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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六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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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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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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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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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六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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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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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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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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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
「你們禱告的時候
像
冒為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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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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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言論，有時候是挺難理解的，
甚至有時候覺得 點點自相矛盾的感覺
甚至有時候覺得一點點自相矛盾的感覺…
 第五章 耶穌用鹽、城、光，說門徒的見證，
用耶穌自己的話說：你們的光也當照在別人面前，
用耶穌自己的話說：你們的光也當照在別人面前
是清楚不過地說明信仰生活的「可見性」
 第七章 結語說：好樹結好果子，是可見的
都是信仰的可見性…
可是來到這裡，耶穌卻吩咐門徒、是吩咐我們 –
不要讓別人看見我們的信仰行為，
這包括三個在那個時候 很重要的生活環節
這包括三個在那個時候，很重要的生活環節，
行善 (在今天可以理解成為奉獻) 、禱告、禁食，
耶穌說 你們不要讓人看見你們做這 樣東西
耶穌說：你們不要讓人看見你們做這三樣東西，
這三樣的事情幾乎是那時信仰生活必然操作的環節。
如何不讓別人看見呢？再進入那時的社會處境、歷史背景，
如何不讓別人看見呢？再進入那時的社會處境
歷史背景
就更加覺得耶穌的話匪夷所思了！

在耶穌的時代，行善、禱告、禁食的
猶太人並不罕見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猶太人並不罕見，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沒有社會福利制度、沒有慈善網的處境當中，
行善、施予就是賙濟窮人的惟一的方法…
行善、施予就是賙濟窮人的惟一的方法
 把物質放到需要的人裡面
 把需要的資源放到會堂，讓會堂去安排處理…
把需要的資源放到會堂，讓會堂去安排處理
這是每個人都在做的，怎麼可能不讓別人看見呢？
還有禱告，禱告是猶太人生活的 部分 ，
還有禱告，禱告是猶太人生活的一部分
 特別在一些的日子，
幾乎的猶太人在聖殿都要禱告
 在境外的不同地方，猶太人一樣地禱告
就是不可能讓別人不看見你禱告的
就是不可能讓別人不看見你禱告的。
禁食也是，特別在贖罪日的節期，所有人都禁食，
如何能不讓別人知道自己是禁食呢？
所以讀馬太福音的人讀到這裡，有困惑是很明顯的！

特別是華人教會，在收奉獻的時候就用布袋，
所 你放多少下去 沒有 看見
所以你放多少下去，沒有人看見。
如果你問為什麼要用布袋子的話，
也許他們就會用馬太福音這段經文來解釋了。
也許他們就會用馬太福音這段經文來解釋了
這個問題後面、是另外一個問題，行善、奉獻不讓人看見，
 那沒有人看見的時候，人必然會行善、奉獻嗎？
那沒有人看見的時候 人必然會行善 奉獻嗎？
 傳一個奉獻袋時，如果要履行左手不要讓右手知道的話，
那是不是每一個把錢放在袋子裡面的人，
都是那麼真摯地、將最好的來奉獻呢？
這個就有一些空間
這個就有一些空間…
 在沒有人看見的情況之下，我們一定會做得好嗎？
 沒有人看見奉獻的情況下，我們一定會獻上最美嗎？
也許、也許不。
因為這樣子耶穌在這裡教導的精髓
因為這樣子耶穌在這裡教導的精髓，
是不在於宗教的生活究竟是要暗地裡、還是別人看見。

多年前，我在美國進修時參加的教會，
收奉獻時用的是 個木製的盤子
收奉獻時用的是一個木製的盤子，
而不是我們一般見的奉獻袋，
在奉獻時這些盤子，
就在會眾之間在傳遞了，
每 個人把多少錢放在盤子上面，都挺清楚可以看見的…
每一個人把多少錢放在盤子上面，都挺清楚可以看見的
我剛開始在這個教會聚會的時候，也是有點不習慣，
可是也只是不習慣 沒有多想
可是也只是不習慣、沒有多想。
有一次，我的朋友從香港來看我，就把他帶到
這個教會崇拜 進行到奉獻程序的時候
這個教會崇拜，進行到奉獻程序的時候，
我這位朋友看見會眾之間傳這個木盤，
他說： 「這是收集奉獻嗎？」我說「是啊！」
他說
這是收集奉獻嗎 」我說 是
」
我這個朋友就用一臉很不滿的表情說：
「主耶穌不是教導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嗎？
為什麼你們教會用木盤來收這個奉獻呢？」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耶穌談到禱告，
同樣讓我們摸不著頭腦…
同樣讓我們摸不著頭腦
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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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不肯定沒有人在身旁的時候，人必然行善、奉獻
 也不能說在公共場合禱告的人，一定是假冒為善的，
所有在會堂裡面領禱的人，一定是假冒為善


如果你有機會做一些街頭佈道，分享對象決志信主了，
就有可能在街上、十字路口禱告的。
顯然這個行為本身 – 崇拜的領禱
崇拜的領禱、公禱、在路上的禱告，
公禱 在路上的禱告，
都是與耶穌的教導至少表面上是有違背了。
就不要說在許多的教會在禁食上面，
有很多的操練、很多功課，
每 個人都知道別人在禁食
每一個人都知道別人在禁食，
那如何不讓別人知道禁食呢？

