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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第一講：主耶穌講論「
主耶穌講論「樑木」
樑木」神學的前因後果
一. 從上帝揀選亞伯拉罕開始說起
亞伯拉罕→ 族→ 國→ 400 年寂靜期→ 施洗約翰→ 主耶穌→ 教會→ 上帝國完全實現

二. 主耶穌對上帝國在人間的期望
1. 主耶穌傳道的中心
『從那時起，耶穌就開始傳道，說：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福音 4:17）
2. 「道」成了肉身
(1) 是入世的上帝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滿有恩典和真理。我們見過他的榮光，正是從父而
來的獨生子的榮光。』（約翰福音 1:14）
(2) 是入世的門徒
『13 你們是地上的鹽；如果鹽失了味，怎能使它再鹹呢？結果毫無用處，唯有丟在
外面任人踐踏。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無法隱藏的；15 人點了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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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人。 照樣，你們的光也應當照在
人前，讓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又頌讚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13-16）

三. 主耶穌以八福論上帝國子民應有的完整品格
1. 「登山寶訓」
登山寶訓」是拉比式的講論
『耶穌看見群眾，就上了山...』（馬太福音 5:1 上）
拉比的教導多是個人或小撮人。
(2) 『…他坐下之後，門徒來到他跟前』
（馬太福音 5:1 下）
拉比教導時往往是坐下的，如今天的回教教師及天主教的教皇也是如此。表明教
導的重要、正式、是核心的課題。
(3)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
（馬太福音 5:2）
在希臘原文中，這短句有雙重意義：
(3.1) 是嚴肅、莊重和高貴的短句。
(3.2) 是一個人真誠地頃心吐意的用語，是毫無阻隔，是最親密的教訓。
(4)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
（馬太福音 5:2）
「教訓」在希臘原文是是非完成式(imperfect tense)，是表示在過去時間內的一個
重複、繼續不斷的習慢動作。意即「主耶穌慣常是這樣教訓他們說」。
2. 「八福」
八福」的點滴
(1) 從英文欽定譯本(King James Version)的翻繹得知，所用的 are「是」字（中文是
「有」字）
，是用斜體，表示在希臘又中並無此字，是譯者加上表達句字完整的意
思。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2) 主耶穌論到八福並不是用希臘文，而是用亞蘭文，即當時主耶穌時代所說的一種
希伯來話。主耶穌是用亞蘭文的「驚歎句」。如詩篇第 1 章 1 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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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的人：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好譏笑的人的座位。』

