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窮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 5章 3節 

 

 

主耶穌的登山寶訓從馬太福音五章 3 節開始。他在眾人面前向

門徒宣講了一系列的信息，他所宣講的信息是這樣開始的：“虛心

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虛心”一詞根據希臘原文

應是  心靈貧窮  。以下引用經文時，將直接引為  心靈貧窮的人

有福了  ）。 

窮人在禧年的歡樂 

宣講登山寶訓前，主耶穌在拿撒勒的猶太會堂講道（路四 16-

21）。他引述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1-2 節，傳講了類似的信息：“主

雅偉的靈在我身上，因為雅偉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即福音）

給謙卑的人（“謙卑的人”根據原文是  貧窮的人  ，以下會直接

引為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

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雅偉的恩年„„”。 

報告雅偉的恩年，就是宣告禧年，宣告人從所有的債務中得釋

放。在以色列，禧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到來時，一切的債

務都要得豁免，所有的奴隸都要獲自由。它是“雅偉的恩年”，一

個美好的年份，在以色列每五十年才一次，一個人一生僅遇一次。

對任何一個負債之人，這是一個歡喜快樂的日子。 

這一年到來時，在債務重壓下的窮人將獲得解脫，因無力償還

而以身抵債、賣身為奴的人會重獲自由。禧年代表了神國的臨到，

那時貧窮的人將會得釋放，被擄的和為奴的將會得自由。這是醫治

的時候：瞎眼的得看見，被壓制的得自由。 

所以，禧年非常寶貴，然而對誰呢？是對窮人！富人沒有債

務，他們沒有成為奴隸的危險，所以富人並不期盼禧年。因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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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律法，在那一年，富人要釋放他們的奴隸，要免去所有欠債

之人的債務。所以，對富人來講這不是“禧年”，不是歡喜快樂的

年份，對窮人卻是一個大好的信息。這正是主耶穌來的目的，他

說：“主雅偉的靈在我身上，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我們需要

仔細查考這句話的屬靈涵義。 

路加福音四章 20 節告訴我們，主耶穌在他的家鄉拿撒勒的會

堂宣讀完這段經文後，捲起書卷交還給執事，然後說，你們所聽到

的這段聖經（以賽亞書六十一章）已經應驗了，你們就是見證人。

這預言是關乎那將要來的君王，他將要宣告禧年的來臨。事實上，

禧年在以色列已經很長時期沒有實施了，現在要成就在彌賽亞的日

子。然而他自己的百姓——拿撒勒人，卻不接納他。 

先知在自己的世代不被尊崇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三章 57 節講到：“大凡先知，除了本地

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屬肉體的人總是從人的角度看主

耶穌：“這個木匠怎能是彌賽亞？他不是我們從小就認識的嗎？”

屬肉體的人無法超越人的思維障礙，他不懂得屬靈的思維，總是以

自己的標準來看事情：“這人是我認識的，他怎麼能是神的兒

子？”然而，這個你所認識的，為甚麼不能是神的兒子？你如何知

道他不是神的兒子？ 

所以，在先知的有生之年去評價他的屬靈身量，是非常困難

的。同樣，偉大的藝術家生前從不被人賞識。一些偉大的畫家，如

梵高，生前並不被人賞識；甚至連貝多芬、李斯特這樣偉大的音樂

家也不例外。然而到了今天，另一個時代，他們的才華才得到認

可。當我們從當年的群體意識中脫離出來後，才能夠中肯地評價這

些人。 

以色列偉大的先知，今天倍受尊敬，然而在他們的世代，卻得

不到尊榮。先知耶利米不止一次被指控為叛國者。他曾被扔進深

坑，若不是最後一刻獲救，早已葬身其內（耶三十八 6-13）。他被

群眾拉往埃及，到一個他不願去的地方（參耶四十三 6 起）。他受

盡了人的苦待和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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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先知，個個生平倍受凌辱。當先知米該雅預言亞哈會

死時，一個所謂的先知立即上前打他的臉（王上二十二章）。他當

眾被駁斥，一人面對四百先知，他是當中唯一預言真理的人，其餘

的人所預言的都是謊言，然而他們都自稱是神的先知。米該雅以寡

敵眾，究竟誰是誰非呢？是那四百先知嗎？不，他們是錯的！這就

是屬靈世界的問題，隨着時間的推移，少數派往往是對的。然而，

在他們的世代，並不被人認可。正如主耶穌說，先知在神眼中是有

榮譽的，但在自己的世代、自己的國家，卻不受尊敬。 

這就是舊約先知的遭遇。不論是阿摩司、何西阿或其他的先

知，他們都有同樣的遭遇。他們並未獲得當有的尊榮。他們被人嘲

笑、遭人趕逐、被人憎恨。耶利米甚至感到絕望，不願繼續他的使

命。有多少次耶利米說：“我不再宣講了，我受夠了。如果他們想

要滅亡就讓他們滅亡吧，我已經盡全力了。”然而，他又說：

“„„我若說：我不再提雅偉，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便心裏覺

得似乎有燒着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耶二十 7-9）他對神、對百姓的愛是“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的，他不得不繼續傳講，繼續被以色列人憎恨。有誰喜歡聽這樣的

