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f 45 

馬太福音第六章 

馬太福音第六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今天我們要查考，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寶訓。這是耶穌在加

利利海邊的山上對門徒的教訓。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

來。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馬太福音 5:1–2). 

首先我們要了解，這登山寶訓不是給一般群眾的。他不是一個

法律制度，要全世界去推行。這個寶訓只是給耶穌門徒的，是

給那些在寶訓第一部份裏描述的人的。只有他們，藉著聖靈的

能力，才能把這寶訓付諸行動。 

首先，我們把耶穌所提到的人，以祝福的形式描寫出來 

虛心的人有福了 

哀慟的人有福了 

溫柔的人有福了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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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 5:3–9)。 

這些是神的兒女，耶穌基督的門徒所該有的性格。 

然後耶穌告訴他們，這個世界會用甚麼樣的態度對待他們：像

逼迫、不了解、辱罵、作假見證、說壞話。但是他們對世界的

辱罵，卻是用喜樂和充滿憐憫的心來回應。然後祂教導他們對

世界的影響：他們是世上的鹽，不使社會腐敗，也是黑暗中的

光。你們是世上的光，世上的鹽。 

然後耶穌說到律法，以及律法跟信徒之間的關係，這點讓門徒

很納悶。祂告訴他們，祂來不是要廢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

法。然後祂又說了些讓門徒納悶的話，祂說 

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馬太福音 5:20) 

文士和法利賽人，窮其一生的精力，就是要守律法。所以當耶

穌說這句話，我第一個念頭就是算了吧！不管我怎麼作，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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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也不可能作得比文士和法利賽人好。接著耶穌就解釋這

句話的意思。 

祂用了五個，文士和法利賽人教他們遵守的律法作例子。祂把

這些律法與神當初設立的原意作了一個對比。 

基本上，文士和法利賽人所教導的是外在的行為，而神的原意

是針對我們裏面的靈性與思想意念。他們對律法產生了錯誤的

觀念，當他們自以為遵守了律法的時候，就是自以為義，以自

己為傲，對別人則吹毛求庛。 

在耶穌講到法利賽人進入會堂禱告的例子，就把他們的態度描

寫得非常清楚。他們禱告說： 

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的禱告說、 神阿、我感謝你、我不

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凡我所得的，

我捐十分之一，我作這，我作那…(路加福音 18:11). 

耶穌確確實實的描述了法利賽人對律法的態度；自鳴得意，自

以為義。神給人法律並不是要人自以為義，祂是要使人知罪，

知道自己是個罪人，使全世界在神面前變成有罪。 

他們對律法完全解釋錯誤了，以至於產生了錯誤的影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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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得自己在神面前是個罪人，所以沒有辦法向神哭訴說： 

神阿、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因為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解釋律法，所以以為自己守法了。但是

律法講的是屬靈的層面，雖然他們在外表遵行了法律，可是在

內心卻完全相反。 

讓我們看看耶穌給我們舉的對比的例子，以及律法是怎麼說

的。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

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馬

太福音 5:22)。 

你看到了吧，因為你有恨才會動殺機。如果你在心中恨你的弟

兄，你已經違反了“不可殺人”的律法。如果你心裏想你的弟

兄一無是處，你在心裏已經毀了他。他一文不值，而你的心裏

已經犯了「不可殺人」的這條法律。 

『不可姦淫。』 

耶穌說，這並不是一個外在身體的行為。如果你看到一個婦

女，心裏就動了淫念，那你的心裏已經犯了姦淫罪。律法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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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神面前知罪。 

使徒保羅說，他曾經以為他在律法之下是完全的。他說：「就

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責的。」 

就律法上的義說 (腓立比書 3:6)。 

但是在寫給羅馬人的書信時，他說 

我們可說甚麼呢．律法是罪麼．斷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

就不知何為罪．非律法說、『不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

心。(羅馬書 7:7)。 

當我知道律法在統治我的慾望的時候，罪就顯露出來，我就被

定了死罪。換句話說：律法殺了我，他把我處死，我是罪有應

得。保羅在那個時候認為他自己是完全的，是無可指責的，但

是當他知道律法是屬靈的，而自己是屬肉體的時候，他承認他

失敗了。 

基本上，耶穌指出律法是屬靈的。人不能滿足神的律法。如果

你想進天國，你的義一定要超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但是怎

麼超過呢？你可以行更多的義，但是即使你這麼作，你也不能

超過他們。他們已經比你更認真的作了。但是神建立了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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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義的方法，那個方法就是，使對神的工作有信心的人稱為

義，神使所有對耶穌有信心的人（或相信耶穌的人）能稱為

義。 

保羅說：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

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並且得以

在他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

就是因信 神而來的義 (腓立比書 3:8–9). 

