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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他是清心者 
 

2017. 11. 12 (週日)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8）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 

 

【安靜反思】 

甚麼是清心的人？ 
 

清心的人就是有一顆單純愛主的心的人，這樣的人看透了世

上的名和利都是短暫的，因此，清心的人只要主自己。詩篇

73:25 節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

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誰是清心之人的榜樣呢？ 
 

耶穌就是最好的榜樣，耶穌基督作為百分之百的人，他來到

這世上的目的，就是完成天父的心願，他在世上所有的生活，

都在遵從天父的旨意，榮耀主的名。他是詩篇 73:25 節經文

的實踐者。 

 

清心的人要得甚麼樣的福呢？ 
 

他們必得見神！ 這是神的心意、祝福和恩典！ 

我們常常說：你能聽見神對你講話？！我怎麼聽不到呢？你

能清楚知道神要你做甚麼？！我怎麼甚麼都感受不到呢？你

能看見神在我們當中的作為，能看見神在你自己身上的作

為？！我怎麼甚麼都看不到呢？ 

 

教會主日一直在講要靠近天父的心，就是要靠的近一點，能

看見、能體會、能明白、能看見天父的心！然後來跟從。但

願神聖潔的靈來充滿我們，讓我們的心成為清心，不但清

潔，而且純潔；這單純愛主的清心之人所散發出的言語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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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都是天天見神之後才有的美好和豐盛，活出福杯滿溢的

人生。 

 

好好想想，我的這些渴求，在聖靈的幫助下能實現嗎？我要

具體做甚麼樣的改變？從哪開始？ 

 

【連結禱告】 

阿爸天父 ，謝謝祢今天給我的教訓！ 我知道我現在的心不清

潔、也不單純；所以我雖渴望見祢得面，卻見不到；想聽祢

的聲音也聽不到。求祢安靜我的心，除去我的浮躁和對生活

的種種擔心，讓我安靜在祢的面前，讓祢在我生命中動工，

不管經歷多少道工序，我都願意被祢潔淨，成為一個清心的

人。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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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他是和睦者 
 

2017. 11. 13 (週一)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9)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 

 

【安靜反思】 

使人和睦的人，這是大多數人都想要成為的人；問題是我們

在不知不覺中，在一些細小的事上已經成為一個使人不和睦

的人了。 

 

為甚麼這第七福把「使人和睦的人」與「神兒子」的名份連

在一起？因為神就是使人和睦的神，祂要祂的兒女也如此

行。凡如此行的，必被稱為神的兒女。 

        

耶穌基督是使人和睦的人的典範，他被罵不還口、被打不還

手；他與天父的心合而為一，以無條件的愛來接納這些活在

罪中而不自知的人，為的是讓神出手來救這些人、來改變這

些人，使他們成為一個新人、一個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很不容易，和平相處常常是表面的，是對那些關係

一般的人而言的；更確切地說，那不是和平相處，而是井水

不犯河水。 

 

真正親密的家人，夫與妻、孩子和父母，很多時候是分開還

好，在一起就會吵…… 

        

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我能不能在言語上從自己做起：立定心

志，使他人之間不會因我的話而產生問題、矛盾和衝突？我

又要怎樣實踐聖經的教導，說造就人的好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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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禱告】 

慈愛的天父，袮所喜悅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做了很好的榜

樣，讓我知道該如何真實地在生活中來效法祂的樣式；天

父，祢用心良苦的愛，讓我看見自己的污穢和自私，求祢拿

去那數不清的我、我、我，讓我專注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成

為一個清心的人、溫柔的人、憐恤人的人和使人和睦的人。

以上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6 

靈修：他是為義受逼迫者 
 

2017. 11. 14 (週二)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10-12） 

      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

們，你們就有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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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安靜反思】 

甚麼樣的人是為義受逼迫的人？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說明一下甚麼是「義」與「不義」：

簡單地說， 與神相宜就是「義」，是「義」的就會受逼迫；

與神不相宜就是「不義」，就不會受逼迫。再直白一點，就

是與世界相宜(同流合污)的，就是與神不相宜的，就不會受

(來自撒但掌控下的世界)逼迫；反之，與世界不相宜(遵從神

旨意)的，就是與神相宜的，就會受逼迫。 

        

再者，為信仰(信靠耶穌基督)遭受世人的辱罵、逼迫、毀謗的

人就有大福了。 

 

