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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子民天國子民 太五1 – 12

01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02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03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04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05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05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06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07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07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0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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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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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在你們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馬太福音五~七 一般稱為登山寶訓、或山上寶訓。

這段的經文從表面的文字來看這段的經文從表面的文字來看，

「福」就是很重要的主題，

「福 這個字重複地出現「福」這個字重複地出現，

就讓我們覺得非常的吸引了。

可是當我們仔細地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可是當我們仔細地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又會發覺耶穌所說的「福」不僅跟我們所理解的截然不同，

甚至有一種背道而馳的感覺甚至有一種背道而馳的感覺…
04 哀慟的人有福了！

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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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有福呢？

儘管我們對「福 」是很喜歡、也覺得很吸引，」 吸

從表面來看這段文字，似乎給我們得到福氣的一種竅門。

祂說的「福氣」，不是我們以為的、所期待的…

應該怎麼理解耶穌在 太五1~12  所說的福氣呢？

如果要明白讀聖經，是不能理所當然地

我 自己的觀點 文化的角度去 解從我們自己的觀點、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的

要真的明白聖經，

必須要從經文的歷史文化背景著手必須要從經文的歷史文化背景著手，

還要把握上下文，才能夠明白經文的意思，

而不會出現穿鑿附會、誤解謬讀的情況而不會出現穿鑿附會、誤解謬讀的情況

要了解登山寶訓，

必須先明白經文的上下文、歷史背景。必須先明白經文的上下文 歷史背景

如果我們在看舊約聖經出埃及記，

看到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過了紅海、看到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過了紅海、

進入西奈曠野、來到西奈山，

摩西奉神的諭令上山，從神那裡領受誡命 (出十九)摩西奉神的諭令上山 從神那裡領受誡命 (出十九)

隨後摩西下山，向百姓宣示律法 (出二十)



在這個經文的記載，看到神向以色列人頒布誡命和律法，

說明以色列人的身分 他們是神的揀選 立約的子民說明以色列人的身分 – 他們是神的揀選、立約的子民，

因為神的揀選，他們成為神的兒女

律法、誡命，同時界定了他們對神、對其他人的關係，律法、誡命，同時界定了他們對神、對其他人的關係，

生活應該怎麼過、怎麼活，就是我們所說的倫理，

從出埃及記，一個民族就這樣誕生了，從出埃及記， 個民族就這樣誕生了，

一個民族的身分–他的所是，

一個民族的倫理–他的所為，個民族的倫理 他的所為

就在出埃及記顯露無遺。

馬太福音第一章約瑟帶著馬利亞、嬰孩耶穌馬太福音第 章約瑟帶著馬利亞 嬰孩耶穌

到了埃及，逃避大希律，

然後在那個地方馬太加了一句…然後在那個地方馬太加了 句

這要應驗經上記著說：

「我要把我的兒子從埃及召出來。」

那是一個新的出埃及的提示。

舊約有出埃及，

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未能勝過試探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未能勝過試探

摩西上山從神那裡領受誡命，

然後下山教導以色列人然後下山教導以色列人

怎麼樣過立約之民的生活

耶穌所開示的是一個新的 凱旋得勝的出埃及，耶穌所開示的是一個新的、凱旋得勝的出埃及，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勝過試探，