這是我們與神的新關係：因為對神的認識，以及相信耶穌基

督，神就使我們稱義。神把耶穌的義賜給我們，而耶穌的義又

超過了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所以我們的義超過文士和法利賽

人。這是我進天國的惟一希望。這是以為我相信神藉著耶穌所

完成的工作，使我在神面前稱義。 

現在我們開始看第六章。首先，祂闡明了一個原則。耶穌是一

位很好的老師，祂先說了原則，然後再加以說明和舉例，這原

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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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馬太福音 6:1) 

施捨是義行、善行。 

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馬太福音 6:1) 

這裡善事是指正直的事（或義事）。祂在這裡講的是作善事的

動機。你要確定，你作這些事的動機，不是要別人知道你，或

是肯定你的作為”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將來都要站在主的審判台前，為我們的工

作受審判。祂要審判的是我們的動機，是什麼動機使我去作這

件事。如果這是一件義事、善事，可是我的動機不對，這件事

就一文不值，就會像木柴、野草一樣的被燒掉。我們的工作都

要經過火的試煉。我們許多的工作都會被燒，像煙一樣的消

散，只有那些在神前是出自一顆純真的心、有對的動機的事才

能經得起試煉，存留下來，也會得到獎賞。神也要審判我作這

件事背後的動機。 

使徒保羅提到了他的動機，他說: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林後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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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基督徒事奉神的最大動機，也是唯一的動機。 

我可以作許多善事，但是如果不是出於愛，就沒有意義。我可

以賣掉所有的財產，分給窮人，但是如果我告訴報社說：「請

你們派記者來採訪，我要變賣財產，分給窮人。」如果我的動

機是把我的相片登在報上，讓別人說：「哦！他多偉大啊！」

我的動機不但是錯的，而且我也得到了我的獎賞! 

當我來到神面前的時候，帶著我對著電視鏡頭前的微笑，等神

給我頒獎。神看看祂的記錄說“我沒有看見什麼可以獎賞你

的”我說“神啊！等等，你說什麼？你沒有看電視嗎？你沒有

聽見那些人說我多麼好麼？”主說“啊！我記得，可是那些就

是你的獎賞啊” 

基本上這就是耶穌所說的，要注意你的動機，不要讓使別人注

意你所作的，不要叫別人稱讚你。如果你那麼作，那就是你的

獎賞了。所以要小心，不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

看見。 

我們也要注意兩者的平衡，因為耶穌也說過: 

你們是世上的光 (馬太福音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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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所作的，會被人注意，會被人看見。你也沒有辦法把光

隱藏起來。你是世上的光，但是要記得：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6)。 

所以我們要小心，當別人看到我們的好行為的時候，不會稱讚

我們而把讚美、榮耀都歸給神。這不是一件容易作到的事。這

與你作事的動機有關。如果你愛神，要事奉神，為神而作。這

種動機是神喜歡的。如果你的動機是受到人的稱讚、榮耀及肯

定，那麼你所得到的稱讚、榮耀、肯定就是你僅有的報酬。 

有些人說我們行善是因為那是善事，不應該注重報酬。這種說

法非常崇高。但是說這個話的人，也表現出他自私的一面，因

為當別人聽到以後說：「他好偉大啊！他的心多正，他的動機

多純，他作了好事而不要任何報酬，他多好！」，其實他已經

得到了他的報酬，這也不合乎聖經。 

耶穌講賞賜，講了很多次，我們怎麼能得到天父給我們的賞賜

呢。得獎賞也是基督徒的經歷之一，但救恩不是獎賞。救恩是

神藉著在耶穌基督裏的恩典，給我們的禮物。救恩也是神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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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把這榮耀的永生當作禮物送給我，這跟

我的工作，我的努力完全沒有關係。就是那麼簡單，神不是把

永生當作一個報酬，我賺不到永生，也不能以工作換到永生。

這是神的禮物，所以我不能自誇。 

但是身為神的兒女，神也給了我責任。祂給我事奉的機會，將

來在祂的面前，要按著我在地上的時候，祂所交付給我的工

作，看我是不是忠心的去完成，而得獎賞。因此我渴望得到神

給我的獎賞，這是很合理的。 

耶穌說：如果你在人前行善，你的報獎賞就是，人們對你作這

個善事的稱讚和肯定。接著耶穌用三個基本上被神看為公義的

事來說明這個原則。這三件事是奉獻、禱告和禁食。對這三件

事，每件都有正確的方法去作，也有錯誤的方法去作。有正確

的禱告和奉獻的方法，也有錯誤的禱告和奉獻的方法。如果你

用錯誤的方法去奉獻，你已經得到了你的報答，如果你用正確

的方法去奉獻，神會給你應得的獎賞。這完全看你，是從什麼

地方和從誰那裏得到獎賞。看你要得到從人來的獎賞，還是從

神來的獎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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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人喜歡得著從人來的獎賞，他們就滿足了。再過幾天，

就是國慶日，我們會看到一年比一年更精彩的煙花表演，我們

會聽到聲音，看到各種耀眼的顏色在天空爆開，周圍的人在喊

著：「哇！啊！」。這個煙火是這麼的美，美得無法形容。但

是消失得也太快了，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就像世界的榮耀。你一定也看了不少。有人作了件好事，大

家都說：「哇，他多有能力」，一個大閃光，然後很快的就消

失了。那個煙火在那個時候是這麼的引人注目，而現在他們已

經被另一個煙火代替了。世上的榮耀，就是這麼的淺薄、短

暫，消失得也這麼快。 

但是在比煙火更高的天空中，有些與煙火不同的物體在發光。

他們是天上的星星，如果你能近看他們，你能看到他們那神

奇、狀觀的榮耀與美麗。當煙火化為灰燼的時候，那些星星依

然在那裏散發著美麗的光芒。 

但以理說：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

星、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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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12:3)。 