對這些人而言，神說：「天國是他們的」。這意思是說這些

人在地上的生活是尊主為大，活在神的同在中，活在神的旨

意中，他們展現了主禱文的畫面：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祢

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即使

這些人活在世人的逼迫中，他們內在的生命卻活在天國(有神

同在)的平安中；而且有永遠福樂的天國為他存留地方。哈利

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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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我的生命和生活，我有感覺「受逼迫」的地方嗎？我是

為甚麼「受逼迫」？是因為我是一名基督徒？還是因為我的

生活方式(言行及舉止)都與神相宜呢？我要如何行才與我是天

父上帝兒女的身分相宜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 祢曾對我們說： 「如果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我知道這捨棄自己，不

單是要戰勝自己的老我，還包括要在「受逼迫」中坦然面

對，向著標竿直跑，直到見主的面。主啊，我想成為這樣的

人，但我深知自己的軟弱和有限，求祢幫助我。我誠心的禱

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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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鹽有味 光有亮 
 

2017. 11. 15(週三)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13-16） 

       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

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15 人

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5:13-14） 

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 

 

【安靜反思】 

我原以為鹽的功用就是防腐或調味，哪知上網一查才知有更

多的功效； 但無論如何，它若沒有了味道，就全然失去了它

的價值。同樣， 燈被點亮，是為了照亮一家的人和物或者照

亮某個區域。 如果這燈不亮，就會被人換掉棄之，因為它已

經沒有了存在的功用和價值。 

       

我們人呢？ 耶穌清楚地定義說：「你們是世上的鹽，……你

們是世上的光，……」這比喻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是鹽，

要有鹽的味道，就是有耶穌基督(這位師傅)的味道； 我們是

光，要有光的作用，能照亮身邊的人，就是我自己就是一個

行在神光中的，被神的光充滿的發光體，我要為主而發光。 

         

我如何與耶穌基督對門徒的定義一致？ 與神相宜呢？就是叫

世人(沒信主的) 看見我們 (基督徒應有) 的好行為， 並將這 

從神而來好行為的見證分享給身邊的人，將感恩和榮耀歸給

天上的父。 使那些沒信主的人聽了、看了之後， 明白這是神

的救恩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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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我呢？ 我的每日生活在告訴我周圍的人-----我的生命

如何。生活標明了我的生命。 有時候， 我為自己那小小的味

道而感恩； 有時候為自己那淡而無味的生命深深地自責， 我

究竟在幹嘛？！在浪費生命？消耗生命？ 自毀生命嗎？ 有時

候看見自己滿身污穢，沾滿了各種細菌，它們是驕傲、自私、

自我中心、自以為是、舊有的不良習慣、放不下的面子……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感謝祢對我一直地包容和忍耐，也不斷

地在靈修中勸誡我當行的路。 我今天在祢面前認罪悔改，求

祢憐憫和幫助我，祢說，祢總不撇棄我，也不丟下我。我也

在祢面前立志，我要在祢的幫助下脫去舊我，穿上新我，成

為合祢心意，討祢喜悅的孩子。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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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遵從神者進天國 
 

2017. 11. 16 (週四)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17-20) 

       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

要成全。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

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19 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

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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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

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5: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安靜反思】 

如今的時代被定義為後現代時期， 其主要特徵就是要打破之

前人類社會所形成的各個層面的架構和規章。有人說這是時

代進步的表徵。 那這作者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是與神相宜，

榮神宜人？ 還是榮己毀人？ 

 

耶穌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整本舊約聖經的通

稱），我來不是要廢掉， 乃是要成全」（路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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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成全律法， 意思是祂帶給律法完整的意義。 祂所強調的

是律法中深湛、基本的原則，並完全忠於律法的心態，而不

只是對律法表面的承認和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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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並不是反對遵守律法全部的要求，祂反對的是假冒為

善、法利賽式的律法主義。 這種律法主義者(文士和法利賽

人)遵行律法的字句，而漠視其精意。 (活不出來， 比如看見

受傷的人， 卻繞道而行 (路 10:25-37) ， 或對自己和對別人用

不同的標準) 。 

 

耶穌這裡教導我們學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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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

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路 5:20) 

我要在哪幾方面從自己開始做起呢？ 不但我自己遵行持守， 

我也教訓(和幫助)我的孩子和家人一起來順服神，遵從神旨意

並持守？ 只有我聽神的話， 孩子聽我的話才有意義。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要進天國， 我的家人和孩子，還有孩子

的孩子，我們子子孫孫都要進入天國！求祢的靈來充滿，來

澆灌我，讓我順服祢的旨意和帶領，清楚今年，就是現在要

開始改變的目標，也清楚明年祢要我建立自己和家人(也包括

小組組員的)，讓我的生命不斷地成長。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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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不要發怒 
 

