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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福
THE BEATITUDES

新約讀經班 #2，馬太福音 5-7 章
6/14/2015，王文堂牧師



聖經的益處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
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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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生活

•傳悔改赦罪的道，

•信又真又活的神，

•走跟隨耶穌的路，

•作平安喜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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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的五篇寶訓
Five great discourses in Matthew

•馬太福音有五篇耶穌的寶訓，它們猶如五根
香柏木的柱子，支撐起福音的殿堂，散發出
天國信息的馨香之氣：

1. 5-7章，登山寶訓

2. 10章，給那些服事主的人

3. 13章，天國的比喻

4. 18章，天國的生活

5. 24-25章，橄欖山上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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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跟隨耶穌的人 For those who follow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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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對象
•耶穌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他所選召的門徒身上，有
時為了與門徒相處，還特意避開群眾。

•根據聖經的紀載，登山寶訓是說給門徒聽的。

•耶穌的教導，惟有誠心信服的人方能領受。

•歷史的見證
•福音的使命，應該交給一大群淺信者（群眾），還
是一小群篤信者（門徒）？耶穌選擇了後者。

•兩千年的歷史，證實耶穌的選擇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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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

•好生活的秘訣
•在加利利湖旁的小山上，耶穌以天國的原則教導
門徒，告訴他們如何作一個平安喜樂的人。

•奇妙而有效
•耶穌的教導奇妙而有效，雖然不同於世俗的觀點，
但卻能帶給人真正的幸福。

•穩固的根基
•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耶穌要人照著他的指示去行，好將人生建立在磐
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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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登山寶訓的心理預備

•預備感到希奇
•到了迦加農，耶穌就在安息日進了會堂教訓人。
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
權柄的人，不像文士。馬可福音1:21-21

•耶穌的教導令人感到希奇，雖然不同於世俗的觀
點，但卻能帶給人真正的幸福。

•預備改變人生的道路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
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
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以賽亞書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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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與沙土

•耶穌的結論

•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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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淋，水沖，
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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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
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馬太福
音7: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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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

1. 天國子民的品格: 八福 Beatitudes, 八種品格上
的特徵, 帶來喜樂而蒙福的人生

2. 天國子民的身份: 是世上的鹽（隱藏性的影
響), 是世上的光(明顯性的影響）

3. 天國子民的人際關係:要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
的義（文士追求道理上的完美, 法利賽人追求
禮儀上的完美, 耶穌的門徒追求行為與心態上
的完美）

A. 論仇恨: 不可恨人, 不要令人懷怨

B. 論姦淫: 不可有淫行或淫念, 離婚的原則

C. 論起誓: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D. 論愛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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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國子民的生活態度
A. 施捨的正確態度:為善不欲人知, 天父在暗中察看

B. 禱告的正確態度:在內室不在街頭,天父在暗中察看

C. 禁食的正確態度: 照常梳頭洗臉,天父在暗中察看

D. 不要積儹財寶在地上: 財寶在哪裡, 心也在哪裡

E. 不要憂慮: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天父必看顧你

F. 不要論斷人: 先去己眼中之梁木, 再去他人之刺

G. 要祈求: 天父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

H. 要進窄門: 寬門引到滅亡, 窄門引到永生

I. 要結好果子: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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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彌賽亞在加利利的事工 (8-18)

1. 彌賽亞所行的神蹟

2. 三次醫治 Healing

A. 醫治長大痲瘋的人

B. 醫治百夫長的僕人

C. 醫治彼得的岳母

3. 三次彰顯權柄 Power

A. 對自然界的權柄: 平靜風和海

B. 對靈界的權柄: 趕逐污鬼

C. 赦罪的權柄: 使癱子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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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次的恢復 Restoration
A. 復活: 管會堂者的女兒

B. 復明: 兩個瞎子得醫治

C. 復言: 啞吧說話

5. 差遣的訓示 Mission Discourse (10章)