「Blessed is the man that walketh not in the counsel of the ungodly」(KJV)
八福的正確翻譯：
八福的正確翻譯：
「福哉！心靈貧乏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3) 八福的「福」字，希臘文是用 makarios：
(3.1) 是特別用詞，是描述屬於上帝的。
(3.2) 是形容一種內在穩藏的喜樂。
(3.3) 屬上帝的喜樂是原始而不受侵擾的。
(3.4) 是上帝向人所存的旨意，是上帝要人過的生活。
(3.5) 因此，主耶穌說：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
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約翰福音 16:22）
(3.6) 這「福」所論的喜樂，是飽嘗痛苦、憂傷和損失之後仍有的喜樂，是痛苦
和憂傷無能力可以妨害的，無論是生是死都無法把這喜樂奪去的。因此，
就帶出一種至善平安和完全安息的內心境界。
(4) 「八福」是否按靈命進度的方式而編？
(5) 「八福」其中「七福」的雙重特性：
(5.1) 第一組是被動的：
「心靈貧乏的人」
「哀痛的人」「溫柔的人」「愛慕公義的人」
(5.2) 第二組是主動的：
「憐憫人的人」「內心清潔的人」「使人和平的人」
3. 「八福」
八福」是天國子民品格的藍圖
(1) 『心靈貧乏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注釋:「福哉！那認識自己亳無力量，全心信靠上帝，並認為惟有如此他才能完
全順服上帝，使他成為天國子民的人。」
(2)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注釋:「福哉！凡為世上的苦難，與他自己的罪惡而心碎的人，因為他將要從他的
優傷中，尋見上帝的安慰與喜樂。」
(3)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注釋:「福哉！在適當的時候發怒，在不適當的時候不發怒的人。他的本性、衝
動和欲望都在控制之下，因為他自己全順服在上帝的主權之下。他因此心
存謙卑，承認自己的無知和軟弱，像這樣的人是人人都喜愛，他成了萬人
迷；其人氣必然廣闊，每處都有容他之處！」
(4) 『愛慕公義如飢如渴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注釋:「福哉！凡渴望全部的公義，如同饑渴的人渴望食物，乾渴瀕死的人，想望
飲水的人，因為這樣的人一定會得到真正的滿足。」
(5)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注釋:「福哉！凡進入人內心的深處，以別人的眼光看事情，以別人的立場思想，
以別人的心情感受的人。因為凡如此行的，就會發現別人也會同樣的對待
他；他也會知道這就是上帝曾在基督裏所作成的工作。」
(6) 『內心清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上帝。』
注釋:「福哉！動機絕對純正的人，因為有一天他們必得見上帝。」
(7)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注 釋 :「 福 哉 ！ 凡 建 立 人 與 人 之 間 良 好 關 係 的 人 ， 因 為 他 就 是 作 上
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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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義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注釋:「福哉！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12 應當
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
逼迫他們。」

四. 主耶穌提醒上帝國子民自助與助人時應有的危機感
1. 從舊約看上帝國子民助人的歷史意義
(1) 領袖在群体中的責任
『次日，摩西坐著審判人民的案件；人民從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身旁。』
（出埃及記 18:13）
(2) 在群体中權力下放的必要性
『17 摩西的岳父對摩西說：
「你這樣作不好。18 你必疲乏不堪；不但你自己，連與你
在一起的人民也必疲乏不堪，因為這事太重，你不能獨自一人去作。19 現在你要聽
我的話，我要給你出個主意，願上帝與你同在；你要代替人民到上帝面前，把他們
的事件帶到上帝那裡。20 又要把規例和律法教導他們，使他們知道他們當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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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作的事。 你要從人民中間選出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忠實可信、恨惡不
義之財的人，設立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去管理人民，22 使
他們隨時可以審判人民的案件；所有大事件，他們要帶到你這裡來；所有小事件，
他們可以自己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他們也可以和你一同分擔此事。23 你若是
這樣行，上帝也這樣吩咐你，你就能站立得住，所有的人民也都能平平安安地歸回
自己的地方。」』（出埃及記 18:17-23）
2. 活現上帝國子民的使命
(1) 判斷知多少
『不可判斷人，免得你們被判斷。』（馬太福音 7:1）
(1.1) 「判斷」的字義
~ 可指法庭上正式的審判
『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自己把他帶去，按著你們的律法審問他吧。」
猶太人說：
「我們沒有權去判人死罪。」』（約翰福音 18:31）
~ 或指私人的判斷
『西門回答：「我想是那個多得恩免的。
」耶穌說：
「你判斷對了。」』
（路加福音 7:43）
~ 在本節是主耶穌教導門徒天國的道理，所以這字不是形容法官在法庭裏
行使職務，乃指日常生活中的個人判斷而言。
(1.2) 比較路加福音 6:37-38 上
『37 你們不要判斷人，就必不受判斷；不要定人的罪，就必不被定罪；要
38
饒恕人，就必蒙饒恕； 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2) 從 Philips Zimbardo 著作「路斯法效應」(Lucifer Effect)給執行判斷者的提醒。
3. 給智慧的判斷者進言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免得牠們用腳把珍珠踐踏，又轉
過來猛噬你們。』（馬太福音 7:6）

五. 教會聖神的一面
『這家就是永活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書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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