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動教會⾨門徒訓練特會—天國八福
第⼆二課 - 八福 , 第⼀一部分 (太. 5:3-6) — BRIAN BEE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山寶訓:前四福 (太5:3-6)

I.復習:登⼭山寶訓是神國的核⼼心價值

A.登⼭山寶訓是頒佈在地上的神國憲法。在登⼭山寶訓中說明了了神最在乎的事，同時也全
⾯面的敘述了了耶穌對信徒在與神的恩典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登⼭山寶訓可以測驗
我們所有屬靈的發展和服事的影響⼒力力。 在這個講道中，耶穌呼召他的⼦子⺠民要完全
的順服，並使這成為他們⼈人⽣生的⽬目標。 為了了達成這⽬目的，我們要尋求並且⾏行行在聖
靈給我們的光中。 追求順服跟真實的順服是兩兩件不同的事。

所以，你們要完全，[⾏在你們所領受的光中] 像你們的天⽗完全⼀樣。 
(⾺太福⾳ 5:48)

B.耶穌吩咐我們，當我們追求百般的順服時（5:48），我們要活出八福（5:3-

12）。 這八福是⼼心靈貧乏，靈裡哀慟，存著溫柔，飢渴慕義，憐憫，擁抱純潔，
與⼈人和睦，在逼迫中忍耐。

虛⼼的⼈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
得安慰。 溫柔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 飢渴慕義的⼈有福
了！ 因為他們必得飽⾜。 憐恤⼈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清
⼼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神。 使⼈和睦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
必稱為神的兒⼦。 為義受逼迫的⼈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福⾳ 5:3-10) 

C.八福就像是八朵美麗的花栽種在我們⼼心⽥田裡，神要這些花綻放。 這八朵花定義了了
愛，敬虔，屬靈的成熟，也描述神國的⽣生活模式。 在所有神的命令中都有⼀一個隱
藏的應許，就是祂能夠幫助我們去⾏行行出來來。   

D.這八朵花必須經過『除草』的過程才能被培養，就是學習去抵擋我們私慾所帶出的
六個誘惑（5:21-48），並且透過追求國度的五個⾏行行動來來 『灌溉』（6: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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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個誘惑: 憤怒，不道德，無視婚約的神聖，作出虛假承諾，要求個⼈人權利利，以
及報復（5:21-48）。

2.五個國度的⾏行行動: 禱告，禁食，奉獻（給予）、服事和祝福敵⼈人（6:1-18）是

屬靈的紀律律，能使我們⾃自由地在神⾯面前得到更更多的恩典。

E.在世界的眼中，前四福被視為消極的; 後四福為積極正⾯面的。

1.前四福: ⼼心靈貧乏，靈裡哀慟，存著溫柔，飢渴慕義

2.後四福: 憐憫，擁抱純潔，與⼈人和睦，在逼迫中忍耐

II.第⼀一福同時也是基⽯石:⼼心靈貧乏 (⾺馬太福⾳音5:3)

A. ⼼心靈貧乏 是意識到我們很需要去經歷靈裡的成長，不論是在⼼心理理層⾯面、事⼯工層
⾯面，教會層⾯面，或是社會層⾯面。⼼心靈貧乏是最常被誤解或誤⽤用的真理理。“蒙福” 的
定義是擁有充滿活⼒力力的靈。 

虛⼼的⼈[看⾒⾃⼰需要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屬靈]的⼈
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福⾳5:3-4) 

B.⼼心靈貧乏 是對我們的⼼心靈需求和缺乏有深刻的體悟，特別是因為我們是被呼召成
為完全。（太5:48）。我們會看到我們缺乏愛⼈人的⼼心，無法活出敬虔的⽣生活，不
渴望神的話語，無法禱告，不論是透過話語、為病⼈人禱告的⼿手或者是⾏行行為，都無法
彰顯聖靈的⼤大能。貧乏的靈知道我們不能在情緒中產⽣生敬虔，我們也沒辦法在地上
產⽣生像是鹽和光⼀一樣持久的影響⼒力力（⾺馬太福⾳音5:13）。

C.因著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我們擁有無法衡量量的屬靈財富（以弗所書
1:3,7; ⻄西1:27），但當我們經歷了了他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卻看⾒見見現實⽣生活終究
與神豐盛的恩典是有落落差的。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以弗所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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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當我們從經⽂文中去看⾒見見神想要在我們裡⾯面且透過我們去做的事，並且讓⾃自⼰己浸泡在
許多的教導、⽂文章、詩歌和團契裡，因⽽而產⽣生對上帝的豐盛的渴慕，就能幫助我們
靈裡更更加的乾渴。另外，透過屬靈偉⼈人的傳記，在傳記中看⾒見見神透過他⼈人所做的事