你要在那一個天空發光？你可以在人前行事，讓人人都稱讚你

說：「哦，你看他所作的，多麼好！他多棒啊！」但是不久你

就成為塵土，被人遺忘。人們等待著下一個「偉大的煙火」。

如果你把你的善事，行在神的國度中，那會發出永遠的榮耀與

美麗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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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馬太福音 6:2) 

我不知道耶穌形容得是不是有一點誇張，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

人帶了一個樂隊去教堂奉獻，當你把錢投進奉獻箱裏，他們起

來為你吹號。 

但是我曾看到在聚會中，有這麼一個傳道人說：「現在神啟示

我，今天晚上有十五個人要捐一千元給我的福音機構，讚美

神，哈利路亞！我現在要這十五位，神對他講話的站出來。」

他不停的斥責、逼迫，一直到有人拿了支票站了出來。「哦，

讚美主，你看，那邊有弟兄站出來了，感謝主！」這個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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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人跑過去，親手收了這個人的支票。 

對神來說，你不會因為捐了這一千元而得到報酬。在你奉獻的

時候，你已經吹了號，你讓別人知道你有多慷慨，你站了出

來，接受了別人的稱讚，這就是你的賞賜。在我看來，我對那

些傳道人用這種動機去要人奉獻實在覺得痛心。他們是強奪了

神本來要給那奉獻人的賞賜。那些傳道人應該負責。羊通常不

知怎麼作，但那些用這方法拿到錢的牧羊人應該負起責任來。

主說，你不該吹號打鼓的讓人曉得你的奉獻。祂說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馬太福音 6:3) 

只要奉獻，不要誇張。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有古卷作必在明處報答你〕(馬太福音 6:4) 

我們的奉獻應該是單純的給神。奉獻不應該有任何的壓力。保

羅在哥林多後書九章七節說： 

各人要隨本心的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

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神不悅納我們出於壓力的奉獻或是任何不出於愛的動機。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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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教會的財政委員們找上門來的時候，你心裏想：”哦，這

次我該怎麼回答他們呢？“當然我是在壓力之下了。 

因為那些人都是些重要人物：銀行經理，律師、我的醫生，我

好像是坐在燙椅子上。他們都坐在那，等我為今年教會事工開

口認捐。他們都會知道我認捐多少，我不願意他們以為我吝

嗇，所以在壓力下，開口說了「一千元」。然後我聽到我的銀

行經理說：「喔，一千元啊，你看，今年教會實在需要增加些

新的事工，我們都希望你至少能捐一千二百元。」由於壓力，

也不好意思，最後我認捐了一千兩百元。 

第一個月我答應要捐一百元，可是我沒有，我說：「我一定要

作到，因為我已認捐了。」每一個月我都在掙扎著，實在不是

心甘情願的去實踐我的諾言。記得，神不要你心不甘，情不願

的去給祂任何東西，你還不如不給。讓他們知道你捐不起，讓

他們知道你沒有這麼慈善，隨他們怎樣想，不要因為壓力而奉

獻。 

保羅說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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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 神所喜愛的。（林後 9:7） 

神喜悅甘心樂意的奉獻，任何東西如果不是甘心樂意的給神，

你最好留下吧。神並不少這些東西，祂也不需要這些東西。奉

獻應該是你跟神之間的關係。這是因為我們愛主而作的，並不

是想得到別人給我的讚美。 

那麼十一奉獻的信封袋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美國政府稅捐

處的規定，這也是另一件由稅捐處來的邪惡事。我相信我們不

應該付比我們該付的更多的稅。所以為了稅捐處，當我們開支

票和填信封時，我們要記錄下來以備稅捐處查詢。這些資料完

全保密，你的奉獻是你與神的事，我們只在每年底給你一張收

據。奉獻是你個人的事， 

我們要保持得越隱私越好。願你用喜樂的心來奉獻，而且是出

於你對主的愛，不是想要被別人知道。 

你們禱告的時候 (馬太福音 6:5)， 

禱告有正確的方法與錯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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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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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6:5)。 

禱告在猶太人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他們每天要讀兩次“示瑪”

（Shema），示瑪是由三段舊約聖經的經文組合而成的，從申

命記的第六章開始 

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 

一個猶太人必須每天誦讀兩遍示瑪，一遍在早上九點以前，一

遍在晚上九點以前。 

他們還有第二種的禱告，叫作「示瑪那斯」（Sheminith）。

包括了十八段分開的禱告文。後來，他們又加了一段，變成十

九段禱告文。他們從小，一天就要背誦三次。一次是在早上九

點，一次在中午十二點，另外一次是下午三點。 

因為他們每天早上、中午、下午都要背誦，便漸漸的變成了一

個傳統習慣，而禱告真正的意義就失去了。他們的禱告越背越

快，變成了一個非作不可的責任。 

有了這個認識，你可以想像得出有人算準了時間，故意在禱告

的時候，站在街頭顯著的地方「哦，九點了，我必須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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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披上圍巾開始禱告。當然所有經過的人都會注意到，就