6. 彌賽亞遭人厭棄(11-13章)
A. 彌賽亞的先鋒遭人厭棄: 施浸者約翰下監

B. 彌賽亞自己遭人厭棄: 

1) 各城的人厭棄耶穌

2) 法利賽人厭棄耶穌

3) 拿撒勒人厭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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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福 The Beatitudes

1.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2.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3.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4.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5.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7.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
兒子。

8.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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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虛心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虛心：不自滿，倚靠神（原文 ptochos pneuma，
貧窮的靈）

•天國：神作主掌權之處，那裡的人順服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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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心是福氣的開始

•惟虛心方能悔改

•耶穌傳福音，說：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神看顧虛心的人

•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
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裏是我安息的地方
呢？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
都有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心（原文是貧窮）
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以賽亞書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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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心者：知道自己需要神的人

•虛心是指一個人與神的關係

•在富足中虛心：大衛輕看自己的身份

•耶和華的約櫃進了大衛城的時候，掃羅的女兒
米甲從窗戶裏觀看，見大衛王踴躍跳舞，心裏
就輕視他。代上15:29

•在苦難中虛心：約伯在爐灰中遇見神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
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約伯記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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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安中虛心：所羅門向神求智慧

•僕人住在你所揀選的民中，這民多得不可勝數。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
是非。代上3:8-9

•在危機中虛心：約沙法王單單仰望神

•我們的神啊…我們無力抵擋這來攻擊我們的大
軍，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我們的眼目單仰望
你。歷代志下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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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虛己 (Kenosis)

•他倒空自己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
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
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書2:5-8

•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以賽亞書
53:12

18



虛心的人快樂多

•像孩子一樣的人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
大的？」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
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
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就是最大的。」
馬太福音18:1-4

•神所賜的福不加上憂慮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言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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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哀慟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哀慟：深沉的悲痛（七十士譯本，以這個字來描
寫雅各的喪子之痛）

•安慰：從神而來的安慰，有 “復興，復甦” 的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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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人生的流淚谷

•淚水中的祝福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
福！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
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詩篇84:5-6

•幽谷中的安慰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
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篇23:4

•黑夜中的歌聲

•他使人夜間歌唱。約伯記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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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懦弱：懷疑神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捫心自問；我心裏也仔細省
察。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嗎？

•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他的應許世世廢棄嗎？

•難道神忘記開恩，因發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嗎？

•我便說：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顯出右
手之年代。

•我要提說耶和華所行的…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默
念你的作為。詩篇7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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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必安慰
•安慰是處境的改善
•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
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
已滿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以賽亞書40:1-2

•安慰是力量的重聚
•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
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
40:30-31

•安慰是靈命的提升
•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
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
我的神。詩篇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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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的哀慟，最大的安慰

•憂傷痛悔的心主必不輕看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因為，
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所要的祭
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
看。詩篇51:2-3,13

•十字架是最痛苦的地方，也是最安慰的地方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
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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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哀慟為喜樂

•以色列的安慰者

•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
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
在他身上。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
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路加福音2:25-26

•喜樂油代替悲哀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
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以賽亞書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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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溫柔的人有福了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溫柔：肯接受指示的，謙和的。（原文 praus，
有控制力的，馴良的）

•承受地土：地土是居住的地方， “承受地土” 表示
一種 “安然居住” 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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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凡響的“基督徒溫柔人Christian Gentleman”

•耶穌所說的 “溫柔人”並非輕聲細語的好脾氣
的人，而是性格受神控制的大丈夫。

•發烈怒的謙和人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民12:3

•摩西挨近營前就看見牛犢，又看見人跳舞，便發
烈怒，把兩塊版扔在山下摔碎了。出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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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使徒的罪魁

•保羅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
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
罪魁。提摩太前書1:15

•順服至死的神子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
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
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書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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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的人受神的指教

•溫柔的人有一顆謙卑的心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樂。

•謙卑的人接受神的指教
•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後裔必承受地土。

•惟有聽從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災
禍。箴言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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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強而不剛硬

•門徒的特徵是“溫柔而剛強”