可以開我們屬靈的眼界，例例如: 戴得⽣生泰勒勒，彭柯麗，喬治慕勒勒，海海蒂⾙貝克，麥海海
⼠士等...。

1.成熟地理理解神和他末期的計劃（耶23:20; 但11:32-33; 啟1:19; 1:3; 
22:7）

耶和華的怒氣必不轉消，直到他⼼中所擬定的成就了。末後的⽇⼦你們

要全然明⽩[成熟]。(耶利⽶書23:20) 

2.敬虔品格的成長（弗4:13; 5:27; 加5:22-23; 太5:3-10,48）

[耶穌]可以[把教會]獻給⾃⼰，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
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以弗所書5:27) 

3.⾏行行在超⾃自然的能⼒力力裡（但11:32-33; 太16:18-19;約14:12）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

更⼤的事，因為我往⽗那裡去。(約翰福⾳14:12) 

E.我們常常會因個⼈人或群體對神的經歷⽽而產⽣生⼀一種試探，就是想要降低神訂定的標準。
我們雖然不知道神在這世代會釋放多少⼤大能，但是我們不想將標準的設定降低。我
們應該要問的是 『祢願意讓我多親近祢呢？』

F.當我們尋求神就會為我們⼼心靈貧乏的困境帶來來解答。 （太7:7-12）。如果我們尋

求神，我們就可以有信⼼心知道他會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介入我們的⽣生命！ （希
11:6）我們知道神是恩慈的（出34:6;詩103:8; 145:16-18）。

耶和華在他⼀切所⾏的，無不公義︔在他⼀切所做的都有慈愛。凡求告耶

和華的，就是誠⼼求告他的，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詩篇14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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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我們可以透過這五個⾏行行動: 禱告，禁食，奉獻(給予)，服事以及祝福我們的敵⼈人，
（太6:1-18）來來尋求神。這些⾏行行動可以使我們把⾃自⼰己放在⼀一個領受更更多恩典的地
位。

H.當我們做這五個紀律律時會產⽣生的試探就是驕傲，我們⾃自以為這麼做就可以從神那裡
獲得什什麼。另⼀一個試探就是在追求神的時候，因為看到⾃自⼰己的軟弱⽽而感到絕望。神
不會被⾏行行為吸引，⽽而是被軟弱和誠實的⼼心吸引。 （詩34:18; 徒5:5; 雅4:5-
6; 賽66:2）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賜恩給謙卑的⼈。(彼得前書5:5) 

I.如果我們看到⾃自⼰己所缺乏的，但卻沒有任何的⾏行行動，這就是被動。若若我們看不到⾃自

我的缺乏，並⾃自以為⾏行行的正，那就是驕傲。八福中最難維持的就是擁有貧乏的靈，
這是需要時間去培養的。有許多虛假的慰藉和令⼈人分⼼心的事，讓我們誤以為⾃自⼰己沒
有缺乏。

J.天國是他們的: 天國 “是”他們的，⽽而不是 “會是”(未來來式) 他們的。耶穌應許

所有⼼心靈貧乏的⼈人都會經歷天國的真實。這包括擁有⼀一個充滿活⼒力力的靈，感受到神
的同在，且成為神同在的管道。許多⼈人沒有感覺到這些事情的真實性，也不覺得這
其實就是靈裡的貧乏。天國現在就是屬於我們的，這說明了了，我們可以與神有更更多
個⼈人的經歷，這就是按著神的⽅方式來來尋求聖靈。

III.評估我們的⽣生命跟事⼯工

A.保羅說沒有⼀一樣好處不是從神的恩典來來的。靈裡的貧乏包含了了，看⾃自⼰己合乎中道，
特別是認清我們的屬世能⼒力力和奉獻並不能帶來來靈命的成長; 靈命的成長始於救恩，
繼⽽而在我們的⼼心靈和事⼯工中茁壯。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志為善由得

我，只是⾏出來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
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順