說：“看！他多好啊！即使在這麼忙的工作中，在街道的轉角

上，還能停下來禱告，他的靈性一定很高。“ 

可能當他在禱告的時候，他想：「我知道他們在看我，知道我

多麼屬靈，他們知道我是聖人，人人都知道我很公義，這多麼

榮耀啊！」 

任何一件事，如果我們一遍又一遍的重覆，很容易就會失去了

意義。他在我們的腦子裏，已經刻下了一道深紋。只要找到這

道紋，一按按鈕，不用經過思想，事情就會重覆。好像兒歌唱

的：「我現在要躺下休息，求你看顧我靈，如果我醒來以前死

去，求你取走我的靈，」只要一按按鈕，他就自動的唱出來，

就像洋娃娃的繩子一樣，設計好的。「上帝大，上帝好，謝謝

天父賜我飲食。」你可以唱出這些詞，可是心中卻想一些完全

不相關的事：空虛的句子。當我禱告的時候，我不要在引人注

目的地方，讓人看見，而使人覺得我是一個禱告的人。 

我曾經聽說有一個傳道人，人人都稱讚他是一個很會禱告的

人。他有非常好的聲譽，我非常希望能見到他。剛好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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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個夏令會講道，他也在那裏。我終於發現了他得到這個

「很會禱告的人」的美譽。每天早上六點鐘，你可以在營地的

每個角落，聽到他從教堂裏傳出來禱告的聲音。每天六點到七

點都是這樣向神呼求 

我時常想，神是不是要我們有這個「禱告的人」的美譽，還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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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6:6) 

如果那有「禱告之人」美名的人所得到的報酬，就只是那簡單

的被人重覆說，他是「禱告的人」這句話的話，我一點也不會

覺得驚奇。我相信他喜歡這個名聲，他盡可能的在公眾場合這

麼禱告，保持他的好名譽。 

既使是禱告，我們也要注意我們的動機。我們所求的，也要看

我們的動機。雅各說：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

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各 4:2-3) 

換句話說，可能我們禱告的動機是錯的。不可懷疑的，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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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非常重要。所以聖經說： 

人應當自己省察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

（林前 11:28） 

我們自己省察，我們的動機，這是對我們有益的，問自己，

“我為什麼作這件事？” 

我不一定知道我禱告的真正動機。非常可能我是在欺騙自己。

大衛王在省察了自己的動機以後，發現了這點，說： 

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

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

所行的，耶和華阿，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你

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

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詩 139:1-6） 

然後以下面的經節結束這首詩： 

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

139:23)。 

神阿，鑒察我，求您指引我，顯示我心中所想的，因為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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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欺騙我自己。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我騙不了主，因為祂

鑒察我的心，知道我真正的動機。神也知道我不希望浪費時

間，如果我要作事，我要有正確的動機。我要得到從主來的獎

賞。 

所以我們的禱告要小心，千萬注意，禱告不是要使別人對你有

好印象。不要引人注意，禱告不是用來讓人對你留下好印象，

而是要使神對你有好印象，「回到你的內屋，關上門，你們在

暗中的父會大大的賞賜你」。 

第二個“不要” 

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 (馬太福音 6:7) 

在那時 

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馬太福音 6:7) 

第二個「不要」，就是不要像文士和法利賽人一樣作沒有意義

的重覆。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但是一個真正的禱告，不

在乎禱告的長短或花多少時間。在聖經裏所記載的禱告，大都

是很簡短的。我們常常想除非我們跪下來，禱告一小時以上，

否則這個禱告就沒有效果。不是這樣的，當我們與神說話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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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用一些沒有意義的詞句來填滿時間是毫無意義的。當你來

到神前，坐下，敞開開你的心，告訴祂你要的：簡單明瞭的陳

述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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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6:8)。 

因為「你們在沒有禱告之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天父早已

知道了。」我們不需花費時間來告訴神有關我們所作的事。祂

早已知道了，我們不用再告訴祂一次。我們也不需要再重讀一

次，那一長條列下的我需要的東西，在我沒有開口之先，祂已

經知道我的需要。所以不要再作無意義的重覆。 

耶穌給了我們一個禱告範本。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拿他用來作無

意義的重覆背誦。他們在背誦懺悔錄的時候，還鼓勵別人一齊

背誦，還背馬利亞禱告文，我們的天父之類的誦詩：這些都是

耶穌所說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重覆。 

如果一再地重覆背誦主禱文，那是一點價值也沒有。但是如果

你能慢慢的、一句一句的反覆思想主禱文裏的句子，那就是價

值無窮了。主禱文是一個標準的模範禱告範例。禱告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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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關係上。所以禱告一開始，就說出這關係，是很要緊

的。這關係是： 

我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6:9) 

如果祂不是我們的天父，我們就沒有權力向祂禱告 

在約翰福音第九章耶穌醫好了一個瞎子。法利賽人問他是怎麼

被治好的，他告訴他們，有一個叫耶穌的，用泥土放在我的眼

睛上，然後叫我去洗掉，當我把泥土洗掉，我就看見了。法利

賽人追著問，「祂作了什麼？」那瞎子說「我已經告訴了

你。」法利賽人說，「你應該歸榮耀給神，至於你所說的那醫

治你的人，我們根本不知道祂是誰。 

你該將榮耀歸給神只是這個人、我們不知道他從那裡來。(約

翰福音 9:24，29)。 

他想了想說：「這多奇妙，我根本不認識祂，而祂卻能使我看

見，祂是在作救世主所作的事。」他們就向他發怒。那個人說

「我們知道神是不聽罪人禱告的。這個叫耶穌的人能治好我的

眼瞎，他一定有做對的地方」 

請注意，那個人所說的，也不一定合乎聖經。事實上，神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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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的禱告，至少祂聽了一個罪人。 