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

跟從耶穌的，就是加入新出埃及行旅的，

就能夠成為新的國度、天國的子民就能夠成為新的國度 天國的子民

 太五耶穌上了山，直接開口教訓門徒、群眾，

教導他們天國子民應該是怎麼樣的生活的，教導 們 國 民應 是怎麼樣的生活的

教導他們天國子民的樣貌應該是怎麼樣的

這個經文跟出埃及記一比的時候，這個經文跟出埃及記 比的時候

摩西跟耶穌成為一個鮮明、強烈的對比。

耶穌不僅僅像新摩西，其實祂是超過摩西，

摩西是從神那裡領受律法 是 個代言人摩西是從神那裡領受律法，是一個代言人，

耶穌是直接開口地教訓，祂就是頒布律法的那一位，

好像在山上告訴摩西，應該怎樣把話傳給以色列人一樣好像在山上告訴摩西，應該怎樣把話傳給以色列人一樣

聆聽摩西的就只有以色列人，

耶穌所教導的人卻不限於一個民族耶穌所教導的人卻不限於 個民族

甚至馬太引用以賽亞：加利利是外邦 四15，

還描寫了許多的人，比方說：還描寫了許多的人，比方說：

希律安提帕管轄的加利利，羅馬巡撫控制的耶路撒冷、

猶太、約旦河外，還有一些的特區，比方低加坡里 四25，猶太 約旦河外 還有 些的特區 比方低加坡里 四25

簡單說，他們代表了外邦、萬國

正如以色列人領受律法成為神的子民如以色列人領受律法成為神的子民

以恪守律法說明蒙神揀選的聖約，稱之為

登山寶訓或山上寶訓的太五~七，就是耶穌勾勒出登山寶訓或山上寶訓的太五 七 就是耶穌勾勒出

新出埃及記、天國子民的身分和生活的特質。

這段經文講的不是我們得到福氣，告訴我們的是：

屬 基 者 應 麼樣屬於神的子民的人、耶穌基督的跟從者，應該怎麼樣生活，

是馬太福音的第一個講論，尤其看重信仰的可見性。

結語就是 七17~27，把整個講論的目的、方向很清楚說出來…

17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
好樹不能結壞果子 壞樹不能結好果子18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

19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
20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21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22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當那 許多 對我 我 是奉 傳

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
23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吧！」
24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25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26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26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27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這個結語很清楚總結了整個講論的核心 – 信仰的可見性。

可是當這樣說時，就使得許多基督徒、牧者，心裡有糾纏，

特別把保羅的作品、尤其羅馬書、加拉太書，

所提到的「因信稱義 作 個對比所提到的「因信稱義」作一個對比，

就困惑說馬太福音是強調信仰的可見性，

那麼強調行為，這不是靠行為稱義嗎？那麼強調行為，這不是靠行為稱義嗎？

這不是違反了因信稱義嗎？

其實仔細地看保羅書信的時候 我們會明白其實仔細地看保羅書信的時候，我們會明白

保羅從來就沒有說「行為不重要」，

他每封書信的後半部，都是講怎麼樣作一個新造的人，他每封書信的後半部，都是講怎麼樣作一個新造的人，

脫去舊的衣服、就是舊的行為，穿上新的衣服、

穿上新的人，過新的倫理生活穿上新的人，過新的倫理生活

馬太福音的強調行為，也是強調天父的旨意與耶穌的話，

那個行為是基於耶穌的教導，是基於天父的旨意，那個行為是基於耶穌的教導 是基於天父的旨意

基於必得要假設相信

事實上耶穌的教訓譜出天國的協奏曲，不是軍令口號。

如果讀者以律法主義的那種角度、觀點，把登山寶訓

套在生活上，會發覺那個擔子比律法沉重何止千萬倍！

耶穌的教訓勾勒天國福音的憧憬耶穌的教訓勾勒天國福音的憧憬 –
天國子民是反照天父恩慈的德性，

不是應許 般人口頭說的 心中想的不是應許一般人口頭說的、心中想的

所謂福氣、快樂

今天的讀者誤以為耶穌講的是「得福方程式」，今天的讀者誤以為耶穌講的是 得福方程式」，

不是以為是不吃人間煙火的痴人夢話，

就是早晚因為不靈驗、而失望跌倒了就是早晚因為不靈驗 而失望跌倒了

你按照耶穌在 五1~12 所說的去行的話，

你怎麼會是所謂的有福呢？你怎麼會是所謂的有福呢？

從一般人的角度不會是有福的！

一定會覺得越是這樣生活，越是覺得困難，越是這樣做時，定會覺得越是這樣生活 越是覺得困難 越是這樣做時

你覺得信仰跟實際的生活的距離是越來越遠！

就說今天的經文吧…
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是心靈貧乏的人，是認為、深信自己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的人只能倚靠神，所以天國是屬於虛心的人的一無所有的人只能倚靠神，所以天國是屬於虛心的人的

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那種心虛，不是

祂說的是一個人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倚靠的，祂說的是 個人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倚靠的，

在神的面前只能夠倚靠神的恩典，

不是自己的能力、才能、背景、學問、樣貌、經驗，不是自己的能力 才能 背景 學問 樣貌 經驗

只能倚靠的神的恩慈，耶穌說：天國是屬於這樣的人的。

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因為他們明白天父的心腸，天父因為這個世界

離開祂而下墜在罪惡當中，天父自己哀慟離開 下墜在罪惡當中 天父自己哀慟

因為天父的哀慟，我們也分擔這種哀慟

這樣哀慟的人一定會經歷天父的安慰，他一定是有福的，

那個福是從神的角度，從信仰的角度來看。

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不是我們 般所說的謙卑有禮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謙卑有禮，

而是把天國的那種憧憬，成為自己生命的中心

把自己那種自我看法、野心、計畫放下來把自己那種自我看法、野心、計畫放下來

這種人能夠真正得到永遠、永恆的地土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這個義是我們從第一集已經一再提出來，

