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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天国八福”介绍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学习关于马太福音五章二到十二节的第二

课，即通常被称为耶稣的“天国八福”。当我们一起仔细查考上帝在

《马太福音》中的话语时，愿祂赐力量给我们并赐福与我们。 
 

耶稣是所有先知的头。我称祂为大教师，不仅是因为祂所教导的

内容，还因为祂教导的方法，或者说祂是怎样教导的。当我们通读耶

稣在《圣经》中的教导时，你们会注意到祂喜欢用令人惊讶的对比来

教导，祂经常把白与黑，善与恶放在一起对比。我们也可以在天国八

福这段惊人的经文中看到这一点。其中有一些惊人的对比，就是我们

通常不会放到一起的那些内容。你们当中有谁会称一个人有福了——

你们在这些福中，在每一个意味着极度幸福的开场白中找到的词语

“有福了”——你们会称贫穷的人有福吗？或者悲伤，哀恸的人？或

者饥饿的人？我们难道不是称那些富有的，饱足的，或者喜乐的，欢

畅的人“有福了”吗？这就是天国八福中的惊人对比。 
 

关于八福第二个令人惊奇的地方，不仅是对比，而是耶稣知道怎

样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阐述相当深刻的事情。耶稣在天国八福的教导

中所成就的事无与伦比，因为祂把祂分散在世界历史各个时代、各种

文化的所有子民，统一在这七句话里，放在一副图画中。尽管他们之

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祂却能够将他们联合在这七句话中，从本质上

辨认出祂的子民。耶稣在各个时代都有无数的跟随者，而且他们极其

不同。想一想古代的爱斯基摩人在狩猎和捕鱼方面与拥有科技和智慧

的 Z 一代人（译注：Z 世代（英语：Generation Z，或缩写为 Gen Z）

是盛行于欧美的用语，特指在 1990 年代末叶至 2000 年代中叶出生的

人。华人有称为“千禧世代”或“千禧宝宝”。大约是 1995-2009 之

间。Z 世代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简讯、MP3 播放器、手机、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他们可说是第一个自小同时生

活在电子虚拟与现实世界的原生世代。）是多么的不同。我是说，他

们之间能相距多远？祂的跟随者中有许多人甚至不会阅读或者书写，

但祂的其他跟随者们则正在写书，开发软件，拥有高学位的博士，并

且发明火箭。然而，耶稣能够描述出祂国度里所有百姓的共同特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7%BE%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0%E5%B9%B4%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9A%9B%E7%B6%B2%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3%E6%99%82%E9%80%9A%E8%A8%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0%A1%E8%A8%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P3%E6%92%AD%E6%94%BE%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B%E6%A9%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6%85%A7%E6%89%8B%E6%A9%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6%85%A7%E6%89%8B%E6%A9%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D%BF%E9%9B%BB%E8%85%A6


2 

 