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神聽了他的禱告。大衛說: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詩 66:18) 

這是真的 

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

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 神隔絕」（賽 59:1-2） 

這也是真的，是罪使人與神分開。但是在禱告中，我們有一個

關係，這個關係就是子女走到父親的面前。因著我們對耶穌的

信靠，我成了神的子女。所以我可以叫祂：「天父」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馬太福音 6:9)。 

「尊你的名為聖」可以翻成「被人尊敬」。猶太人非常尊重神

的名字。尊重到連嘴唇也不敢說出神的名字，甚至連他們的思

想中也不配想到祂的名字。所以當一個文士抄寫神的名字的時

候，他們不寫母音，只寫子音 YHVH。你可以試著去讀讀看。

因為沒有母音，你不知該怎麼發音。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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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知道，怎麼讀神的名字。 

不但這樣，在文士寫這 YHVH之前，他們要沐浴更衣，用新的

筆，沾新的墨水，才能寫這四個字。你可以想像如果在一段經

文中，有五、六個地方有神的名字的情景。在他們中間，這已

經變成了一個傳統。當他們一寫到神的名字，他們都這樣作。

到底這名字是怎麼讀，讀成耶和華或雅威，我們也不知道。神

名字的讀法已經在猶太人的傳統下流失了。 

在詩篇裏，詩人宣告說： 

他的名聖而可畏。（詩 111:9） 

在主禱文裏，也是這麼說：「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或翻成

「你的名字是被尊敬的」我不知道稱一個人為「被尊敬的」的

由來，但我自己認為我不是「被尊敬的恰克史密思」或「恰克

史密思牧師」，我覺得我這名字實在沒有理由使人尊敬。但不

幸的是有些人在介紹我的時候說，我是「被尊敬的恰克史密

思」，然後又有人加了一點，變成「最尊敬的恰克史密思」，

又有人更加了一層，變成「最最尊敬的恰克史密思」。我認為

在名字上加頭銜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實在不願意有這樣的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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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唯一能被稱為“被尊敬的”就是我們的主，也只有祂可以被稱

為「尊你的名為聖」。人不能有這種稱號。有許多人這樣稱呼

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許多人寫信給我說：「親愛的史密思牧

師」，我笑笑，因為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認識我。我自己從來也

沒有認為我是牧師。我尊敬神和神的名字，但對我的名字，實

在沒有什麼值得尊敬的。我認為在神的眼裏，沒有人配得榮

耀。讓我們高舉神，尊敬祂的名，以祂的名為聖。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馬太福音 23:12）。 

首先是「關係」接下去是被大家公認的「讚譽」。「天父」是

關係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是讚譽，這句話也能譯成「你的名字是至聖的，被人尊敬

的」，我現在是在與這位創造宇宙的神說話。主對耶利米說 

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 神、豈有我難成的事麼。(耶

利米書 32:27) 

當我禱告的時候，我應該記得這句話。我常常在禱告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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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自己，這件事對我太難了，我解決不了。許多次我們把

那些會被打敗的觀念，帶進禱告裏：我作不了，當然神也作不

了。 

所以承認那位我禱告的對象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希伯來

書說：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

那尋求他的人。(希伯來書 11:6)。 

相信祂什麼？相信祂是永恆的神，保羅說：「神能照著運行在

我們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

3:20）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實際上，這是一個祈求，就是禱告，願神的名在地上能得到像

在天上得到的尊敬一樣。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馬太

福音 6:10) 

在這裡又多了兩個祈求。這三個祈求都與神有關，與我個人無

關。在我的禱告裏，我主要的願望應該是使神的旨意成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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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以為禱告是一個實現你的願望的方法，那是不對的。神從

來不是這麼想。祂所要的是給我們一個方法，讓我們與祂一起

同工，來完成祂在這個悖逆的地上的旨意。真正的禱告，一開

始就是與神的旨意相同，求祂的目的和計畫，絕對不要改變神

的目的。 

我相信在我禱告之先，神已把祂要給我的準備好了，我們所祈

求的，如果是對的，祂也會給。你會問：「既然如此，那我們

何必禱告？」因為神給我自由意志，我有選擇的機會。神尊重

我的選擇，祂不要違背我的心願。神只作我願意祂為我作的

事。所以禱告是我為神打開我的心門，要祂作，祂要在我身上

所成就，而我也同意，讓祂去成就的事。 

耶穌對門徒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

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

他就賜給你們。（約 15:16) 

神要賜給你，祂要為你作事，但是祂不要違反你的自由意志，

禱告是我們敞開一道心門，讓祂作祂要為我們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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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是從神的旨意開始，而不是我的旨意。耶穌說：「父阿，

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路 22:42）這就是今天那些在

電視上有名的教師，錯誤的地方。可悲的是現在在「全福音

圈」裏的人沒有屬靈的深度，他們非常的淺薄，隨從所有新的

異端。保羅說：「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人的詭計和欺騙的

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弗 4:14）一些狡猾的人想了一些主意，所有的人便一窩風