話：“你們這些罪人，神要用火毀滅你們。如果不悔改，你將會滅

亡”？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這就

是所有先知的經歷。主耶穌傳道時也不例外。人們憎恨他，尤其是

以色列的宗教領袖，他們最終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他們不願聽，惟

有一類人願意聽從，就是那些因禧年，因天國的臨到而歡喜快樂的

窮人。只有這些人在屬靈上是開放的，他們有潛能成為屬靈人。富

人捨不得他們的財富，所以不愛聽福音，除非你把福音巧為粉飾，

使他們容易接受。但是，主耶穌絕不如此行。 

以利亞的經歷也印證了主耶穌的話。先知以利亞之所以不去以

色列，而去西頓一個外邦婦人家裏，是因以色列不接納這個偉大的

先知。論屬靈能力，以利亞是舊約最偉大的先知，然而他還是被自

己的世代拒絕。同樣，他們也不接納以利沙。在自己的世代侍奉神

是沒有榮耀的，你會因為傳講真理而遭受各樣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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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五章 3 節的平行經文是路加福音六章 20 節，那裏講

到：“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我們看到路

加福音和馬太福音略有不同。路加福音說“貧窮的人有福了”，馬

太福音則說“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稍後，我們會仔細查考這一

點。 

在這個平行的關係中，我們還留意到，馬太福音講到“天

國”，而路加福音則是“神的國”。其實它們之間並沒有區別，只

是用詞不同。猶太人不願意用“神”這個詞，他們常常用間接的方

法來稱呼“神”。他們喜歡稱神為“至大者”（The Majesty）（來

一 3、八 1），或者他們說到神時，就用“天”來代替。所以，“神

的國”與“天國”並沒有任何區別。 

在這節經文中，我們要注意三點。第一，有福；第二，貧窮；

第三，神的國。甚麼是“有福”？“貧窮”或“心靈貧窮”又指甚

麼？“神的國”是甚麼意思？ 

“……有福了” 

首先，我們來看“有福”。我們都知道甚麼是“快樂”，而

“有福”原文就是“快樂”的意思。詩篇一篇 2 節這樣講到：“這

人便為有福（快樂）„„”。甚麼樣的人是“快樂”的呢？我們首

先要注意，在聖經中，“快樂”是神給予某類人的應許。詩篇一篇

1-2 節講到：“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

座位，惟喜愛雅偉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快樂’。”甚麼

樣的人是快樂的呢？是那些不行在罪惡的道路，而行在公義中的

人。那些以神和他的律法為樂，並晝夜思想的人是快樂的。 

這些福曾多次出現在詩篇中，與主耶穌所講的福遙相呼應。換

言之，這類人是快樂的，因為神賜他各樣的祝福。他是有福的，因

為蒙神祝福，是神使他快樂。神把快樂賜給某一類的人，如果你是

這一類人，那麼你是快樂的。但首先，你必須成為這一類人。如果

你想知道在舊約神所祝福的是甚麼樣的人，你只要翻開彙編去查考

“有福”這個詞，你會看到“有福”在詩篇中出現了許多次。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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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重複的經文，仍然有十五、六種不同的福。然而，它們都指向

同一類人，就是公義的人，不坐惡人座位的人，這樣的人是有福

的。 

“貧窮的人……” 

我們來看第二點。神用他的喜樂祝福甚麼樣的人呢？是貧窮的

人。這跟世界的觀念完全相反，世界的口號是：“富足的人有福

了”，而主耶穌卻說：“貧窮的人有福了”。在香港，春節期間常

見的賀詞是：“恭喜發財”，人們認為福只屬於有錢人！然而，主

耶穌把一切都顛倒過來，他說：“貧窮的人有福了”。 

神的國跟世界的價值觀是背道而馳的，這是你需要明白的第一

個原則。這裏有一個次序和價值體系的徹底改變。首先，你要知道

自己是不是一個貧窮的人？如果你認爲自己不貧窮，那太不幸了，

你沒有必要繼續聽下去了，因為這信息只是給窮人的，與你無關。 

你要知道自己是否貧窮 

究竟誰是貧窮的人呢？你需要知道自己是否貧窮。最可悲的

是，有些人本來是貧窮的卻認為自己是富足的，這也常常發生在基

督徒身上，尤其是這個時代的基督徒。我們來看啟示錄三章 17

節，這是寫給老底嘉教會的信，即寫給基督徒的信！啟示錄三章

17 節講到：“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這正是我們的期

盼），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

身的。” 