在所有的差异中，归纳为一套描述他们实际样子的七个句子。即使这

个世界还会再持续六千年或者一万年，即使我们的技术会超越我们今

天所认为可能的范围，然而这些福不需要被更新，或者说它们不需要

被调整。我们不需要对此做任何添加来描述耶稣国度里百姓的品性，

而且这个国度的百姓他们正在去往天国的路上。这是祂在山顶上所取

得的惊人成就，那时祂坐在那里，祂所有门徒们围绕着祂，祂教导他

们。 
 

祂还证明了祂自己，而这是耶稣作为教师惊人的另一面，祂证明

了祂自己能够很好地与听众们沟通他们的处境。此时，在这座山上围

绕耶稣基督而坐的大多数犹太人，以及祂最亲近的门徒们，都充满了

错误的期望。他们对所期望的那位救主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正设法

找寻一个重塑的大卫形象，他会把所有可恶的罗马士兵赶出以色列国。

这是他们的期望。这些人正期待着，然而他们在耶稣身上所看见的并

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位拉比耶稣，祂讲论另一个国度，从不号召叛

乱，没有组织过武装起义，也不以任何方式发声来鼓动人们行动。不，

祂作为先知而来，祂来为要传道。祂来为要送达信息。 
 

祂不仅作为先知来传讲一个出人意外的信息，祂还作为一位君王

而来，但不是作为一位地上的君王。祂来为要拯救祂的百姓摆脱比罗

马人更糟的东西——骄傲这个敌人，渴望权力这个敌人，摧毁一切的

敌人，自私、贪婪、愤怒、不信。这些就是这位君王来拯救我们脱离

的东西。 
 

第三，祂还作为祭司和祭牲而来，为要赎罪，基督的这一面对耶

稣周围的犹太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所以，他们不仅对君王的看法相

差甚远，他们对上帝国度的看法也与耶稣所教导的大相径庭。耶稣在

《路加福音》中说，“我的国度并不是伴随着外在的花里胡哨的东西

而来。它不在于物质，不在于建筑，不在于军队和士兵的游行。我的

国度是一个内心的改变，它明显地引起一个通过敬虔生活方式展现的

外在改变。”所以，在耶稣的国度里，没有物质的东西，没有神秘的

机构，没有对现任政治领袖的动摇，没有这些东西。不，祂的国度是

个人性的献身，是爱上帝胜于一切，爱每一个邻舍，不论他是多么的

与众不同，你爱他们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在耶稣的国度里，英雄们和

明星们，他们不是军事战略家。他们不是有所成就的商人或者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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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不是外貌英俊可以取悦所有人的演员。不，他们不是那些鹤立

鸡群之人。那么这个国度的百姓是谁呢？这些有福的人是那些鞠躬最

深的人，他们出于对上帝的爱，安静，谦卑，喜乐地服侍他们的同伴，

这就是耶稣国度的教导。从马太结束耶稣的讲道以及描述讲道结尾的

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能够与祂的听众们相通。马太写到，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

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太 7:28-29）从字面上来看，这意

味着他们独自思想了一会儿。他们惊叹不已，甚至大为惊奇。耶稣在

山上宝训中所教导的内容让他们目瞪口呆。 
 

在我们开始以仰视的角度来仔细查看《马太福音》第 3 章 12 节的

细节之前，我想再次在这节课上，鸟瞰整个天国八福的部分。我们逐

行，有时甚至逐字逐句地把一段文章拆开之前，对它的总体特征和结

构有一个概述总是很有帮助的。让我先对我们称为“天国八福”的部

分作三个总体的观察，《马太福音》第 5 章 3 节，以“虚心的人有福了

（译注：根据 KJV 圣经，“虚心”为“灵里贫穷”的意思）”开始，直

到最后一福，第 12 节，在其中耶稣讲到“欢喜快乐”。这些福中的每

一个都强烈且有意地强调我们的属灵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它是“福”

这个词的原因——而没有强调我们的身体行为。这是一个需要牢记的

重要观察。耶稣描述祂国度的百姓是通过描述他们是谁，而不是通过

描述他们拥有什么或者成就了什么。他们是谁。请注意，在所有这些

陈述中，祂没有提醒我们注意他们一生中的物质财富、体力、社会地

位，或者有影响力的职位。祂没有。祂强调灵里贫穷之人，哀恸之人，

温柔之人的内在性情。在基督的教导中，这是关于存在的态度，而不

是关于做事的行为，尽管当然，有些行为是由这些内在的态度而产生

的。因此，朋友们，当我们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宣扬

了一个信息，它是如此的非文化，它对我们的想法来说是如此的反常，

它是如此的相对立，与我们可能期待的相反。你不会因为你拥有很多

东西，不会因为你被所有人赞美，也不会因为你位高权重，或者你很

成功而成为有福的人。这些都不包括在这份祝福清单里。相反，如果

你是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内在动力，这样的内在动机

的人，那么你就是有福的人。在耶稣的国度里，并不是说要穿着有条

纹和星星的特殊制服。不是这样的。在祂的国度里，是要拥有一颗独

特的心，在它里面有着圣灵的证据。再说一次，就像我在之前的课上

所说过的，这个国度的生活并不是简化为一张我们应该做的和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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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行为准则清单。相反，这个国度的生活是一种拥有敬虔品性的高

