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的話

蒙
福
的
人
生

李景棠牧師

「生活信仰化」和「信仰生活化」，不是一個理念，亦不是一個

口號，而是作主們徒一生追求和學習的目標，你要靠主努力堅持，才

能體驗上帝賜福你一生；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馬書10章15節下），

是你體驗蒙福生活不可或

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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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回顧及檢視過去，信靠救主耶穌基督

已有四十年，發覺在這生命時間線上，都有不

同程度的起伏和波幅，概括而言：那一段時間

少參與傳福音，個人的喜樂和滿足就走下坡，

彷彿流失了上帝所賜源源不絕的福氣；但當我

恆常把握機會傳揚福音時，心靈就充滿著上帝

所賜的驚喜、快樂和滿足，所以蒙福的人生，

不是我擁有許多、許多的物質和財富，而是自

己親身體驗上帝的同在、同行和被祂使用，那

種不言而喻的喜樂和滿足，我深信這就是跟從

主所經歷的蒙福人生。

若主賜我在地上作客旅有八十年的話，我

榮休後只剩下十八年光陰仍可被主使用；我過

去兩年曾斷斷續續，在主面前尋求榮休後的事

奉方向，和可接觸的服侍群體，除可以在缺乏

教牧的小教會事奉外，上帝卻讓我透過重拾砌

遙控坦克、船艦模型的興趣，引發我向退休男

士傳福音的關注。我曾在公園船池、草地上遇

見多位玩遙控坦克、船艦模型的愛好者，他們

多是退休或預備退休的男士，喜歡交流砌遙控

模型的技術，又熱愛談論一、二次世界大戰的

戰爭史，與其坦克、船艦模型的關係；我感謝

上帝給我有這方面的基本知識，以至我可參與

討論和認識他們，及後並獲邀加入其群組。我

深信上帝已開啟了我傳福音的眼界，原來上帝

使用我不同的興趣，成為傳福音的工具來結交

朋友，使他們有機會聆聽福音信靠耶穌，成為

蒙福的一份子。

使徒保羅曾分享他的心聲，這亦是上帝對

我的教導和提醒：「對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

的人，為要贏得軟弱的人，對甚麼樣的人，我

就作甚麼樣的。無論如何我總要救一些人。

凡我所做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共

享這福音的好處。」（哥林多前書9章22-23

節）；「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

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獻上。」

（歌羅西書1章28節），原來我自己的興趣都

有幾樣，大都是在戶外進行：玩遙控坦克、艦

船模型、鳥攝和放飛大型特色風箏，而唯一可

在室內進行的就是沖磨咖啡。盼望上帝給我智

慧有效分配時間，以便在教會事奉上和休閒興

趣上，使主的羊群得牧養，又能帶領迷羊進入

主的羊圈得永生福氣，榮歸上帝！

踏入新的一年，我祝願每一位作主門徒

的你，身心靈天天從主得力！你更要把握上

帝賜予每一個傳揚福音的機會，使迷羊飽嚐

救恩福氣，並經歷主所賜你蒙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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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炳雄長老