有許多基督徒明明是貧窮的卻認為自己富足，已經發了財，甚

麼都不需要了。正因如此，他們失去了神的祝福。你不僅要成為貧

窮，還要知道自己貧窮，這非常重要。若你自以為富足，你不會把

自己歸入貧窮的行列。沒有比一個處身貧窮，卻不知自己貧窮的人

更可悲的了，正如一個有病的人，卻不知道自己病了。在約翰福音

九章 40-41 節，法利賽人對耶穌說：“難道我們也瞎了眼嗎？”耶

穌對他們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

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瞎子不知自己瞎眼，貧窮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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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貧窮，這就是一種自欺，這是最可悲的。 

一些人認為自己很健康，實際上他們已經生病了。他們感覺很

好，但死亡的癌細胞已悄悄地侵入體內。這就是我父親的遭遇，一

天，他到醫院去做例行檢查，醫生問他：“你脖子上的腫塊是怎麼

回事？”“這個腫塊？它一點都不痛。我感覺很好，完全沒問

題。”然而，醫生說：“是啊，你感覺很好，但是這個腫塊看上去

不太好。”兩個月後，他去世了。所以，一個人很可能生了病卻全

然不知，已經患了絕症，卻毫不覺察。 

有時，有病的人比健康的人活得還要長久。我母親身體很差，

常常生病，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毛病。父親卻是非常的健壯，經常

做各種運動，他練拳擊，散步，並吃各種維生素。父親很留意自己

的健康，所以一直都很健康。母親卻是常常生病，吃很多的藥。然

而，你知道誰活得更長？是母親！那些知道自己有病的人，通常會

活得久一些，這是很奇怪的事！ 

許多次，我想到傳道書九章 11 節的話：“我又轉念：見日光

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這是最可悲的事

情。當然，我父親當時無法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癌細胞已在體內

擴散，這是你我都無法知道的。但是，屬靈的病我們是可以知道

的，因為神的靈會指出我們靈裏的致命疾病。 

心靈貧窮——生活的貧窮帶來屬靈的謙卑 

“貧窮的人有福了”，這個信息是向窮人傳講的。你貧窮嗎？

可能你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貧窮的，所以，你認為主耶穌這些話不是

對你講的。究竟貧窮的涵義是甚麼？首先，我們來思想馬太福音與

路加福音經文之間的關係。我們已經看到，馬太福音強調了“心

靈”貧窮，而路加福音沒有提到任何條件，只是“貧窮的人”。在

路加福音四章 18 節，主耶穌所引述的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1 節，也

沒有提到“心靈”這個條件。其實兩者都是對的。 

馬太福音強調“心靈”，因為單單物質的貧窮不是獲得屬靈祝

福的條件，貧窮本身不是進入天國的憑證。貧窮不能只在物質層

面，它必須帶你進入屬靈層面，即達到心靈貧窮。換言之，如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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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貧窮最終導致屬靈的謙卑，這種貧窮是有福的，這點非常重