尚生活，它反映了君王的荣耀，就像君王耶稣。 

其次，关于这些祝福的一个总体观察是，所有这七福共同构成了

一幅一名重生罪人的完美肖像，有七张写生。七是一个完全的，完满

的数字。耶稣的七句话并不是随机排列的集合。正如你将看到的，耶

稣按照顺序把它们放在天国八福里是有一个目的。一福不仅与它之前

的或者之后的那一福有关，甚至与接下来的那些福也相互关联。在一

个重生灵魂的新创造中，没有一条是可以错过的，也没有一条会被错

过。 
 

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有两个肺、一颗心脏、两只手和两只脚。

所以重生的人将拥有这七个特征中的每一个。这七个中一个都不能少。

然而，自然出生的孩子怎样，属灵上的孩子也怎样，没有哪一个是生

来就成熟的。一个小婴孩会制造噪音，有时还会发出很多噪音，但他

们却不会说话。这个小婴孩会动，但却不会走路。一个小婴孩确实信

任母亲和父亲，但他们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都是他们的一部分。

这些不成熟的孩子们终将会成长为成熟的成年人。现在，在基督里重

生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拥有了新生命的所有特征，只是每一个特征在

开始时都不成熟。每一点开始时都微小，需要成长，而且都会成长—

—要多久呢——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最终在得荣耀中所达到的完全。 
 

第三个观察是所有这七福合在一起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构。我喜

欢把这七福比作我的胸腔。在中间有一根胸骨，在两边各有一些肋骨。

在耶稣的天国八福中，每一边各有三根肋骨，而中间的那根，即第四

福，我把它比作或比喻为那根胸骨。那是基督徒的心。“饥渴慕义的

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太 5:6）有人称之为真基督徒的心

跳。 
 

现在仔细查考一下第一、二、三福以及在胸骨另一侧的第五、六、

七福，可以看出，在它们之间有着相对应的关系。这就是这些福的精

妙结构。前三福，灵里贫穷、哀恸、温柔，是我们内心的态度、性情

或者心境。第五、六、七福，可以说是内心态度的外在表现。它们是

相关的。请让我来更加深入地说明前三福和后三福之间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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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福，灵里贫穷——一旦你知道了你自己的贫穷，你自己的软

弱（这是第一福），你就会对别人更加怜恤，更具有同情心，也更能

体谅别人——第五福。如此，第一福和第五福联系起来了。再次，如

果你感觉到了你的罪，在你所行的事上做错了，你为此，为你向上帝

所行的感到悲伤，你对此反省这伤害了他人。这样的一个人必是心里

真诚的，在你努力追求圣洁的时候，你会认真对待罪恶——这是第六

福，清心的人。如此，第二福和第六福联系在一起了。那些了解自己

这一切的人最终会变得温柔，温柔的特性，这是多么美好的一种品性。

这样的人将竭尽全力寻求他人与上帝和解，因此他们将成为真正使人

和睦的人。如果有必要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以成为一名使人和

睦的人。如此，我们看到第三福——温柔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联系在

一起了。在这中间是第四福，是八福的中心与核心。 
 

来总结这三个总体观察，你能看到救主在八福中所建立的结构吗？

它难道不美好吗？这不是一个随机列表。这是精心设计的教导，非常

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谁是这个国度百姓的观点。天国八福的伟大之处在

于，它们将许多真理串联在一起。当然，这本是我们意料之中的。环

顾自然界。创造主并不是随意地把我们的自然界组合在一起。一切都

安排得井井有条。有设计、有关联、有相互关系。即使现在，由于罪，

我们在我们周遭的自然界中看到许多混乱、疾病、软弱和破碎，然而

在其最深之处，仍有秩序。同样，我们在这里，在重新创造之创造主

的话语中发现，上帝在救恩中的再创造工作，也是有序的。里面有一

种一致性。有一个结构在其中。所以在这节课的结尾部分，让我强调

这位大教师在这七个简短的陈述中所一起提到的另外三个结构，这些

结构稍微有点超出了天国八福的范围，但是有一些结构与基督教教义

和基督教真理密切相关。耶稣在这些福中把它们再次放在一起。 
 

其一，天国八福向我们表明，救赎之工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作

为。它是三位一体的。这三个位格都参与其中。 
 

现在让我首先说明这是天父救恩的一部分。前三福反映了天父吸

引罪人到基督那里，正如《约翰福音》第 6 章 44 节所说，“若不是差

我来的父吸引人，”耶稣说，“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么，天

父是怎样吸引人的呢？祂是怎样把一个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呢？祂

为祂自己，上帝自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相应的，也为我们自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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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我们的眼睛。那么这一认识有什么作用呢？当我把自己同上帝伟

大而威严的荣耀相比较，并据此来看自己时，这种认识会带来谦卑，

即第一福，“灵里贫穷”，它使我哀恸，进而让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我们看到前三福论及天父的作为。第四福反映了与天父的和好。再说