我們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也許就很自然地、很習慣地，
把經文抽出它的上下文 應用在生活的裡面
把經文抽出它的上下文、應用在生活的裡面。
希望今天經文的閱讀能夠給我們一個看法、或體悟，
經文的閱讀、理解、應用，都必須要把它放在上下文、
放在恰當的歷史處境當中；
不然的話，經文常常會成為難擔的擔子 –
耶穌的新律法，不僅沒有給我們帶來自由，
而且給我們帶來更大的重擔
而且給我們帶來更大的重擔。
比方說：如果你行善、奉獻被人家知道，
雖然你不願意別人知道 你有什麼反應呢？
雖然你不願意別人知道，你有什麼反應呢？
為什麼？我的確碰了很多很美的見證：
 做了奉獻，不願意別人知道
了奉獻 不 意別
道
 也有朋友，沒有說願意不願意別人知道，
就是按照一般有的情況、就這樣做了，
你不能因為他被別人知道了，去質疑他奉獻的動機

在經文裡面，耶穌幾次說了 – 私下察看的天父，
就是那位真正在看你的奉獻 行善 禱告的
就是那位真正在看你的奉獻、行善、禱告的，
那一位裁決是上帝天父、不是別人。
如果你在公共的場合奉獻、領禱、行善，
如果你在公共的場合奉獻
領禱 行善
可是你對得很準、對象就是天父，
你知道做這一切是為了明白 靠近祂的心意的話，
你知道做這一切是為了明白、靠近祂的心意的話，
 木盤傳到面前，放下去的一塊、兩塊、
幾百、幾千，都是祂所悅納的


如果你深知道做的禱告是朝向祂做的，
無論是在聚會中的領禱、很有恩賜的禱告、
比較粗糙簡單的禱告、或是街頭佈道
帶領決志的禱告，都會被天父所接納的


你的禁食是對著天父來做的話，
不在於你在公開還是私下，
一定為天父所悅納的

就像我們在今天的處境，尤其是強調財政透明的情況之下，
一個人奉獻多少、教會收了多少、開一個證明…
個人奉獻多少 教會收了多少 開 個證明
這些的紀錄，都需要非常清清楚楚地記載，
那是對於群體、個人的承擔、擔待。
如果我們不明白現在社會
法定的要求 法令的規定，
法定的要求、法令的規定，
還有現實的種種的因素，我們完全不管，
把經文就硬生生地套在我們的處境當中
把經文就硬生生地套在我們的處境當中，
無論對自己、對別人或群體，都不是一件美事，
更重要的是他沒能真正明白耶穌所說的意思。
你認為行善不為人知，可能嗎？
 有人說可能、有人說不可能
有人說可能 有人說不可能
 我覺得不一定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
重點在於無論是在公共、或是在私下的地方，
行善的對象究竟是誰？

所以問題不在於公開或私下，
問題是在於有沒有對準真正的焦點！
為什麼公開、私下，會成為一個問題呢？
因為在公開的場合
 有太多的聲音吸引我們，
使得我們朝著那些聲音去回應
 有太多的目光吸引我們，
使得我們要配合那些目光
去行、去講、去禱告、去表達信仰
在公開的場合我們是容易
 失去「要看天父慈容」的那個焦點
 為了滿足別人，滿足自己在別人生命上的
為了滿 別
滿 自 在別 生命 的
那種位置、那種身分，
而忘了生活的焦點就是上帝
那是為什麼耶穌說：你要進到內室裡面禱告神。

當你向你的父親禱告的時候，
你需要做很多的鋪墊 裝飾 詞藻 儀表嗎？
你需要做很多的鋪墊、裝飾、詞藻、儀表嗎？
祂完完全全接納你了，
 你就簡簡單單、如如實實地向祂禱告
你就簡簡單單 如如實實地向祂禱告
 這個禱告不需要複雜，
沒有很多複雜神學的概念、原文…
沒有很多複雜神學的概念、原文
就是很簡單地向著生命的焦點、這位父來禱告。
有這樣一位天父在我們生命當中成為焦點，
 我們就非常勇敢、喜樂地活
我們 非常勇敢 喜樂
 我們行善、施捨、禱告，做所有一切的，
都知道會被祂悅納
祂是裁決、擁抱我們的那一位，
我們就非常喜樂、勇敢地走這天路。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次謝謝你，
藉著你自己兒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教導，
藉著你自己兒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教導
再一次地提醒我們：生命的焦點是你自己！
的確在我們繁忙的生活的節奏 眾多的責任裡面
的確在我們繁忙的生活的節奏、眾多的責任裡面，
太多的時候我們失去了焦點、焦點被模糊了：
為了滿足別人，活在很多的擔子的裡面，疲憊、痛苦。
謝謝主給我們的提醒，讓我們知道：
無論生活裡面做什麼，或行善、或禱告、或禁食、
或宣講、或教導、或輔導、或傳福音，
如果對準天父的話，就不在意效果是如何，
就不在意其他人的評價是怎麼了？
因為天父你是我們生命的裁決、我們的倚靠，
幫助我們每 位能夠決志 緊緊 跟隨你
幫助我們每一位能夠決志、緊緊地跟隨你，
學像當天國子民那種的生命、
對準你，勇敢、喜樂地生活。
我們的禱告、立志，是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