要。然而，如果你本是貧窮的，卻在人前故作富足，這樣做毫無益

處，只能是愚弄自己。 

在香港，很多人生活入不敷出，例如，有些人沒能力承擔一部

車的費用，但寧可借貸也要買，為甚麼呢？為了“面子”。這種入

不敷出的生活，就導致債臺高築。這在結婚時就更常見了。為了迎

娶新娘，新郎得駕駛一輛像樣的車。如果去找富裕的朋友借，很不

可靠，因為大多數富裕的朋友，都不大可能借給你，他們其實是世

上最吝嗇的人。所以，為了“一天的面子”，你只好租一輛豪華型

轎車。希望能租到勞斯萊斯，如果不行，奔馳也可以。這樣，可以

風風光光地帶着新娘去教堂，或是其它像樣的地方舉行婚禮。 

這一切都是為了“面子”，你不想讓人看到你的貧窮，所以要

故作富足。因此，馬太福音的要點是：貧窮不是進入天國的憑證，

你要貧窮，也要意識到自己貧窮，以致你謙卑在神的面前。 

財富攔阻人成爲主耶穌的門徒 

貧窮的相反就是物質富足。主耶穌明確地告訴我們，財富是屬

靈生命的障礙，是絕不能妥協的。貧窮如果能轉為正確的屬靈態

度，就會成為屬靈的祝福。然而，富足不僅不能帶給你祝福，反而

是你屬靈生命的障礙，除非你能以適當的屬靈方式處理財富。 

從主耶穌對年輕財主所說的話（太十九 21），就能看到這一

點。主耶穌不允許年輕財主做他的門徒，除非他變賣一切財富，分

給窮人，然後才可以跟隨他。主耶穌拒絕年輕財主帶着財富跟隨

他。今天，多少人願意放寬這一點，甚至引以為榮：“我有一個門

徒是百萬富翁，他有五輛奔馳，還擁有一家企業。”主耶穌絕不妥

協，他對年輕財主說：“做我的門徒只有一個條件。”年輕財主熱

切地問道：“是甚麼條件呢？我奉獻十萬元可以了嗎？”主耶穌

說：“比這多得多，你要賣掉一切所有，把它分給窮人，然後你來

跟從我。”若是有其它更容易的方法，主耶穌肯定會提供給他，因

為聖經告訴我們耶穌愛他。主耶穌說這番話不是因為恨他，而是出

於愛他，因為物質富足是屬靈生命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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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會陷於屬靈危機，正因為在對待財富的態度上妥協了。

你不能這樣做！如果我只是敷衍你，我就不是忠心傳講神的話。財

富肯定會成為我們的障礙。難怪雅各書五章 1 節說：“嗐！你們這

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沒

有絲毫修飾：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貧窮的人有福了！福音不是為

資本家設立的，資本家是不幸的，因為無法降低主耶穌的教導以適

從他們，這絕對不行。 

如果你查考主耶穌有關財富的教導，無論何處都是一樣，主耶

穌絕不會向富人作出妥協，他不能容忍人信靠財富。主耶穌在登山

寶訓中說：“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瑪門。”（太六 24）但

是教會卻說：“你可以兩者兼得。你可以侍奉瑪門（即錢財），也

侍奉神。”主耶穌說，你不能這樣做。你要為神而活，讓瑪門成為

奴隸，你只是管理它，不能侍奉它。 

見證：貧窮卻一無所缺 

福音在加拿大這種國家已經舉步艱難。除了我們這些少數人，

幾乎人人擁有一定數目的銀行賬戶。可能你在想：“你有甚麼資格

這樣講？你繫着一條這麼好的領帶，穿着一件這麼好的襯衣，外套

看上去也不錯。停車場還停泊着你的車，至少也是個中等檔次，你

竟然在這裏批評有錢人？” 

神是我的見證人。在我傳福音的這些年日裏，我從未攢過一分

錢，一分都沒有。儘管如此，我是一無所缺。可能你們不知道，但

我想告訴你，在我傳福音牧會的年日裏，我從未積攢過一分錢，也

沒有因傳講福音使自己富足。我講這些不是要博得你的同情，坦白

說我一無所缺，對你們的愛和關心，我深表感激。我的外套很不

錯，所以不要再給我買了，我沒有地方存放這些衣物。我的領帶也

很好，可以伴隨我很多年，我一切都好。 

我說這些，只是想告訴你們實情。儘管我傳講福音已經許多年

了，也在很多福音大會上講過道，這種福音大會的酬金是很高的。

一個為期三天的聚會，首席講員可以獲得 600 多加元的酬勞。然

而，我沒有借傳福音來為自己積攢錢財，因為主耶穌說：“不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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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我沒有因為傳福音而富足。 

當我在英國利物浦傳道時，我是靠自由奉獻為生，沒有任何薪

金。我的繼任者，其收入是我當年在利物浦時的五倍。儘管如此，

他這收入也只是英國人的平均收入，或高一點點，我所收到的只是

他收入的五分之一，然而，我決不會因此不開心，因為我的目標是

積財在天上。我的繼任者如何處理收入由他自己決定，或許他的目

標也是積財在天上。 

我談到這點的原因是：作為傳道人，你不能只是高談闊論，必

須借着你的生命來見證所講的道。所以，不要以為我只是憑神學知

識講道，讓我告訴你，如果我不能活出這樣的生命，我絕不願傳

講。主耶穌說：“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神是我的見

證人，我從未積攢任何財物。 

主耶穌呼召門徒去信靠神的供應 

主耶穌呼召我們成為心靈貧窮。心靈貧窮與物質貧窮有着密切

關係。貧窮並非意味你沒東西吃，貧窮只是意味着你沒有多餘，或

沒有把餘剩的儲存起來。正如我們在登山寶訓所看到的，主耶穌呼

召我們去信靠神的供應。 

有許多年，在沒有收入、沒有經濟來源的情況下，我必須實踐

這個教導。讀書時，我只能仰賴神的供應，因為我別無依靠，只有

信靠他。他從未撇下我，因為主耶穌說：“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

天國是他們的。”我是一個深深體會過貧窮的人。在中國三年的經

歷，使我深知捱餓的滋味，但是神從來沒有撇下我。主耶穌說：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他的

