待朋友、不隨夥毀謗鄰里；
他尊重、敬畏耶和華的人；他雖然有的時候自己吃虧，他也不會更改
他所發的誓；他不會貪圖不屬於他自己的東西；這就是一個清心的人。
因此清心的人，不祇是指我們內心的狀態，而是我們願意在神的面前，
內
意
生活上先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很多人都希望能夠知道上帝怎麼引導他，
常常有人來請我為他禱告說：「牧師為我禱告 讓我知道這個事情
常常有人來請我為他禱告說：「牧師為我禱告，讓我知道這個事情
我該怎麼決定、那個事情我該怎麼決定？」

另外一個方面，一個清心的人也講到說，
我們對神的專 ：
我們對神的專一：
詩十六2 神是我們唯一的主，我們的好處不在他以外。
如果我們專心認定主，箴三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聖經很強調我們對神的那種專一的敬畏，
路十27 要我們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我們的上帝。
我們不要心懷二意，
我們不要心懷二意
當我們這樣地清心的時候，上帝會讓我們看見祂的作為。
但是很可惜地，若是我們在主的裡面，我們沒有好好地來省察我們自己。
有的人說我也尋求上帝，但是卻好像上帝不是這樣地引導我。
結十四 講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一個人把假的神已經接到他的心裡面，
又想要來尋求上帝的心意，
你不僅找不到答案 你甚至會被蒙蔽
你不僅找不到答案，你甚至會被蒙蔽。
神說：「這些人我用他心中的假神來回答他！」

但是我願意在今天提醒大家，
當我們願意來尋求上帝心意的時候，
我們先要省察我們自己，
生活上是不是有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
如果我們已經活出了上帝所喜悅的生活，
神一定在我們需要引導的時候，來帶領我們。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
就是一個拜拜的人，他平常都不去燒香；
但是有事的時候就抱住佛的腳，請佛幫幫忙！
我覺得有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樣！
 平常不禮拜、不靈修、不事奉、不奉獻，
常
 有事的時候來抱耶穌的腳，想要明白上帝對你的帶領，
這是很難的 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很難的、這是不可能的。

特別我們這些事奉主很久的人，更要小心。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信主很久 事奉主很久 我們就 定可以免於這些試探。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信主很久、事奉主很久，我們就一定可以免於這些試探。
在 民數記 講到一個先知—巴蘭，當他的心很清的時候，聖經上說他的功力
高
高到一個地步，我相信很多人都要請他去禱告。因為聖經上說他祝福誰，
多 都
誰就得祝福；他咒詛誰，誰就受咒詛！可以想像這個人是何等地被上帝重用。
可是當他的心裡被錢財所迷惑的時候，他看不見上帝的作為，以至於把自己落
到 個非常悲慘的命運 賽四二19
到一個非常悲慘的命運。
賽四 19 有一個嘆息，誰如我的僕人眼瞎？
有 個嘆息 誰如我的僕人眼瞎
一個事奉上帝的人應該是最清楚上帝的作為！
但是卻因著自己的私慾 讓自己的眼睛瞎了 看不見上帝的作為
但是卻因著自己的私慾，讓自己的眼睛瞎了，看不見上帝的作為。
同樣地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敏銳於神在我們教會的帶領？有一個傳道人說：
「我們不能夠製造聖靈的浪潮！但是聖靈的浪潮來的時候，我們要抓住祂！」
你我都要敏銳於神在我們身上、以及在我們教會當中所做的工作。
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們一定可以看見上帝，他們可以敏銳於神的作為。
雅各書 如果我們發現我們自己有罪，就要趕快地離開那些不討上帝喜悅的事！
我
我 自 有
就 趕快 離開 些
帝喜
事
我們必須在主的面前，潔淨我們的心；我們親近上帝，上帝就親近我們。

三、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聖經上講到說
「是誰的兒子」的時候，就是講到這個人，他做了他爸爸常常做的事情。
所 我們稱為神的兒子 是表明我們常常去做神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稱為神的兒子，是表明我們常常去做神所做的事情。
神要使我們成為一個讓人和睦的人，
能夠不僅讓人和睦，而且讓人與神和睦。
但是這樣的和睦，是我們必須先要學習不與世俗為友，
我們必須把我們心中那個爭競的私慾，從我們心裏挪去。
使人和睦是要花代價的，箴十八19 如果有兩件事情來比較，一個是叫你去攻打
一個很難攻打的城；另外一件事情是，叫你去勸兩個吵架的人和好，
就講到說這兩件事情比較起來 攻打城反而比較容易
就講到說這兩件事情比較起來，攻打城反而比較容易。
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得罪另外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太容易輕易地說：
「你原諒他吧！」得罪的不是你，你當然容易地說：「你原諒他吧！」
但是你知道你願不願意在他們困難的當中，花上你的代價？

四、為義受逼迫的人
每 個做基督徒的人是有福的 基本上連受逼迫 都有福
每一個做基督徒的人是有福的，基本上連受逼迫，都有福。
聖經上告訴我們：凡是在主的裡面願意敬虔渡日的人，
都要受苦、都要受逼迫！但是我們可以不必害怕，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正面的態度來迎接這樣的逼迫。
但是基督徒要小心，這邊講到是為義和為主受逼迫，
是基督徒要
這邊講到是為義和為主受逼迫
這樣的逼迫正表明我們已經活出了主的樣式。
我有一對在台灣的宣教士回到印度，
他們的責任就是要讓他們整個宗派能夠再一次更新，
日子久了，整個宗派的信仰就變得非常地軟弱，
信徒們酗酒、吸毒，教會的領袖沒有好好做工。
當神帶她回去的時候，她要帶領這樣更新的工作，
非常地不容易 遭受到許許多多的批評跟論斷
非常地不容易！遭受到許許多多的批評跟論斷。