2017. 11. 17 (週五)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21-26） 

        21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

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22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

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

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23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

怨，24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25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怕他

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監裡了。26 我

實在告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5:22）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 

 

【安靜反思】 

動怒是殺人的根源。舊約的十誡中有「不可殺人」；新約中，

我們剛剛讀過的「八福」(也是我們說的登山寶訓)，其實應該

說是「神國度的律法」也很好。 國度的律法是：心中恨人、

動怒就已經犯了殺人的罪了。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

義（雅 1:20）。 

       

而罵人是動怒的常有表現。「拉加」：就是「蠢材」、「飯

桶」、「笨蛋」、「白癡」的意思。「魔利」：就是「愚頑

人」、「不敬神的傢伙」、「罪大惡極」、「背逆」的意思。 

 

我們人的嘴很厲害，常常說一些很傷人的話。「舌頭就是火，

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汙穢全身，也能把生

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雅各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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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我們有些人的話真的比刀還鋒利！很多人感情受挫， 

生活無力，甚至意志消沉都是因為過去別人的一句話。  

       

今天我們是在什麼樣的心態下，用什麼樣的說話方式來對自

己的配偶和孩子？神給我們的勸誡是「要快快地聽，慢慢地

說，慢慢地動怒」(雅各書 1:19)「汙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弗 4:29) 

        

我認識我自己嗎？我的愛的語言是甚麼？我配偶的愛的語言

是甚麼？我孩子的愛的語言又是甚麼？我父母的愛的語言呢？ 

我真的愛他們如同愛我自己嗎？ 

 

【連結禱告】 

慈愛的天父啊，求祢幫助我， 轉換我的眼目，定睛在主祢自

己的身上。 祢怎麼看我， 我就怎麼看自己；祢怎麼看我的家

人，我就怎麼看我的家人；祢怎麼愛我，我就怎麼愛他們。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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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不可姦淫 
 

2017. 11. 18 (週六)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27-30） 

        27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28 只是我告訴你

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姦淫了。    

        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

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裡；30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5：28）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

他犯姦淫了。    

 

【安靜反思】 

法利賽人對「不可姦淫」的解釋，就像他們解釋不可殺人一

樣。因為律法只禁止行動上犯姦淫，所以只要行動上不犯

罪，就沒有干犯律法，他們以為這在神眼中可以算為義人。

耶穌在此清楚地說，神律法要求的，不只是外表潔淨，更是

心靈潔淨。 

 

十誡中的「不可貪戀別人的妻子」，貪戀就是心裡的罪，心

裡的姦淫。在神心意中，不單厭惡外表的罪，更厭惡人心裡

的罪。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心裡犯個小罪算不得什麼，因為沒

有人知道。 其實魔鬼撒但試探引誘我們時，永遠是從心思意

念開始的。 

 

甚麼是姦淫？ 從舊約聖經的角度的看， 凡不在一男一女，一

夫一妻的婚姻關係中的性關係都是姦淫。 這裡的要求更高， 

淫念乃是姦淫的動機和原因；凡是為滿足自己的情慾而去看

婦女的，在他的心中是已經與她犯姦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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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人們為滿足自己的情慾，一再拉低這條底線。 

很多為人父母的，都認為兒女婚前同居很正常。 婚前有性行

為也很正常。  

 

現在小學二年級的孩子就在手機或網上傳看一些黃色的相片

或短片等等。 剛剛過去的萬聖節要糖果， 聽說已經發現有人

把大麻放在糖果中。 毒品和性密切相連， 意亂情迷就是真實

的寫照和慘劇。 

 

我們要讓孩子們有健康人生，我們自己先要有健康的生活。 

我們自己會沉迷於上網嗎？ 看黃色影片？ 玩暴力或黃色電動

遊戲？ 甚至自己出軌有婚外情？ 

 

【連結禱告】 

愛我的，全知全能的天父啊，我感謝讚美祢！祢知道我的軟

弱，祢卻將祢的應許賞賜給我，祢要將那測不透的豐盛的(得

勝的)人生賜給我。因此，我定意要把老我釘死在十字架上。 

求祢在我裡面顯大，讓我靠著祢的大能和聖潔，每天站立在

耶穌基督寶血的根基上，斥責撒但一切的試探與引誘，讓我

悔改轉離自己的一切壞習慣， 在每日生活中討祢的喜悅。奉

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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