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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课 登山宝训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10 课，主题是登山宝训。这

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 5-7 章。这是耶稣在一座山上向众人讲道。我们虽

然不知道这是哪座山，但我们确实知道有许多人前来听。接着耶稣就上了山，

开始教导他们。这是我们在圣经中所拥有的最清晰的一篇讲道，也是一篇很

长的讲道。其中有许多功课，不过我们仅仅关注几个主要功课。 

耶稣以八福开始祂的讲道，八福就是祝福。祂开始描绘一名基督徒，一

名基督徒的品性，以及为何他是蒙福的。我们在第一福看见，祂说：“虚心

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祂不是在讲世上的穷人，而是在讲灵里，

或心灵贫穷的人。这些人已经认识到，他们是罪人，他们是罪，他们除了犯

罪什么也不能做，这让他们忧伤。这就是为何他们灵里那么贫穷。他们是恩

典宝座前的祈求者，但天国却是他们的。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寻找和拯救的

罪人正是这样的人。 

第二福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们不是为失去某人

或财产而哀恸，而是为着自己的罪而哀恸。他们对罪有真正的忧愁，依着上

帝意思的忧愁，耶稣说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常常是一群为自己的罪哀哭的人，

但他们必得安慰，就是当上帝说话，向他们表明祂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怜

悯之时。 

第三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与骄傲相对，

他们满有谦卑。他们是寻求以善胜恶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因为强暴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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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毁灭。但上帝的百姓要在新天新地中得到地土。 

第四福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们饥渴慕义，

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义。但他们需要那在耶稣基督里的义，只有那义能够拯救

他们，因为惟有这义在上帝眼中蒙悦纳。当他们查考圣经，当他们读上帝的

话语，有时他们会在心中领受一句话，做他们灵魂的食物，他们就得饱足了。

耶稣口中的一句话就足够使一个饥渴的灵魂得饱足。 

第五福是“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他们已经认识到，

耶稣来拯救他们唯独是出于祂的怜悯，因此，他们也渴望向他们的邻舍，向

身边的人表达怜悯。上帝说他们必从祂那里领受或获得怜悯。 

第六福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没有人的心是清洁

的。我们的心极其败坏和邪恶，但有一群人认识到，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和

洗去他们一切的罪。这些人就是心灵清洁的人，他们必得见上帝，因为耶稣

已经救赎他们，他们必承受救恩。 

第七福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耶稣来

到世上，给祂百姓的心中带来和平。这样的人也会寻求与邻舍的和平，那时

他们就会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第八福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纵观历世历代，

我们看见上帝的教会直到今天都还在遭受逼迫。在许多国家，人们为基督的

缘故和祂的名受逼迫。这就是为义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将要承受上帝的国。

在世上有苦难，但他们却要进入永远的荣耀中。这赐给他们坚忍到底的勇气。 

接着，耶稣继续在讲道中教导其他主题。祂说：“你们被称为世上的盐。”

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想想盐，肉和食物若没有盐，就没味道。一个社会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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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没有基督徒也没味道。耶稣继续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必须如明光

照耀，我们的行为必须表明我们是基督徒，这也是耶稣所说的，祂说：“你

们是世上的光，让你们的光如此照耀，好让世上的人，你们身边的人能够看

见你们的行为并荣耀上帝。”如果他们能在基督徒的行动中看见他们的品格，

那他们可能就会羡慕，他们可能就会寻求。这不在于我们说了多少，通过这

篇讲道，耶稣在强调，我们必须做行道者。 

接下来，祂说祂来是为成全律法，随后祂更细致地描述了一些律法，因

为十诫不仅仅只有字面意思，每一条诫命都有更丰富的含义。祂引用了第八

诫，“不可杀人”。“这不单单是指谋杀的行为。”祂说，“它也指我们生一个

人的气，或者憎恨他。”想想吧，作为孩子我们是不是常常说“我恨你”？

耶稣说：“这也是谋杀。”祂继续着，开始解释第七诫，“不可奸淫”。同样，

这不单单指和一个女人奸淫的行为。祂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

犯奸淫了。”接着祂教导道：“要逃避这些事。宁可剜出你的眼睛，砍断你的

手，也不要失丧生命。”祂的意思不是字面上的，祂是说：“离开并丢弃那些

试探和罪恶的地方。”祂说宁可失去今生的一些东西也不要失去你的灵魂。 

祂也对起誓作了一些教导。祂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

如果我们必须要起誓的话，祂说：“不要指着天或耶路撒冷起誓，而是求上

帝为你做见证，证明你的话是真的。”接着祂又说，“犹太人长久以来教导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但祂说“不”，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当寻求复仇，相反，