一次，如果我们听一听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6 章 45 节中说的话，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在第四福中所反映出

来的天父，就是藉着提供祂的儿子作为必要的义来使罪人与自己和好

的那位天父，而这就是第四福所论到的。最后，第五、六、七福反映

了天父在预定中的最终目的。《罗马书》第 8 章 29 节说预定的目的是

这样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

样……”换句话说，我们将通过再次反映祂儿子的本性来享有上帝神

圣的荣耀。我们在我们最初被造的时候曾经拥有过它，而且我们将在

救恩中再次经历它。 
 

其次，救赎之工是耶稣基督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工作，这三

者都再次反映出来。前三福是耶稣作为先知教导的果子。当祂教导我

们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自己：我们是什么样子的，贫穷的，有罪的，

充满罪疚，而看到这些的结果，我们变得谦卑而温柔。这三福就是祂

先知事工的结果。第四福指的是耶稣的祭司事工。耶稣基督作为祭司

的主要工作是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义，使我们能被我们的创造主

所接纳。那就是第四福。耶稣的第三个职分是君王，第五、六、七福

是基督使祂的百姓成圣的君王工作的果子。救恩的主要目的不是安慰。

救恩的主要目的是圣洁、敬虔、成为上帝的样式。 
 

然后是第三点，它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圣父，我们看

到了圣子，但救恩也是不可或缺的圣灵工作的果子。再说一次，前三

福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发现的工作，是叫人认罪的工作。这种叫人

认罪的工作除了预备我们的心仰望并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外，还预备了

什么呢？圣灵的全部目的就是荣耀耶稣。因此，祂把我们引到第四福，

在其中圣灵最令人愉快的工作得到了说明。祂令人愉快的工作是成为

新郎的朋友，把罪人和耶稣聚在一起，来揭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是我们这些失丧的，有罪的罪人唯一的希望。正如一首

美好的赞美诗所说，“两手空空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基督的

义）。”最后三福也说明了圣灵在成圣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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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国八福中可以清楚看到的另一个结构是与救恩可经历性本质

有关的内容。首先，经历性救恩，或者经历性基督教信仰意味着什么？

让我先对比一下。有一种基督教信仰，朋友们，它主要是历史性的，

主要是知识性的，当今世上的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持有正确的教

义或者正确的教导，然而却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内心以及他们的生

活发生了改变。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中论到一切所

行的各样事，说天上的话语，行神迹，却没有爱的那些人。那就什么

都不是，那并不是基督教信仰。那是一种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经历

性的基督教信仰是当我们的内心经历上帝真理的力量，要么使人认罪，

要么是使人降卑，改变，得释放。它们影响到我们，它们最终会改变

我们。那就是圣灵工作的果子，因为祂把每一个真理都应用在我们的

心里。它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使我们改变，我们能彻底地改变：从

罪中悔改，并且回到一种奉献给上帝和他人的生活。我们会经历到福

音的真理，比如发人深省的，更新的，安慰人的，使我们越来越像耶

稣基督的真理。那就是经历性的。如果我们现在回顾天国八福，你们

会看到救恩的经历性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它们反映在重生之人身上，

也能在天国八福中找到。我们会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前三福——贫穷、

哀恸、温柔——反映了我们所经历的痛苦以及对我们的不幸、我们的

失丧、我们反抗上帝的罪的意识。感觉到我的贫穷和我的罪疚，显然

会带出在上帝和人面前的谦卑。因此你们有一种痛苦的感觉。第四福

讲的是拯救。它反映了经历性的意识以及对于在耶稣基督和祂的义里

得拯救的渴望和愿望。现在每一个罪人都知道，只有藉着成为完全的

才能得拯救，然而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里面所没有的完全的义。这是

第四福里面所得出的。在第五、六、七福中，它们反映了一颗感恩之

心经历到的愿望，已经得救，已经得赎，从罪中得赦免，并在基督里

被供应了一切。有人想要表达出这一点，这种感恩在奉献的生活中，

在怜悯人、心里真诚、清心以及使人和睦上被最好地表现出来。 
 

最后，还有一个结构，就是天国八福支撑着福音书中的三个主要

要求的教导。如果我们听从在这个国度的教导中所临到我们的福音信

息，首先呼召向上帝悔改，其次呼召相信耶稣基督，第三呼召过顺服

的生活。悔改、信心和顺服。这三点，你们会注意到，美好地交织在

天国八福中蒙福的男女身上和他们的生活中。再看看前三福——贫穷

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这是一幅悔改之罪人的肖像。他或者她

在上帝眼中意识到自己对耶稣的需要。悔改是什么，朋友们？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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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罪的意识，是对那些罪的转离。它是对罪的懊悔。它是一种温柔，