服神的律，我⾁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書7: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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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們各⼈人都會有⾃自⼰己肩負的事⼯工跟責任: 婚姻關係，教養孩童，教會的服事以及職
場。我們評估我們的果效不是透過外界所發⽣生的事，⽽而是透過是否能夠活出登⼭山寶
訓中的八福 (太5:2-12)。我們是否能使我們陪伴的⼈人感受到⼼心靈貧乏的乾渴
呢？他們是否能看⾒見見神的應許，是否對這些應許感到渴慕呢？ 

C. 很多⼈人會⽤用⼈人數和其他世上的指標來來評估他們事⼯工是否成功，例例如:資⾦金金的增加，
⽬目標的達成，會友的熱情。在我們教會的事⼯工中，我們評估事⼯工的果效是由，有多
少⼈人被醫治或者是否有聖靈同在的表徵，例例如:⽅方⾔言、說預⾔言等。雖然在⼈人數、資
⾦金金的增加、⽬目標達成等的領域有突破是好的，但我們不能讓這些指標在絕望中安慰
我們，因為耶穌是透過另⼀一套標準來來評估我們的事⼯工。（⾺馬太福⾳音5:19; 7:21-
23）。 

所以，無論何⼈廢掉這誡命中最⼩的⼀條，又教訓⼈這樣做，他在天國要
稱為最⼩的。但無論何⼈遵⾏這誡命，又教訓⼈遵⾏，他在天國要稱為⼤

的。(⾺太福⾳5:19) 

D.很多⼈人是透過跟別⼈人比較來來評估⾃自⼰己靈命的狀狀態。透過比較會讓他們感到優越和成
就感。但，我們必須只⽤用神的話來來評估⾃自⼰己，⽽而不是與他⼈人比較。

因為我們不敢將⾃⼰和那⾃薦的⼈同列相比。他們⽤⾃⼰度量⾃⼰，⽤⾃

⼰比較⾃⼰，乃是不通達的。(哥林多後書10:12) 

E.有些⼈人誤解了了靈裡的貧乏，並且看不起⾃自⼰己的軟弱也藐視了了⾃自⼰己為了了愛神所付出
的努⼒力力（彌迦書4:10; 雅歌1:5;林林前12:9）當我們渴慕在靈裡和事⼯工上更更有
突破時，我們必須知道神很喜悅我們，以及他如何看重我們所做的每件微⼩小的事。

IV.靈裡的貧乏與被動的差別

A.耶穌將這稱為老底嘉教會問題的核⼼心（啟3:14-21）。當⼀一個事⼯工（個⼈人或團
隊）越來來越富有，越來來越有知名度，和影響⼒力力的時候，就有可能帶來來靈裡的被動。
靈裡的被動將會使信徒的⽣生命與事⼯工沒有產⽣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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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如溫⽔，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
富⾜，已經發了財，⼀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

眼、⾚身的。…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也要
悔改。…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
的寶座上與他同坐⼀般。(啟⽰錄3:16-21) 

B.⽣生活富⾜足的信徒經常會缺乏靈裡乾渴的特質（啟3:16-21）。他們相信物質財富
證明了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已經達到信仰的標準。

C.具有強⼒力力恩賜的信徒也經常缺乏靈裡乾渴(靈裡貧乏)的特質（哥林林多前書
12:9）。他們會依靠⾃自⼰己的能⼒力力，⽽而不是尋求神要如何使⽤用他們。有些⼈人可能
也會因⾃自⼰己的恩賜和成就⽽而感到⾃自⼰己比別⼈人優越，這會導致過度的⾃自信，⽽而降低
對神的需要。

D.有豐富屬靈經歷的信徒也可能會缺乏靈裡乾渴(靈裡貧乏)（徒19:10-20; 啟⽰示
錄2:5）。他們會根據過去與神的連結來來評估他們現在的情況。過⼀一段時間後，
他們仍然會繼續做教會的活動，但卻沒有活出如同以往⼀一樣的⽣生命。

E.在我們的⽣生活和事⼯工中，我們是否讓成就、名譽和⼈人數增長成/收入增加，成為
我們的成功呢？我們是否靈裡乾渴呢(靈裡貧乏)？是否知道我們如果跟神的關係
沒有突破就什什麼都不能做，也無法給予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呢？

F.在我們的事⼯工中，我們到底給了了別⼈人什什麼呢？他們有在八福中學習和成長嗎？

V.三個美德:靈裡哀慟，溫柔以及飢渴慕義

A.為了了尋求突破⽽而有的哀慟（“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太5:4）這代表因為擁有強烈的