話從未落空，我一直都是一無所缺。神多麼好，儘管我沒有為自己

的將來儲蓄，但我毫無缺乏。 

在英國時，因為父親過世，我得以有些儲備。但是教會的收入

那麼低，我連這些儲備都用盡了。來到加拿大後，我沒有打算儲蓄

任何財物。有人問：“你有沒有考慮，有一天你會退休？退休後，

沒有錢你怎樣生活？”我的神自有他的方法供應我，即便我擁有甚

麼，也只是一個管家。但是，神絕不允許我因傳福音而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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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物質上的貧窮和屬靈的貧窮有着密切的關係，這一點讓

我們謹記在心。至於那個年輕財主，除非他去變賣一切，否則主耶

穌是不會接納他為門徒的。但是，今日的教會卻在削弱這個信息，

畢竟教會中的人多數處於中等收入階層。於是，我們就安慰自己

說：“不要擔心，這是可以的。”好吧，我們不擔心，然而結果

是：你不貧窮，如此，你的心靈也不貧窮，這樣天國是你的嗎？ 

你不要暗自慶幸：“你說你貧窮，我也是貧窮的。我們大多數

是貧窮的學生，哈利路亞！所以神的國是我們的。”我告訴你，等

你畢業、有了文憑後，你會賺很多錢。有一天你會變得富有，到時

候你就不想再聽這樣的信息了。 

福音使你感到很不舒服，為甚麼呢？因為它逼着你去信靠神，

而不是信靠你的銀行賬戶。我們想要神，也想要瑪門，我們想兩者

兼得，然而，神不允許。你必須做出選擇，或者你已經選擇了。但

是，如果你現在是貧窮的，不要感到慶幸，因為貧窮本身不是進入

天國的憑證，你還要成為心靈貧窮。 

貧窮的涵義 

“心靈貧窮”是甚麼意思？“貧窮”在希伯來文中是指“謙

卑”的意思。例如，在箴言十六章 19 節，你能夠看到這點：“心

裏謙卑與窮乏人來往，強如將擄物與驕傲人同分。”“窮乏”在這

段經文中很明顯是“謙卑”的意思。以賽亞書十一章 4 節講到，在

彌賽亞來到時，他“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

人。”這裏，“貧窮人”的意思就是“謙卑的人”。 

如果從希伯來文字典中查考“貧窮”（anav）一詞，你會發現

這個詞有“貧窮”、“低微”、“溫柔”以及“謙卑”的意思。使

用時，幾個意思是無法分割的，這就是這個詞語的豐富之處。以賽

亞六十一章 1 節中的“貧窮”也是同一個詞，它可解釋為“溫

柔”、“謙卑”和“貧窮”。這個詞在民數記十二章 3 節出現時，

它的含義是更為特出。 

民數記十二章 3 節講到神的僕人摩西。當主耶穌說：“貧窮的

人有福了”時，他所說的就是這種人。民數記十二章 3 節記載了這



 貧窮的人有福了 11 

 

樣的事情：當時，米利暗和亞倫（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亞倫是摩

西的兄長）一同攻擊摩西。亞倫想：“我是你的兄長，所以，我也

有權發號施令„„”你看，又是屬肉體的想法，這不是屬靈的意

念，與猶太人看耶穌時的想法一樣：“你是拿撒勒人，我們的同

鄉，竟然稱自己是彌賽亞，神的兒子？” 

摩西被神膏抹為以色列的領袖和先知，米利暗和亞倫常因此而

嫉妒。他們覺得作為兄長和姐姐，他們有權批評摩西。如果你出言

譭謗神的僕人，你一定要當心，這是非常嚴重的。他們批評摩西娶

了一個非以色列族的古實女子為妻，並說：“難道雅偉單與摩西說

話？不也與我們說話嗎？”言下之意是：“難道只有你是先知

嗎？” 