的跟從他。這個新風潮就像你要掌握權柄，統治世界。你強迫

神作任何你決定要作的事，你堅持、施壓力、禱告，相信神一

定會答應你的要求。不對，不是這樣的！ 

神不是你的小精靈來完成你的心願的。祂是宇宙的主宰。我要

說，我要感謝神沒有聽我所有的禱告。如果神聽了我所有的禱

告，這個世界會變得一塌糊塗。因為我發現我以前所禱告的是

我一知半解的事。當我了解了事情的真像以後，我說：「神

啊！謝謝您，當初沒有聽我的禱告，不然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

辦了。」讓神作神，作我們的主宰，讓我們尊重祂。讓我們知

道禱告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得到我們所要的，而是讓祂的旨意成

就。。「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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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們也有需要，所以我們向神求我們所需的，這是對

的。所以現在我們來求所需要的。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馬太福音 6:11)。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生活必需的東西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馬太福音 6:12。 

赦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注意，第一個是現在的「今日賜給我

們的需要」，第二個是以前的：「免我們的債」，我們以前所

作的事。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馬太福音 6:13): 

「救我們脫離兇惡」這是將來的事。「神阿，作我的主宰，指

引我的未來！」所以這些祈求裏的過去、現在、將來。包括了

我的需要、赦免、引導及釋放。這些是我到神面前祈求的基本

東西。 

禱告是歸向神。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無

因為至阿們等字〕(馬太福音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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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有三種形式，第一個是敬拜：明白神的榮耀與大能。我們

敬拜祂，是因為祂是神，並不是因為祂為我們作什麼而去敬拜

祂。就好像在黑暗的沙漠中看天空，你會說：「哦主阿，你是

奇妙的主」，你不由自主的讚美祂的創造之美。當你看到美麗

的花朵、新生命的降臨，你會說祂創造生命的奇妙。第二個是

請求。狹義一點的解釋是向神祈求我們所需要的。第三是代

禱。我們為迷失的世代禱告。 

這三種形式都包括在耶穌的主禱文裏，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馬太

福音 6:12) 

這是為神的國代禱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馬太福音 6:12) 

是為我們的需要祈求。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

無因為至阿們等字〕 

這是敬拜。注意！禱告開始於敬拜，也結束於敬拜。我們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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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禱告是先請求，再代禱。但是在主禱文裏，先是代禱，再請

求。我認為次序並不重要，但是這三種形式都應該包括在禱告

中。我們應該花時間去敬拜，花時間代禱，也花時間去求我們

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種的祈求禱告當中，祈求“免了人的債”是

為了“免了我們自己的債”。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馬太福音 6:12) 

馬上問題就來了。「是不是赦免我們的債，要先從我們赦免別

人的債開始呢？」如果是那樣的話，那末免別人的債不就成為

工作了嗎？我們有問題。來看看耶穌怎麼說：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

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我相信你們不會要我改變耶穌的話吧！可是你說“我不懂”，

等一下，祂並沒有要求你一定要懂，祂只要你相信祂，所以我

相信，我們了解饒恕的重要性，這可不像彼得說的，只是一個

數字的觀念而已。 

「主阿，我兄弟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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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定彼得以為他能饒恕別人七次，已經是極大的恩典了。他

也許對他能饒恕同一個人同樣的事七次感到很難得。但是耶穌

說: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馬太

福音 18:21–22). 

四百九十次。 

饒恕不是一個數字，而是神放在祂兒女心裏的一種態度。我們

已經被神饒恕了那麼多，我們也有義務去饒恕別人。耶穌給了

我們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 

有一個人欠了他主人一千六百萬元，那個主人叫了他來說：

「時間到了，你該還錢了。」他說：「請你再寬容我一些日

子，我現在還沒有錢還你。」主人說：「算了，我免去你所有

的債，把那筆債一筆勾銷吧。」那個人出去，碰到一個欠了他

二十五塊錢的僕人，他掐住那僕人的脖子說：「還給我錢。」

那個僕人說：「我的妻子病了，我需要錢看醫生，能不能再寬

限幾天，我再還你？」「不行，你已經拖得太久了。」他叫了

警察把那個僕人關在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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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主人聽到他所作的事，叫了他來，問他說：「你欠我多少錢

呢？」「一千六百萬，」「我是不是免了你的債？」「是

的，」「我聽到你將一個欠了你二十五元的人關入牢裡，這是

怎麼回事？」他叫了警察來說：「將他關在牢中，一直到他還

清所有的債。」（馬太福音 18:23-35）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耶穌再一次的強調說：「你已經被饒恕了那麼多，你還不能饒

你的兄弟嗎？」我們已經被饒恕了，所以應該去饒恕人，。如

果我們饒恕人，我們也會被饒恕。如果我們不饒恕人，我必須

承認這樣作跟我的本性不合。我的本性是要報復。 

如果有一個人用鑰匙，把我的車身刮了一道長痕，按我的本

性，我是不會原諒他的。感謝神，祂把另一種態度放在我的心

裏，那就是：”唉！這種事遲早總會發生的，所以算了吧！“ 

如果你認識的人很多，你也要付出一點代價，不論如何，總有

百分之幾的人不喜歡你。所以認識你的人愈多，恨你的人也愈

多。我想可能有人知道我車子的牌照，看到一輛車也是這個牌

照，就想：「哈哈！讓我好好修理他。」我恨那個人恨到心都



34 of 45 

馬太福音第六章 

痛，但是我必須饒恕他。我不能把這種事放在心上，因為我知

道如果這樣作，將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我不停的想這件事，我

會愈想愈氣。 

在我的身體裏會分泌一種化學元素，開始在我內部起作用。從

裡到外的要毀滅我，耶穌知道饒恕的重要性，所以告訴我們心

裏不要存著苦毒、惱怒、仇恨，耶穌知道這些不好的東西，會

在我們的身體裏，造成化學反應，危害我們的健康。 

耶穌知道饒恕人，不記仇的心是非常重要的。饒恕對我們自己

有好處。祂要我們不要記仇。你看那些記仇的人多可憐，因為

不能忘記仇恨而使自己的身體受到虧損。 

第三件可稱義的事是禁食。禁食也有正確的方法及錯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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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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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6:16–18)。 