接受上帝对罪的公正惩罚。你们已经了解了前三福。第四福是一个相

信上帝之罪人的肖像，他拥抱了在耶稣基督里所给出的恩典。信心的

对象是耶稣和祂的义，在那里我们有信心，信徒的心。第五、六、七

福是顺服的信徒的肖像，他们过着反映出基督的生活，喜爱并遵行祂

的诫命。天国八福共同描绘出的这些结构是多么的美好啊！ 
 

现在快要结束这次学习了。我想再分享三个关于天国八福中每一

福的总结性观察。我不需要在接下来的每一节课上都重复它们。 
 

首先，请注意每一福在希腊语中都有一个动词形式，我们今天称

之为现在进行时。换句话说，每一福都不是过去的，不是未来的，而

是现在的。它不仅仅是我属灵之旅某一特定阶段的快照。不，耶稣说

这是我国度里门徒们的持续写照。有一个持续的经历性的现实，每一

个重生之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像当我

是个婴儿时，我会饿，当我是个老人时，我还会饿。就像当我是个婴

儿时，我活着，当我是个老人时，我还活着。这是一种持续的活动。

在属灵上同样如此，属灵生活也有一些方面是持续进行的经历性的。

保罗，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分享了他不断地意识到他里面的罪，这

使得他灵里贫穷，尽管他是一位属灵伟人。这使得他不断哀恸，“我

真是苦啊……”（罗 7:24）这使得他温柔。这将是重生之人的经历，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用正在进行的时态来表达每一福。保罗说，他渴望

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的义”，他渴望认识耶稣基督和

“他复活的大能”（腓 3:9-10），这是他在他最后一封书信中写的。所

以他的生活说明了，正如所有活着的人和圣徒一样，都会在其生活中

经历对这些福的渴望，这种持续的渴望。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结

尾，保罗说他期待主耶稣的归来，“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3:21）。所以朋友们，信徒们直到他

从恩典中被引到荣耀里他才会达到这一点。 
 

第二，请注意，每一福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它以“……有福

了”开始，有一个描述，然后是一个应许。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开头，

“……有福了”。耶稣在这些福里的意图不仅仅是要确定祂国度里百

姓的身份。不，祂是在说你们有福了。祂是要安慰他们，在他们受试

验的时候，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在他们持续争战的时候，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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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责的时候，在他们强烈渴望的时候。祂要用祂荣耀的福音应许来

安慰他们，“……有福了！”你们必承受一个国度。你们必得安慰。

你们必得饱足。你们必蒙怜恤的。你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你们必

被当作祂的儿子来看待。最后，你们必得见上帝，这意味着在完全的

联合中以祂为乐直到永远。众圣徒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今生

之旅将力上加力，虽然经历困难和挑战。但始终是从一个恩典到另一

个恩典再到又一个恩典，最终必会从恩典进入到荣耀里。“……有福

了”是主耶稣宣告你们要处于的一种持续的状态。因此，请注意这些

附加的话语。 
 

那么，在最后，我们看到了两个稍微不同的福。七福后面有两福。

最后两个福有什么不同？前七福描述的是基督在他们身上做工的那些

人。最后两福，本质上一个，描述了不敬虔的世界对基督百姓的反应，

特别是对基督在祂百姓身上所做之工的反应。撒旦还没有准备放弃。

牠作为黑暗的国度，与基督和祂的百姓为敌，而且撒旦的怒火将对着

耶稣的跟随者燃烧，因为牠再也不能接近耶稣了。所以请做好准备。

耶稣说，你们越像基督，你们的教会越像基督，你们就越会经历辱骂、

逼迫和诬告。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

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后 3:12）在经历更多逼迫

的时候，彼得对此补充到，“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

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彼前 3:14） 
 

在天国八福的概述之后，我们现在准备分别仔细查考每一福的细

节。愿上帝赐福这次的教导，使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