聖經有一本書只有一章，你讀完那一章就讀完一卷，多好！
那卷書叫做腓利門書，腓利門書是講到說有一個主人叫做腓利門，
他有一個僕人叫阿尼西母，偷了他的東西，跑掉了！
可是當他跑掉的時候碰到使徒保羅 使徒保羅傳福音給他 他就信耶穌了
可是當他跑掉的時候碰到使徒保羅，使徒保羅傳福音給他，他就信耶穌了。
因此保羅就希望阿尼西母跟腓利門能夠和好，所以他就寫了腓利門書。
但是保羅不是只告訴腓利門說：「你原諒阿尼西母算了！」
他乃是說：「他所欠你的都算在我的帳上！」
我常常想：「主啊！求你把更多這樣的保羅，
放在我們的教會裡面，成就那和睦的工作！」
我們更要非常地謹慎，
 不要在教會成為一個製造紛端的人，
在教會成為 個製造 端
 不要做一個往來傳舌的人；
 讓我們都成為一個和平的使者；
讓我們都成為 個和平的使者；
 讓我們都做神要我們所做的事情。

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所以當一個人願意為主花上代價的時候，
聖經上告訴我們說： 他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聖經上告訴我們說：「他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他是如同一個先知一樣，在神的面前有那尊貴的身分。
義人會受苦真的是一個奧秘！如果說虛心使我們能夠有份於天國，
那麼為義受逼迫，使我們更能夠得到天國的賞賜。當我們受逼迫的時候，
羅十二 不要申冤，寧可讓步。因為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在這裡也特別提醒我們一件事情—有人因著主的緣故逼迫你們，
在這裡也特別提醒我們
件事情 有
著主的緣故逼迫你們
捏造各樣的壞話毀謗你們，早期基督徒一直活在這樣的光景當中，
他們在生活的很多層面 都被別人捏造各樣的話來毀謗他們！
他們在生活的很多層面，都被別人捏造各樣的話來毀謗他們！
譬如說他們吃聖餐，主耶穌說：「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
他就說：「你看他們是一個吃人的宗教！ 」
當基督徒強調彼此相愛的時候，他們又會被別人說：
「你看這一群人是沒有道德規範的人！」
他們 直在被各樣捏造的壞話來毀謗！
他們一直在被各樣捏造的壞話來毀謗！
然而他們卻活出了上帝要他們所活出的那個生命的光彩。

在教會裡面也是如此，我們特別要謹慎的一件事情，
在教會的當中我們不要隨便傳話，特別對於服事神的長執跟傳道人！
提前四19 控告長老的呈子，沒有兩、三人的口作見證，就不要來接受。
事情可以做得不好 但是不要隨便去批評那些在主的面前盡心擺上的弟兄姊妹！
事情可以做得不好，但是不要隨便去批評那些在主的面前盡心擺上的弟兄姊妹！
因為凡是這樣做的人是上帝所不喜悅的。
摩西的哥哥姐姐也曾經這樣地毀謗過他，上帝非常地不喜悅！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在神的家中，都成為一個和平的製造者，
不要隨便地去批評論斷一個服事神的人。
我們常常地想要跟主耶穌保持距離，
因為常常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做不到！
但是耶穌卻從來沒有跟我們保持過距離，當我們面對主耶穌所講的八福的時候，
有 我
持
當我
八福
也許我們會深感虧欠，但是我求主幫助我們，
將這樣的虧欠成為我們在主面前追求的動力！
讓我們在主的裡面能夠繼續不斷地成長。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不但拯救我們，洗淨我們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我
淨我 成為
新造的人
而且讓我們在你的裡面生根、建造；
讓我們裡面的心思意念，可以一天一天地改變；
讓我們的言語行為也可以改變；
讓我們 言語行為 可
變
讓我們不僅自己蒙福，也可以使別人蒙福。
賜福你的教會，在這個教會的裡面，充滿了願意為主花代價的人；
充滿了敏感於上帝的作為，看見聖靈引導的人。
待我 當中慕道的朋友 羨慕這樣屬
也願你恩待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羨慕這樣屬靈的福份，
快快地成為你的兒女。
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因著我們羨慕這屬天的祝福，我們深信上帝已經在我們身上工作，
祂一定會成就這個工作。
詩廿五 我的腳踏定了上帝的路徑，我的兩腳不會滑跌。
當我 次決定終身跟隨的時候
當我一次決定終身跟隨的時候，
我就要把自己走在一個福上加福的路上，
詩一○八 我將我的靈魂的錨拋在耶穌基督的港口裡面，
從此不再漂流，任他狂風巨浪，耶穌是我安穩的港口。
弟兄姊妹把你生命的錨拋在耶穌身上，
把你生命的小船駛在耶穌救恩的港口裡面，
你將要經歷上帝極大的恩典和祝福。
你
你一面唱一面向主有一個禱告：
向主有 個禱告
「主啊！我把我自己的生命的錨拋在你的身上，
我定志要走 個蒙福的道路，我要成為 個蒙福的見證，
我定志要走一個蒙福的道路，我要成為一個蒙福的見證，
我要活出主你生命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