渴慕⽽而使我們能積極地去追求在靈裡、事⼯工上、教會、或社會公義的突破。

1.⼼心靈貧乏跟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有關。靈裡的哀慟跟我們對⽣生活中所看到的事物的
感受有關。當以賽亞看到⾃自⼰己和國家不符合神的命定時，他是以哀慟來來回應（以
賽亞書6:5）。

2.靈裡的哀慟不是為了了⾃自然災害或困難的環境⽽而哀慟，乃是為了了渴慕靈裡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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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靈裡的哀慟是神的恩賜，因為它能帶我們進到神的更更深處。我們不應該⽤用其他的
⽅方式來來撫平我們（或其他⼈人）內⼼心的哀慟，⽽而是應該要在神話語裡顯明給我們的
命定尋找安慰。

4.保羅曾對哥林林多教會提到神聖的憂愁會引導他們悔悔改（思想轉變）並且更更多的經
歷救恩（哥林林多前書7:9-11）。

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就⽣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

俗的憂愁是叫⼈死。(哥林多後書7:10) 

5.神聖不滿⾜足的感覺會使我們積極地重整我們⽣生活的次序、體⼒力力、時間和⾦金金錢，為
了了去尋求神。

B.⾏行行在溫柔中（“將承受地⼟土，”太5:5）就是⽤用禁食的⽅方式來來⽣生活，或是⽤用僕⼈人的⼼心

來來運⽤用我們所有的屬世能⼒力力或資源（時間，⾦金金錢，名譽等） 。⾏行行在溫柔中代表，
以僕⼈人的⼼心運⽤用我們的資源來來服事⼈人且不從他們那裡得到任何好處。

1.靈裡貧乏指的是我們看⾒見見⾃自⼰己靈裡的缺乏和對神的需要。溫柔指的是在⼈人的⾯面前
看⾒見見⾃自⼰己的缺乏。我們看到神對我們所有的資源的所有權。

2.我們很⾃自然地會將我們的資源，不論是恩賜、⾦金金錢、地位等，都視為⾃自⼰己的所有
物，也覺得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力得來來的。（林林前4:7）

使你與⼈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誇，

彷彿不是領受的呢︖(林前4:7) 

3.溫柔不是指膽怯或是敬重⼈人的個性，⽽而是⼀一種將⾃自⼰己的所有物視為神的並且任祂
使⽤用的美德。⼀一個⾏行行在溫柔中的⼈人是⼀一個可以勝過私慾、寧願將⾃自⼰己的資源拿來來
幫助⼈人，⽽而不是⽤用來來提升⾃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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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不能⾏行行在溫柔中的關鍵，跟我們在乎的是誰有關，⼀一個沒有⾏行行在溫柔中的⼈人只
會關⼼心⾃自⼰己的榮譽、機會、地位並且盡⼒力力地將這些東⻄西留留給⾃自⼰己。缺乏溫柔的⼈人
可能容易易因為被忽視⽽而感覺被得罪、不願意做低層次的⼯工作，或者想盡辦法讓⾃自
⼰己升遷。神要釋放我們能夠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獻上感恩，並且看待所擁有的⼀一
切都來來⾃自於他、屬於他。這可以讓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去愛⼈人。 （路路加福⾳音
17:7-10）

C.飢渴慕義的⼈人(“他們必得飽⾜足”太5:6)能全⼼心地追求⾃自⼰己⽣生命中和他⼈人⽣生命中在神
國裡的突破。這代表，即便便在季節的轉換中，也不會因為失望或是被冒犯⽽而退縮。

1.靈裡的飢渴代表渴慕更更多的追求神。然⽽而現在有⼀一個常⾒見見的問題，就是有些⼈人以
為恩典就是指不需要去追求神，但這完全曲解了了神的本意。

2.即便便使徒保羅在監獄，⾯面臨臨⽣生命的尾聲，他仍然不斷地更更多去渴慕神 
（腓 3:12-14）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追求，或者可以得著

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
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召我來得的獎賞。(腓3:12-14) 

3.這包含了了禁食，因為禁食能幫助我們更更多地渴慕神。這也包含了了抵擋那些使聖靈
憂傷的六個誘惑（太5:21-48）。我們能夠開始渴慕⼀一個公義的⽣生活，必須是
當我們願意與聖靈⼀一同合作，並接受他的幫助，所以我們要跟神要更更多的渴慕。 

4.靈裡是否飢渴是⽣生命景況的重要指標。有些基督徒已經對神不渴慕了了，這不是正
常的。沒有靈裡的飢渴就等與是住進了了屬靈的重症加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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