“這話雅偉聽見了”。要當心你所說的每句話，因為神在聽。

摩西沒有說：“你要小心，我是雅偉的先知。”第 3 節講到：“摩

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謙和”也作“溫柔”）

他沒有為自己爭辯，他默默無言，他只是來到雅偉面前俯伏在地。

在第 4 節，神執行了一個審判：“雅偉忽然對摩西、亞倫、米利暗

說：你們三個都出來到會幕這裏。”他們肯定非常害怕。結果神就

審判了亞倫和米利暗。 

我要帶出的重點是第 3 節：“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

眾人。”“謙和”這個詞與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1 節“傳福音給貧窮

的人”的“貧窮”同屬一個希伯來詞。在這裏，它被翻譯為“謙

和”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把這句改為“摩西極其貧窮，勝過世上

的眾人”，這個“貧窮”明顯是指“心靈貧窮”。因此，“心靈貧

窮”實際上意味着“謙和”、“謙卑”。 

所以我說，物質上的貧窮是不足夠的，你也必須成為心靈貧

窮。不要讓世界影響你，為了面子掩飾自己的貧窮，要讓憐憫人的

神看顧你，他會顧念你的貧窮，他會高舉你。所以你不要裝模作

樣，故作富足，讓神成為你的力量。讓他把你高舉起來，使你的腳

立在磐石上。 

這就是“貧窮”的涵義。這個希伯來詞“貧窮”可以指物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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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貧窮，也可指心靈貧窮。在民數記十二章 3 節，“貧窮”不單是

指物質上的貧窮，更是指心靈貧窮。摩西在埃及法老家中長大，他

本可貴為王子，然而他與年輕財主截然不同，他背棄世界，放棄了

成為埃及王子的尊榮和地位。希伯來書十一章講到，他寧可與神的

百姓同受貧窮、苦難，也不願享受埃及的榮華富貴。在兩個層面上

他都自願成為貧窮，當然，他心靈的貧窮是最為重要的。 

以賽亞書二十九章 18-19 節講到：“那時，聾子必聽見這書上

的話；瞎子的眼必從迷矇黑暗中得以看見。謙卑人必因雅偉增添歡

喜；人間貧窮的必因以色列的聖者快樂。”“那時”就是彌賽亞的

日子，“謙卑”在希伯來文就是“貧窮”。再次看到，福音要傳給

貧窮的人。 

貧窮的人是怎麼樣的呢？從阿摩司書二章 6-7 節看到，“窮

人”與“義人”是同義詞，同時被提到，因為心靈貧窮是公義的要

素。窮人是無助的，他們被富人和有權勢的人欺壓，所以，他們要

仰賴神作他們的盾牌和保護者。如果你是富人，你能夠保護自己，

你不需要神來保護你。然而，貧窮的人無人保護他們，他們只能把

事情向神陳明。窮人在這個世上是沒有希望的，他們不可能盼望一

筆可觀的退休金，更不敢奢望擁有一艘快艇或是湖邊渡假別墅。就

世界而言，他們是沒有希望的，惟有神是他們的盼望。他們不能供

給自己，必須每日仰望神，神是他們的供應。 

神是我的依靠 

這樣的生活，我經歷過許多次。在中國，有三年的時間我每一

天都這樣禱告：“父啊，我沒有東西吃，請供應我今日所需，賜給

我日用飲食。”早晨起床後腹內空空，把手放進衣袋，分文沒有。

我說：“父啊，你是我的父親，你的孩子沒有東西吃，請供應我今

天的食物。”神聽了我的禱告！整整三年，神一天、一天這樣供應

着。 

去英國後，我經歷到同樣的事情。我曾在那裏讀書，有很多

次，我身無分文，不知怎樣交付學費。多少次，下學期註冊的時間

要到了，而我沒有那 50 英鎊去交付下學期的學費。於是，我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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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面前說：“父啊，如果想要我讀書，求你供應。如果你不願意，