所以不要讓人曉得你在禁食。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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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人知道你在禁食，因為他們因此會對你另眼相看，會很

尊敬你，你那麼屬靈。我在早期的事奉經常禁食，顯然地，我

現在不常常那麼作了 

在我早期開始事奉的時候，我常常禁食，有時候在我禁食期間

去探訪，一些有愛心的姊妹會給我一塊自己作的蛋糕，我怎麼

辦呢？如果告訴他：「謝謝你，我在禁食？」我不能吃。要是

我吃了那塊蛋糕，就破壞了我的禁食計畫。如果我說：「我在

禁食，」我可能會失掉我的賞賜。我一直是用禁食來得到神給

我的獎勵，所以如果我能不吃那些為我準備的東西，我就不

吃。但是當他們烤了蛋糕，我很難拒絕。他們也在等著他們的

獎勵，「哦，這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蛋糕。」 

現在耶穌說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事情。祂說到我們在地上的財

寶。祂說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

挖窟窿來偷．(馬太福音 6:19) 

幾年以前，曾經有過一次金融風暴，大家搶購金子、銀子，以

緩衝通貨膨漲，使金價大漲。那些寫金融報告的人也鼓勵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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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買。他們把你那些不值錢的錢幣，幫你換成金子、銀子，實

在是太好心了。我也想不透他們為什麼會那麼好。 

不過我沒有買。因為雅各書說：「你們這些富足的人，應當哭

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你們的財物壞了，衣

服也被蟲咬了，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

是，又要叫你們的肉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只知道積攢錢

財。」（各 5:1-) 

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儹錢財。

(雅各書 5:1,3). 

可是現在金、銀價格大跌，不值錢了。 

多麼希望韓特在沒有買銀子之前，讀這段經文，他也許不會因

為銀價大跌而號啕大哭，他一定損失了上十億以上的錢財。他

應該讀雅各書的。現在銀價又回到五塊錢一兩，金子也從八百

元一兩回到三百元左右一兩。我很同情那些在八百元一兩買進

金子的人們。有人說：「繼續守下去，金子總會漲上來的。」

我想，大概不會了。主說：「不要積攢財寶在地上，」除了會

被偷被搶之外，金銀還會貶值。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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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不要積攢財寶在地上」除了會被偷被搶之外，金銀還

會貶值。但是(馬太福音 6:20)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

挖窟窿來偷 (馬太福音 6:20) 

為什麼我們要積儹財寶在天上，而不在地上呢？理由是：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馬太福音 6:21)。 

如果你的財寶在地上，你的生活就會以屬世的東西為中心。如

果你積財寶在天上，你的生活會以屬靈的事為中心，這些財寶

在天上是不會遺失或被貶值的。一個是暫時的，一個是永久

的。屬地的事是暫時的，屬天的事是永久的。 

在路加福音，耶穌給了我們一個很有趣但不容易理解的比喻。

一個有錢人，僱了一個管家。有人控告他在浪費主人的錢財，

那個財主叫了他來，說：「我聽到這些事，是不是真的？如果

你這樣，小心我解僱你。他想了一個辦法，使在他被解僱之

後，有人能接他回家去住。他叫了所有欠那主人錢財的人來，

對第一個人說：「你欠多少？」「一百桶油。」他說：「將債

條給我。」他把所欠的改成五十桶。對第二個人說：「你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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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百擔麥。」他將他的債條改成了六十擔 

這個不忠心的管家，把所有欠他主人的債物都減少。當他被解

顧後，他可以向那些人要求回報，這些人便非幫他不可。耶穌

說: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

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路加福音 16:1–8)。 

那個不義的管家，知道他現在的情況不好，利用他現在還有

的，為他的將來作打算。我相信耶穌的意思，基本上是告訴我

們，用現在的東西作為將來的打算。要我們把握現在的機會。

因為一旦你死了，你再也沒有辦法在你天上的帳戶上加添東

西。我的意思是指你在天上的財寶，是你現在給出去的財寶。

一旦你死了，你不能再說：「我將一切都給你」或說：「我的

一切都是主的，祂讓我用它。 

主說：把握現有的機會，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 

原因是，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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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

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

呢。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

意思〕(馬太福音 6:22–24)。 

這些事情都跟我們積儹財寶在天上有關。如果你被瑪門所主宰

（瑪門就是你的財產），你就不能是神的僕人。你不能又事奉

瑪門又事奉神，你不能同時被兩個主人主宰。我們試過，知道

行不通。你只能喜歡一個恨另一個，或喜歡另一個恨這個。 

現在主講到憂慮。 

不要為生命憂慮(馬太福音 6:25) 