我们必须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必须把另一边的脸转过来，以善胜恶。 

随后，在讲道的下面一部分，耶稣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我们必须做在暗

中。施舍、祷告和禁食。施舍，耶稣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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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献礼物给上帝、教会和邻舍的时候，祂的教导是我们要行在暗中，不能夸

口或者在路口告诉别人我们奉献了。祂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这必须是一件上帝和你灵魂之间的事。第二件必须在暗中做的事是祷告。祂

在这里提到了法利赛人，他们祷告时站在路口，这样人们都能听见他们，并

且他们的祷告冗长又重复。耶稣说：“不，让我来教导你们真正的祷告。”接

着祂开始教导他们主祷文。我们都知道这个祷告。但现在我们一起来思想这

个祷告的教导。首先，这个祷告的抬头是什么？它说我们的父。就像我们写

信的时候有抬头，而这里我们的祷告也有一个抬头。我们的祷告要达到我们

在天上的父。接着，祂以三个对上帝之荣耀的祈求开始自己的祷告。祂没有

一开始就教导我们为自己祷告，不，我们的祷告必须总是向着上帝，这三个

祈求是“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有

这三个祈求都是在寻求上帝的荣耀，祂国度的降临和祂旨意的成就。跟着祂

教导了三个为今生的祈求，分别是“赐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和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注意，一个是为我们身体的需要，即我们日用的

饮食，好让我们学习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但还有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

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需要赦罪，因为一旦我们死了，就为时已晚。又因为我

们生活在一个幽暗的世界和黑暗的时代，所以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

没有能力胜过罪，但耶稣能带领我们远离罪。最后，祂以“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为祷告作结。这是一个简洁的祷告，好

让我们学习按照耶稣的教导去祷告。接着，耶稣继续讲第三件事，禁食。祂

说禁食是好的。禁食的意思是一天不吃东西，好让我们自己能集中全部注意

力来服侍上帝和寻求上帝。但祂说：“禁食的时候不要愁眉苦脸，不要把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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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得难看，好让别人看见你禁食。这是你和主之间的事。” 

讲道的最后一部分，耶稣教导了日常实践性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耶

稣教导我们不要为今世积攒财富。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想要自己越

来越富有，但耶稣却说所有这些财富都会消亡，都会过去，相反，我们要积

攒财富在天上，因为这财富会存到永恒。第二个功课是，我们不能服侍两个

主人，甚至在地上的事上也不能，因为一个主人会让你做另一个主人可能不

想让你做的事。但耶稣这里指的是我们不能同时服侍上帝和玛门（或撒旦），

因为他们是彼此相敌的，所以，我们今日就必须选择我们要服侍谁。第三个

功课是，耶稣教导我们不能过分关心自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祂甚至

从自然界中举例。祂教导了这个美丽的功课，“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这些

东西也都必加给你们”。不，祂没有说我们会得到一切，如果我们先求上帝

的国，耶稣的应许是我们必会得到日用的饮食。下一个功课是，我们不当论

断别人，因为我们也会在今生甚至来世接受审判。接着，祂使用了一个例子

来说明，如果我们看见别人的恶，常常是因为我们心里有更多的恶。祂说我

们必须先洁净自己，这样对我们就足够了，我们就没有时间再论断别人。第

五个功课是进入窄门的呼召。耶稣在这里教导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引向永

远灭亡的大路，一条是引向永生的小路。如果有机会，你应该去读一下《天

路历程》，其中真正描述了这条大路和小路。耶稣教导的第 6 个功课是，防

备假先知。会有很多人出现并声称自己是基督，但要知道，他们是假先知。

他们来自撒旦，来自黑暗之君，在努力毁灭这个世界。 

最后，耶稣以一个比喻结束了自己的讲道，祂在此对祂整个的教导给我

们作了总结，我们必须成为一个行道者。祂说，那些遵行上帝话语的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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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智慧的建筑者，把自己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生命的房子就能在世界的风暴中站立得住。但如果我们仅仅听道，却不

是行道者，我们就是愚拙的建筑者，那样，风暴来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就会

被摧毁。愿我们能从这篇讲道中学到许多功课，从而荣耀上帝的名。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