馬太福音5章3節「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

國是他們的」引伸出以下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1. 什麼是虛心的人？

2. 什麼是天國？

3. 為什麼天國是虛心的人？是現在的事？將來

的事？

4. 為什麼耶穌論述八福，一開始就講虛心的

人呢？

5. 虛心是否很難？

6. 怎樣操練虛心？

虛心的人按原文及英文翻譯意指靈裡貧窮到

要乞求施予的人，一個認識到自己在上帝面前是

一個一個無用的僕人，對罪無力自救，希望做的

卻做不到，不希望做的，卻做了，惟有仰望乞求

上帝憐憫及施恩拯救才能進入天國。

天國是上帝恩典的國度，當我們認罪悔改，

歸向基督時，天國就在我們的心裡了，我們是屬

乎天國，是天國的子民，耶穌應允我們得生命，

並且得到更豐盛！主再臨的時候，我們必與祂

一同坐席。

路加福音18章9-14節講述兩個人

上聖殿禱告，一位是法利賽人，一

位是稅吏，前者受人尊崇並滿

有律法知識的宗教人物，後

者為當時猶太人所憎惡

及鄙視的職位。

虛心≠心虛，
但貧窮＝富足有福，

這是那一門子的羅輯思維？

主題文章

耶穌斥責法利賽人自以為義、鄙視稅吏，將榮

耀歸與自己。相反地，稅吏在聖殿中卻捶著胸，

連望天也不敢，因知道自己是個罪人，不配站立

在上帝面前，只求上帝開恩憐憫自己身為一個罪

人。但耶穌卻稱這位稅吏為義，因為凡自高的，

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法利賽人自以為

豐足、自以為是到一個地步連基督也擋在門外！

若一個人將上帝擋在門外，我們又如何去承受上

帝應許的其餘福份呢？

屬靈知識並不等同屬靈智慧，白髮也不一

定代表榮耀及智慧，它可以是專橫，不可理喻。

經驗不一定代表正確，它可以令人固執、冥橫不

靈。耶穌心裡柔和謙卑，對上帝順服而溫柔，不

堅持自己，不驕傲不自誇不張狂。

工作及社會塑造我們的思維，要自信，世界

是我們的！專注目標，其他人只能跟隨。世界由

我定，規則由我立，事事以我為主導。自我膨漲

到容不下空間給上帝，豐足到只有這世界。

讓我們每天不斷在禱告中尋求上帝，聆

聽聖靈的聲音。每天打開聖經，尋求上

帝的話語，讓每字每句陶造我們。

在上帝面前認罪，求憐憫寬恕，

逃避罪惡，免陷入網羅中。快

快的聽，慢慢的講，求上

帝賜我們有一顆聆聽的

心，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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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勇長老

哀慟的人有福了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馬太福音五章4節）

基督徒在教會的事奉方面，個人靈命的轉化方面，婚姻和家庭

以及職業方面，難免會遇上波折和哀慟，令人心情沮喪，甚至懷

疑父神的同在和賜福。

但是我們要相信神是愛我們的，不會打擊我們的心志，反而要

透過這些困苦的遭遇來培訓我們。讓我們學習更多的禱告，

更蒙安慰的靈修生活和更深的依靠神。使我們的生命得到

更新，成為父神賜福和安慰他人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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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馬太福音5:5

在聖經當中所說的溫柔（meekness）是什麼意思呢？很多
時我們會誤解以為溫柔是懦弱，沒有男子氣概，事事退縮。和

合本修定版把溫柔譯為謙和，是指謙遜，不自視過高，不會看

不起別人，反而是事事為別人設想。溫柔是指「一個被受制的能力」。溫柔的人是大有能力

的，他好像一匹強壯的野馬，馴服於主人的指示。一個溫柔的人承認他需要倚靠上帝的善良

和慈愛，甘願在聖靈的幫助下自我約束，降服於上帝大能之下，放下自己的能力權柄，甘心

作主的僕人。他不會計較別人如何看他，因為他是上帝所愛和使用的僕人。

聖經中摩西和耶穌均被稱為溫柔的人。「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地面上的任何人」

民12:3。摩西以柔和謙卑的心帶領一班經常發怨言、叛逆的百姓前往應許之地，但

他也有勇氣對抗法老以爭取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主耶穌更叫我們學習祂的溫柔，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

息」。太11:29 主耶穌甘願順服上帝的旨意、不堅持與上帝同等，反倒虛己，

謙卑的降臨人間，以愛服侍眾人，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但他卻堅定地斥責

那些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和潔淨聖殿。 

我們如何能成為一個溫柔的人呢？我們要順服聖靈的感動和

帶領、把主權交出，不堅持己見，降服在上帝大能的榮耀中。主

耶穌應許溫柔的人能夠承受地土，深信我們若能這樣做，必能進

入祂所應許賜給溫柔的人的天國，享受永恆的福樂，不但如此，

今生也能蒙福，得著上帝所賜的豐富及平安。

李達德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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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少軒長老

「義」（δικαιοσύνη）的
意思雖具爭議性，但若以全卷馬太

福音的用法來看，個人認為可分為兩大類：

1. 個人方面，願意放下個人的私心，全心全意按著上帝

的心意而活；

2. 群體方面，能公平對待每一個人，盼望公義得以在社會各處

實行。

此外，「飢」（πεινάω）和「渴」（διψάω）都帶出人心
內的強烈需求，這種需求不能停止。我們若能在人生中

「飢渴」地追求「義」，愛慕、明白和實踐上帝的

教導，以此為人生的目標，必能得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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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添松長老

為何人有智愚之分、貧富之別？並且各人生活遭遇的順逆也

各有不同。

因此，有人會問：造物者是否不公平？

上帝造人不是人人一樣的樣貌，一樣的性格，一樣的思

想，祂所賜的是不同的恩賜和不同的機會；然而，上帝的公

平觀卻是多給多取，並且叫我們樂於分享和施與，因為上

帝是一切美物的終極物主，我們在這數十寒暑之間衹是這

些東西的管理人而已。故此，富足的當向欠缺的分享，不

要塞住憐憫的心，不要佯為不見；強壯的當扶助軟弱的，

不介意作在一個“小子”身上。這樣，我們就有上帝“悲

憫慈憐”的本性，猶如好撒瑪利亞人。

畢竟施比受更為有福，上帝也給我們最大的憐恤，

就是永生。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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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五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