我很樂意放下這個學位。對我來說它無關緊要。”學位算甚麼？神

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神供應我一切所需，那麼豐富。在我畢業

時，母親驚訝地說：“難以置信，你的神的確是一位真神。我不知

道事情的經過，但你的神的確供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 

我知道這是真的，因為我實踐聖經的教導。神不會讓信靠他的

人蒙羞。可能你會說：“這人真笨，他不存錢，也不理會自己的晚

年以及孩子的教育。孩子長大後，怎樣繼續升學？”如果你認為這

是愚笨的，那麼它是蒙福的愚笨！我的神會供應我，他從未失信

過！貧窮是多麼蒙福，因為可以經歷這位永不失信的神。富人不知

道他們的損失，他們才是真正的貧窮。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神的供

應。你有沒有經歷過神的供應？如果你沒有經歷過神的保護、幫助

和供應，又如何能夠因神而歡喜快樂呢？ 

神會帶領我們進入不同階段的訓練中。今天，我需要在體力上

每一天依靠神。我的身體非常虛弱，有許多次我對妻子說：“我真

不知道怎樣完成這個培訓課程。”（編者註：張熙和牧師當時正在

培訓全時間侍奉的同工。）許多次回到家後我頭痛欲裂，整個人精

疲力竭。想到兩天後，又是一個培訓課程，我不知該如何支撐下

去。有時候，我身體極度疲累，連起床的力氣都沒有。但是，神是

我的力量。今天，在體力上我也要依靠神來堅持到底。 

我緊緊抓住這個應許：“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

何。”（申三十三 25）換言之，神不會給你一項工作而不賜給你

力量去完成它。最近，有時因過度疲累，整個胸部都絞痛起來，我

對神說：“神啊，我不知道能否堅持到底，我要依靠你來繼續這個

培訓課程。如果我終究要因此而死，求你保守我到課程結束的那一

天，願讃美和榮耀都歸給你。”神會看顧我們到底，這是何等的美

妙。 

從前，我非常健壯。今天，我連健康和力量都失去了，這是很

難接受的事實，我必須每日依靠神。在每一個方面，甚至身體上，

我都是貧窮的。每一天都要依靠神給我力量繼續傳道、培訓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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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作、寫信和探訪等等。 

信靠神爲你的保護者 

這就是成為貧窮的福氣。“貧窮的人有福了”，這個教導涵蓋

了整個登山寶訓。從馬太福音五章 38 節起，我們看到，貧窮的人

是不還擊的，在他被人打時，出於謙卑只是轉過另外一邊臉讓人

打，這就是貧窮。是的，我會柔道、我懂拳擊，但是我不還手，因

為主耶穌說：“不要還手，神是你的保護者。他們打你時，神會報

應。”我是貧窮的，神是我的保護者，我不再保護自己。我不再是

自己的防衛部長，我的防衛部長已經從我的內閣中取消，我的財政

部長也被取消。現在，我唯一所有的就是我的王，神就是我的王。

神是我的外交部長、司法部長、內務部長和財政部長，他是我的一

切。我在每件事上都要依靠他。 

除非你能接受這句打開登山寶訓的重要教導，否則，你不能接

受登山寶訓的任何一條教導。坦白說，這些教導豈不令你反感嗎？

主耶穌要我們轉過另外一邊臉任人打，對一般人來講，這是難以接

受的，你能嗎？可能你會說：“來啊！你知道我的柔道是幾段？這

個可惡的人竟敢打我，我要讓你知道欺負我的後果。你懂拳擊嗎？

我會讓你嘗嘗上鈎拳的厲害。”但是神對我們說：“不要還手，我

會報應，你要相信我。” 

要有信心，不要在地上積攢財富 

在馬太福音六章 19 節，主耶穌又說：“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

在地上。”你說：“如果我不儲蓄錢財，若我沒工作了，我怎樣生

存？或者我退休了、生病了，怎樣生活？”神說：“來依靠我，我

會供應你的需要。你看到空中的飛鳥了嗎？是我養活它的。你看到

野地的花朵了嗎？是我裝扮它的。我要為你做的事豈不比這更大？

你信得過我嗎？”你看，這一切都是關乎信心，相信神會保護你、

供應你。如果你被冤枉、被譭謗、被中傷，怎麼辦？主耶穌說：

“不要為自己伸冤，把審判留給神。”好吧，我不為自己伸冤，讓

神來決定一切。這就是成為門徒的崇高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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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救恩 

請留意：甚麼樣的人是有福的？是“相信某些道理的人有福”