•溫柔是對神溫柔（順服）

•剛強是對困難剛強

•因順服神而剛強

• 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
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
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
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1:8-9

•總是選擇神

•溫柔的人在面臨選擇的時候，總是選擇順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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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人必承受地土
•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樂。詩篇

37:11

•敬畏神的人必安然居住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後裔必承受地土。詩篇
25:12-13

•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
警戒我。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
邊，我便不致搖動。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
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詩篇16:7-9

承受地土 = 安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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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上的供應
• 地必出土產，你們就要吃飽，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利未記25:19

• 所羅門在世的日子，從但到別是巴的猶大人和以色
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安然
居住。王上4:25

•豐盛的平安與喜樂
• 惟有聽從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災禍。
箴言1:33

• 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樂。詩篇
37:11

令人嚮往的境界：安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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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 “義 dikaiosyne”：“神看為合宜（善）的事”

• “饑渴慕義”：渴望行神眼中看為合宜（善）的事

• “必得飽足 chortazomai（塞滿)”：神必定會使饑
渴慕義的人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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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得飽足？

•看不飽，聽不足

•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
聽，聽不足。傳道書1:8

•富足者的虛空

•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寶，並各省的財
寶；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愛的物，並許多
的妃嬪…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
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誰知都是虛
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傳道書1:14, 
2: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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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饑渴

•非因無餅，非因無水
• 人饑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
的話。阿摩司書8:11

•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馬太福音4:4

•渴慕耶和華的院宇
• 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我的肉體，
向永生神呼籲。詩篇84:2

•如鹿切慕溪水
•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
神，就是永生神。詩篇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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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善之心
•健康的心態
• “饑渴慕義”是一種向善的心態，極為願意行神看為善
的事，這種心態使人健康

•引導我走義路
•饑渴慕義的人尋求神的引導

•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詩
篇23:3

•願主耶穌的榮美彰顯在我身
•饑渴慕義的人願意榮耀神，在自己的生活中彰顯基
督的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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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神的義

•一個清楚的指示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
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6:8

•三件具體可行的事

1. 行公義

2. 好憐憫

3. 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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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的人生

•永遠不餓，永遠不渴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
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馬太福音6:35

•飽足的應許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馬太
福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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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
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
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出34:6-7）

•神喜愛憐恤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
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太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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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是甚麼，收的是甚麼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太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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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6:14-15）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
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
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路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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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外的憐憫者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
就丟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
去了。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
邊過去了。

•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
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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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
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裡去照應他。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
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

•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

•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
吧。」（路10: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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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最小的身上

•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
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
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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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
給你吃，渴了，給你喝？

•什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
你穿？

•又什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
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太25: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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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不是肉眼看見神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
表明出來。（約翰1:18）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
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
中，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要將他顯
明出來。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他。阿們！
（提前6: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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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的人得以親近神

•“見神”就是“得以親近神”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

•就是手潔心清，

•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詩篇24:3-4

•清心的意義

1. 單純：誠心誠意，不含其他動機

2. 清潔：除去心中的罪念和污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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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的意義

1. 單純：誠心誠意，不含其他動機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
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
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翰福
音4:23-24

•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他喜愛公義；正直人必得
見他的面。詩篇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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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的意義

2. 清潔：除去心中的罪念和污穢

• 我若心裏注重罪孽，主必不聽。詩篇66:18

•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神
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
直的靈。詩篇5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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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清心的人

1. 清心的生活

2. 清心的敬拜

•耶穌說：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3. 清心的祈禱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
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4. 清心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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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的人檢查表
Check list for the pure in heart

1. 我是否願意時常親近神？

2. 我看重神對我的看法，是否過於人對我的
看法？我願意得神喜愛，是否過於願意得
人的喜愛？

3. 我是否願意研讀並遵行神的話語？

4. 我是否以真誠的態度，專心一意地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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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我是一個 peace-maker 還是一個 trouble-
maker？是和平之子，還是紛爭之子？