（原文）蒙福的是內心純潔的人，因他們將看見上帝。

「清心」原文的意思是「內心純潔」，猶如清澈見底的湖水，

毫無雜質。形容一個人單純、純品、內心聖潔、沒有詭詐和虛偽的

動機。清心的人之福氣來自他們將看見上帝，正如希伯來書作者所

言（來十二14下）：「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

人非聖潔不能見主」。基督徒竭力倚靠聖靈的能力追求過聖潔生

活，就能夠與上帝的關係更親密。教會改革運動先鋒馬丁路德說：

「你不能阻止小鳥在你頭上飛，但你能阻止牠們在你頭上築巢。我

們雖無法避免負面想法的產生，但我們可以阻止它們在心頭滋長茁

壯。」我們要留心，一旦發現內心的負面想法正在擴大，大膽對它

宣戰，別讓它入侵！

登
山
寶
訓

之

八
福
篇

﹁
清
心
的
人
﹂

葉
亮
星
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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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麟長老

「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太五9）

「締造和平的人」有譯作：「使人和睦的人（和合本）」、「使人和

平的人（新譯本）」及「締造和好關係的人（新漢語）」。「締造和平」

的福氣居然大到「必稱為上帝的兒子」，還有什麼福氣比這更大的呢？

這裡的「締造和平」，強調了行動，並不是消極。「締造和平的人」

不是被動的人，只坐在場外旁觀，把它想成是沒有紛爭；反而，「締造和

平的人」製造和平。這個觀念蘊含著積極進取的意思。耶穌被稱為「和

平的君」（賽九6），凡跟隨祂的，就要成為使人和睦的人，要在基督

裡積極地參與使人和睦的工作。基督徒應該積極地帶領人與上帝和好。

保羅教導我們如何成為使人和睦的人：「若是可行，總要盡力與眾

人和睦。」（羅十二18）我們當如何表明自己是上帝的兒子。「⋯要

愛你們的仇敵，為那迫害你們的禱告。這樣，你們就可以作天父的兒女

了⋯」（太五44-45）

舊約常以「上帝的兒女」來稱以色列人。當以色列人將要進入迦南

的時候，摩西提醒他們作為上帝的兒女，他們要分別，要與別不同。他

們要與世界不同，不能夠學效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申十四1-2）。作為一

個天國子民，我們不要單單滿足於得到赦罪，悔改的恩典，而是依靠上

帝所賜的力量和幫助，在我們的生命中活現出天國子民應有的質素。

使人
和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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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耀基長老

近年在坊間常聽見的一個用詞就是《公義》，例如社會公義，程序公義等等！可見

世人都在追求公義，但世人所追求的公義和聖經所講上帝的公義是否一樣呢？上帝

的義當然與世人所高舉的截然不同，上帝是全然公義及聖潔的，但論到世人，就

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主耶穌卻在登山寶訓中提到 『為義受逼

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可見主耶穌所指的是上帝的義，

主曾說:『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都加給你們了』，所

以我們要追求上帝的義而不是世人的義，若我們因持守所信的

道而受到逼迫，主耶穌稱我們為有福的，因為我們必得以

進天國。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準備好為所信的道受

苦嗎？或我們仍然因着追求屬世的義受到挫折而

憂慮不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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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麥麗琼
探訪感受

我於2008年聖誕節期洗禮，並於2009年3月開始參加探訪隊，得到教牧同工及資深探訪姊妹

們帶領及教導。

在探訪個程中，我會耐心聆聽教牧同工跟受訪者的談話，發現內中有喜樂，有安慰。有一次

往醫院探望一位年長住院舍的姊妹，當時正值晚餐，她不想食飯，同隊的資深探訪員跟她交談，鼓

勵她食少少，跟住邀請我餵給老人家食。老人家食了兩啖又放棄了，資深探訪員再跟她傾談及鼓勵

她，老人家願意再食，如是者又食多兩三啖飯。由絕食到食了幾啖飯，是很大的進步，我在探訪中

深感到上帝的愛，並藉著我們小小的服事來實踐彼此相愛。

感謝天父給我機會能加入探訪隊，在這十年多的日子學習彼此服事。

李馮自然（婦女部團契）

說到福氣，對我們基督徒來說也別具意義，這裏不是說福氣的氛圍，而是指努力追尋天國賞賜的福

氣，這福氣比黃金物質更為珍貴；在聖經登山寶訓中說到八福裡提及的賞賜，是能做到的但亦要因

循主的教誨！你是否心靈貧窮、哀慟、謙和、飢渴慕義、憐憫、清心、締造和平、和為義受迫害？

這是基督徒的生命標桿，讓我們重溫八福，在領受之餘也和讓未信主的人得到這份福氣。

編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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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新冠疫情祈禱

變種病毒正肆虐世界各地，求主賜

各地官員有智慧、有策略，加強一

切防疫措施。求主遏止病毒擴散，

病患得醫治，心靈得平安。

二、生命轉化組

記念2022年生命轉化組推動「禱告

復興」運動，透過操練禱告，根深

信徒與主結連的「關係」，透過上

帝的話語，在禱告中與主相遇，達

至「生命轉化」。

三、長者部

按1992年由教會編定的大字版靈修

經節本，重新排版及印製作長者每

天靈修材料。求主使用祂的話語，

讓靈命得著更大的造就，建立與主

更親密的相交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