只有這種義才能夠生長一種義的生命，只有這種義才能夠生長 種義的生命，

一定是越來越茁壯、越來越像天父、越來越緊緊跟隨耶穌的

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所說的憐恤，不僅是一般說的產生同情心、憐憫的心，

對很多人產生憐憫的心腸、善行，是非常欽佩的對很多人產生憐憫的心腸、善行，是非常欽佩的

馬太福音所說的是天父那種憐恤、心腸，

以天父的心腸憐恤其他的人、大地萬物的，以天父的心腸憐恤其他的人 大地萬物的

會得到天父的憐恤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清心的人 沒有旁騖 沒有其他的想法 沒有什麼的議程清心的人，沒有旁騖、沒有其他的想法、沒有什麼的議程，

就單純地生活、服事、忠心地去幫助其他的人

所要的 渴望的 是神自己 越來越靠近所要的、渴望的，是神自己、越來越靠近

所以清心的人，一定能夠看見父神。

使人和睦的 有福 為他 稱為神的兒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律法的目的是使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身分、崇拜獨一真神

而因為這樣的敬拜 能夠開展出 個合宜的身分而因為這樣的敬拜，能夠開展出一個合宜的身分，

與別人好好地和平地生活起來

這個憧憬是神立約、揀選子民，也是耶穌在登山寶訓所講的，這個憧憬是神立約、揀選子民，也是耶穌在登山寶訓所講的，

祂講的不是一個人得到救恩的問題；

是怎麼樣可以將這樣一個福音的憧憬，惠澤其他的人，是怎麼樣可以將這樣 個福音的憧憬，惠澤其他的人，

使得其他的人也得到福氣、得到和平。

締造和平的人是神的兒女，締造和平的人是神的兒女

一個真正是屬神兒女的，一定能夠帶出和平的生命！

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為義受逼迫 不 定想得很複雜為義受逼迫，不一定想得很複雜，

約瑟，就某個角度來講，

他也是一個為義受逼迫的，他也是一個為義受逼迫的，

雖然沒有人逼迫他，可是為了義的緣故，

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為 有所不為：

他的為，是一般人覺得很傻

他的不為，也是別人覺得是莫名其妙的他的不為 也是別人覺得是莫名其妙的

所以某個角度來講，他也是因為這個義、

也吃了一些的苦頭，可是天國是他的！

另外施洗約翰，也是一個義的忠僕，

忠心傳講的 個上帝的僕人忠心傳講的一個上帝的僕人，

也受到逼迫，最後死在希律安提波的手下，

這樣的人在天國裡面有分的這樣的人在天國裡面有分的

天國的子民想要得福，

須將華人傳統所說 所期盼的福氣擱 來必須將華人傳統所說、所期盼的福氣擱下來

斷言揚棄成功神學所說的祝福

耶穌應許的天國福氣 神 將會得 麼耶穌應許的天國福氣，不是神子民將會得到什麼，

是神的子民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是由天國的憧憬所塑成的是由天國的憧憬所塑成的。

天國的憧憬反映的就只有一個 –
天國主人的容貌，就是我們的天父。天國主人的容貌，就是我們的天父。

太五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不曉得以前你讀這段經文時 想到的 渴望的福氣是什麼？不曉得以前你讀這段經文時，想到的、渴望的福氣是什麼？

希望今天的研讀、思考，

能夠把你帶到更靠近天國講論的核心領域能夠把你帶到更靠近天國講論的核心領域

甚至希望能夠把你靠近耶穌的腳蹤，

把你靠近天父的慈容，把你靠近天父的慈容

希望我們能夠像我們天父一樣完全！

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藉著你自己的愛子 向我們宣講天國的福音你藉著你自己的愛子，向我們宣講天國的福音。

也許這個福音的福，

跟我們以為可享的福不一樣、甚至很不同，跟我們以為可享的福不 樣、甚至很不同，

可是我們知道這樣的福氣，才是真正的福氣，

因為我們將要像你，我們將要與耶穌同行。

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與自己與別人、甚至整個社會世界，

都在 的慈愛 和平的福音的裡都在天父的慈愛、和平的福音的裡面。

所以幫助我們每一位的聽眾朋友，

能夠打開我們的耳朵 打開我們的眼睛 打開我們的心能夠打開我們的耳朵、打開我們的眼睛、打開我們的心，

能夠聽清楚耶穌所說的、記住耶穌所說的，

看見耶穌所讓我們看見的憧憬。看見耶穌所讓我們看見的憧憬

我們的心改變、我們的心觸動、立志！

垂聽我們在主面前的祈求、立志，聽我們在 前 祈求 志

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