•一個團體在我加入之後，是變得更和睦，還
是更不和睦？

•耶穌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是
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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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三部曲

1. 追求和睦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
事。羅馬書14:19

•有何人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福，就要禁
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要離惡行
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詩篇3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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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彼此和睦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以弗所書4:3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
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
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13:1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詩篇133:1

53



3. 使人和睦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在
城門口按至理判斷，使人和睦。撒迦利亞8:16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馬太福音5:9

•圖謀惡事的，心存詭詐；勸人和睦的，便得喜樂。
箴言12:20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
隔斷的牆．以弗所書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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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做一個和平之子

1. 和平的心

• 讓基督的平安在心中作主，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2. 和平的手

• 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人和睦，
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中間隔斷的牆。

3. 和平的口

• 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凡事說造就人的好話，禁
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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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平的腳

• 將平安的福音，當做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將和平的福音，傳給那遠處的人，也傳給那近
處的人。

5. 和平的人生

•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
必常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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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 “義”是指“神看為正的事”。耶穌說，一個人
若是因為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而遭受逼迫，
這人就有福了，因為天國裡正是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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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時刻之一

•「李大叔，好消息！明天開始我們要接一個大工程
了！」

•「啥工程啊？」

•「就是要在市中心蓋一座宙斯的大廟，工程可大了，
你這個木工領班可有的忙了！」

•「宙斯的大廟？…」李大叔這位信主不久的基督徒，
內心起了掙扎。

58



抉擇時刻之二

•「友妮基，你想通了沒有？」護民官大聲斥喝著。

•「我…」友妮基臉色蒼白，一時說不出話來。

•「你只要說你不信耶穌，並向該撒的銅像膜拜，我
就放你走，否則那些在競技場上被獅子咬死的人，
就是你的榜樣。」

•「我…我信主耶穌，我不拜該撒，我不出賣我的
主。」友妮基用顫抖的聲音，鼓起了勇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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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時刻之三

•「布朗主任，這點小意思，請您笑納。」

•「這是甚麼？」

•「這個嗎…懷特主任和格林主任他們都收了，您這
份是大的，我們那個項目，請您務必幫忙。」

•「這種忙我不能幫，這包東西你拿回去。」……

•三個月後，布朗主任在同儕的排擠之下，遞出了辭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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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見證之一：阿摩司

•伯特利的祭司亞瑪謝打發人到以色列王耶羅波安那
裏，說：「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圖謀背叛你；他所
說的一切話，這國擔當不起；因為阿摩司如此說：
『耶羅波安必被刀殺，以色列民定被擄去離開本
地。』」

•亞瑪謝又對阿摩司說：「你這先見哪，要逃往猶大
地去，在那裏糊口，在那裏說預言，卻不要在伯特
利再說預言；因為這裏有王的聖所，有王的宮殿。」
阿摩司書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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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見證之二

•耶利米說：「耶和華啊，你曾勸導我，我也聽了你
的勸導。你比我有力量，且勝了我。我終日成為笑
話，人人都戲弄我。

•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
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譏
刺。

•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
我便心裏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
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書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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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見證之三

•保羅說：「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
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被棍
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
一晝一夜在深海裏。
•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
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
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
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哥林多後書
1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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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基督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
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
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
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
疲倦灰心。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
流血的地步。希伯來書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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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立場

1. 在各種情況之下，我都承認我的主。

2. 在基本的信念上，我絕不妥協。

3. 我按照聖經的教導行事為人，就算受到逼
迫也不改變。

4. 我順服主的呼召，即使要付代價也不退縮。

5. 我相信順服主的人是有福的，這至暫至輕
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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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 承認自己的不完美，是一個有罪的人。

• Believe 相信耶穌是真神，是救主，是生命之主。

• Confess 決志祈禱，接受耶穌到自己的心中。

•決志的禱告 The conversion prayer:

•天上的父神，我感謝你，我現在願意打開心門，
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感謝你赦免
我的罪，求你引導我的一生，作一個你所喜悅的
人。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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