嗎？並非如此。那麼，是“廣行善事，積德救己的人有福”嗎？當

然不是。而是“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這是主耶穌關乎基督徒生

活及整個救恩教導的核心。你能得救，不是因為你相信正確的教

義，也不是因為你頻頻行善積德；而是因為你是某一類的人——你

是心靈貧窮的人。主耶穌的教導是多麼的無懈可擊！不是你相信甚

麼，也不是你做了甚麼，而是你為人的本質，才是關鍵所在。這就

是主耶穌的教導的能力和奇特之處。 

我們不要犯許多福音派人士所犯的錯誤，他們以為只要相信一

套正確的教義，就必然會得救。儘管他們行為不軌、態度傲慢、信

靠錢財、誇耀財富、喜愛挑剔、不施憐憫。然而他們認為，只要相

信所有正確的教義，他們定會得救。這種想法真是愚不可及。另外

一類人也很可悲。他們熱心行善，經常向窮人捐助。一有空閒就幫

助他人。所以他們看自己是好人，得救受之無愧。他們以為可以憑

善行拯救自己。這些人的想法也同樣愚不可及。 

得救不是單憑你相信甚麼，或聲稱自己相信甚麼，也不是因為

你做了甚麼。在主耶穌的教導中，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才是最重要

的。不要在任何一方面偏離。許多福音派人士的錯誤在於，他們認

為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而其他許多人，許多宗教人士，包括

某些天主教派（我說“某些”，因為他們不是持正統的天主教教

義）所犯的錯誤是，他們以為可以靠行為得救，這也同樣是錯誤

的。主耶穌的教導強調的是，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才是關鍵所在，你

必須要成為一個心靈貧窮的人。然而，甚麼樣的人是心靈貧窮的

呢？我們又怎樣成為心靈貧窮呢？ 

怎樣成爲心靈貧窮？ 

我們必須透過悔改，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才能成為心靈貧窮。

在詩篇五十一篇，詩人就這點作出了完美的描述和總結。舊約老早

已經教導我們關於神的救恩，主耶穌也常常引述舊約。如果你想成

為這一類人，你要從詩篇五十一篇 1 節開始：“神啊，求你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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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第一步是悔改。你認識到自己是一個罪人，你向神懺悔說：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

犯。”你看見自己內心的貧乏，透過悔改你成為一個心靈貧窮的

人。悔改不是新約才有的，舊約也經常提及。舊約的聖徒也會享有

救恩的榮耀，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關於救恩的道理。 

第二步是成為新人。詩人完全明白這一點，所以他說：“神

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詩五十

一 10）詩人求神為他造一顆新的心，使他裏面有一個新的靈。這

是一個新的創造！當你被神重造後，你成為一個新人。不是你相信

甚麼，也不是你做了甚麼，而是借着神的能力使你成為新人。我再

說，舊約的聖徒也會享有救恩的榮耀，他們知道甚麼是心靈貧窮。

透過成為心靈貧窮，神把我們創造成新人，除了成為新人你沒有其

它途徑承受神的國。 

這就是約翰福音三章 5 節所說的：“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

的，就不能進神的國。”同樣的教導，用不同的字眼幫助我們明白

信心的涵義。信心包括了相信神能夠重生你，使你從水和聖靈得生

命。不是你的信心救了你，是神因着你成為心靈貧窮，拯救了你。

信心本身沒有甚麼神奇之處，神才是神蹟的創造者，是他創造了一

個新人。 

承受天國，接受耶穌是王！ 

從約翰福音三章我們看到，“承受天國”就是承受永生的意

思。“天國是他們的”，意思是神要把國賜給他們，神要把永生賜

給他們。但是，如果天國沒有王就不是甚麼天國。“承受天國”不

是接納一個叫做“天國”的包裹，而是接納耶穌基督為你生命的

王，因為耶穌是神所立的王。永生是在基督裏，在基督之外沒有永

生。承受永生的唯一途徑就是接納耶穌為王，通過接納他為王，你

領受了生命。永生是耶穌在你生命中作王的結果。 

富人不願意耶穌做他們的王，因為耶穌可能會對他說（如同對

年輕財主一樣）：“變賣你所有的一切。”富人不喜歡聽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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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他們喜歡聽傳道人說：“只要相信耶穌就會有永生，沒有任何

條件。”你是否也這麼想：“變賣一切所有？不可能，這只是對那

個年輕財主講的，不是對我。這是主耶穌針對年輕財主的要求，他

絕不會這樣要求我。不要自欺，主耶穌對年輕財主的要求，也一樣

應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你認為年輕財主比我們更愛錢財？不要自

欺！絕非如此。主耶穌的要求是針對每一個人的，絕不會因人而

異。 

是貧窮的人接納耶穌為王。透過接納耶穌為王，你承受了神的

國。神的國就是意味着神的統治。神立耶穌基督為王，沒有接納耶

穌為王，怎樣接受神的統治呢？通過接納耶穌為王，你領受了生

命，因為他是賜給人生命的王，“他的政權沒有窮盡”（賽九

7）。 

你貧窮嗎？你心靈貧窮嗎？你知道自己貧窮嗎？你願意敞開自

己接受真理嗎？你有沒有信心依靠神供應你屬靈和物質的需要？當

你被逼迫時，你有沒有信心信靠神為你的保護？在身體和屬靈上，

你有沒有信心信靠神會看顧你到底？你接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為你

的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