就是不要為你的生活、為你的衣食擔心憂慮，祂然後說， 

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

不勝於飲食麼、身體不勝於衣裳麼。(馬太福音 6:25) 

首先，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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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馬太福音

6:26) 

祂告訴我們， 

不要著急。你看！天上的飛鳥，他們也不種、也不收，也不聚

集糧食在倉裏， 

但並不是告訴你也不要種、不要收、不工作這不是祂的意思，

對我們的需要完全被動。你看過一隻鳥在電線桿上，張開嘴

巴，等著小蟲飛進他的口裏嗎？小鳥是非常活躍的。他們跳到

地上，到處啄食。鳥不被動，神也不教你被動。有些人以為他

可以悠哉遊哉的什麼也不作，神會照顧他。這不是聖經上說

的， 

保羅說， 

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帖撒羅尼迦後書 3:10)。 

神給了我工作的能力，我的小孫女說：「神給我一個腦子，祂

要我去用他。」神給我們能力去思想、去解決問題，祂要我們

去用他。但是不要擔心說：「哦，我該怎麼作？我怎麼還

債？」不要為這種事情擔心，因為你的天父知道你需要這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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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如果祂看顧小鳥，祂一定會看顧你的。祂是你的天父，你對祂

是非常重要的，遠遠超過了小鳥。所以不要擔心。 

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

一肘呢〕(馬太福音 6:27) 

有人說，啊！我真擔心自己這麼矮。你知道嗎？我希望我能長

高一點，可是你們哪一個能因為坐在那裏憂愁，而使自己長高

十八吋呢？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馬太福音 6:28) 

我太太聽到了嗎？ 

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馬太福音 6:28) 

為什麼為衣服而發愁？在那時候，婦女一定要自己織布才能作

衣服，所以現在你了解了。耶穌說: 

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馬太福音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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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

不如這花一朵呢。(馬太福音 6:29)。 

連所羅門王擁有那麼多的財富和榮耀，但是他所穿戴的，還比

不上這野地裏的一朵百合花呢。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

裡、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馬太福音 6:30) 

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就不會憂慮。如果你憂慮，就表示你缺

少信心。信心與憂慮不能共存。 

「哦，小信的人哪。」(馬太福音 6:30) 

神給大地那個，今天開，明天就謝了的青草當作裝飾，難道祂

不能照顧我們的衣服嗎？我有一次不小心開了太太一個玩笑，

我感謝神，好在她跟隨主已經好多年了，她的靈性非常好，我

感謝神，她給我和教會的姐妹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因

為她不在乎這些屬世的東西。我們的生活很儉樸，我感謝神給

我一位有同樣看見的人生伴侶，神讓我們在耶穌基督裏過儉樸

的生活。我拿她來開玩笑，這是不太好的，求神饒恕我。否則

我回家以後，她會說：好啊！你說我這麼作，我就作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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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糟了。 

所以不要憂慮、說、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

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馬

太福音 6:31–32)。 

你的天父知道你所需要的東西，你不用著急。這些不是我們人

生的目的。那我們在尋找什麼呢？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馬太福音 6:33) 

不信神的外邦人，找的是世界的東西：時髦的衣著、山珍海

味、遊山玩水等等。但是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馬太福音 6:33) 

先後次序，這是多麼重要啊！把神放在第一位，其他的，祂會

負責，如果你先求祂的國， 

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 6:33) 

神會為你安排其他的事。你不必操心。你所要作的，就是把神

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會為你安排。 

如果你算計一下我們花費在食物和衣服上的時間，我想你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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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你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上面。那麥迪遜大道的壓力使我們不斷

的趕時髦。我們的衣服還沒有穿舊就不要了， 

我們變成了商品世界下的犧牲品，受害者。我們懶得準備食

物。我們寧願化一塊二毛五去買一條麵包，也不願意化一點點

錢買些麵粉，作成一條只需要一毛九分錢，有營養的麵包。你

說，哦，這太花時間了。 

主說，不要讓這種事情變成你操心的事。你要先求神的國及祂

的義，神會看顧其他的事情。記得，耶穌說: 

當你禱告的時候，不一定要禱告得很長。 

在你禱告之先，主已經知道你所需的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馬太福音 6:34) 

你看，我們明天的憂慮總是多於今天的。我們是活在今天，今

天我有吃有穿，所以我不為今天憂慮。但明天怎麼辦？下星期

的帳單怎麼付？使我們憂慮的是「將來」 

主說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



45 of 45 

馬太福音第六章 

一天當就夠了。(馬太福音 6:34). 

我記得雅各給我們的勸誡是：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各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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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我們查考主放在我們面前的寶訓，願神幫助我們。讓我

們不要光聽不作。我們不只是說祂的話是對的，還要去行，把

祂當作你的生命。「哦，我知道我不應該為明天憂慮，我應該

開始積儹錢財在天上…，」如果我不去作，我便是一個愚蠢的

人。我是在沙土中蓋房子。當第一個暴風雨來的時候，我偉大

的建築就消失了。我們要作一個行道者，不要作一個光聽不作

的人。 

願神幫助我們每一個人，讓我們不僅僅欣賞這登山寶訓，而是

要活在這寶訓中。讓這些原則變成我們真正的生活，我們因此

能得到天父賜給祂兒女的喜樂與福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