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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是教會存在的本質                                             

                                                       陳曉東牧師 

「祈禱月訊」是基督燈臺事工祈禱服事的延續和發展。今日神的

家面對最大的危機就是祈禱祭壇的荒涼。許多傳統教會的祈禱會

紛紛停辦，還有的也是因循守舊，行禮如儀。許多傳道牧師、愛

主的基督徒都心急如焚，也思考許多的方法鼓勵會友參與祈禱會，

然而不是效果不彰，就是力有不逮。其實聖靈用不止息的祈禱，

提醒著教會祈禱不是教會的一項活動，祈禱是教會存在的本質，

神揀選的子民受呼召，就是要在終末的時代，有份於神的真理、

平安、公義、信德和救恩屬性之中，在聖靈裏以神的話語兵器，

隨處多方地祈禱。故此，祈禱月訊的目的，就是彙聚基督的祭司

子民在不同的職事中，互相分享祈禱心得和方式，藉此引導神的

兒女，以祈禱不斷進深我們與神的關係，深化靈性生命，使神的

子民成為末後的爭戰者，完成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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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以末世為關懷的祈禱生命

                                                 陳曉東牧師

祈禱的動力源自基督徒對自己身份的重新認知和恢

復。今天神的子民最需要確認自已是尊君祭司的身
份。認識了自己的身份，還需要學習行使自己的職
事—即不住地祈禱，在這個終末時代，我們要以祈
禱成為我們事奉神的祭壇。

末事 (the Last Thing)指向時間和歷史的完成，

這將是神國度的臨在。19世紀以來基督教會對於末
事越來越關注，末事一字來源自希臘語eschatos 
(最後)一辭彙。基督徒的末世祈禱主要關注萬物的
終極目的和意義。

有關基督徒在末世中的祈禱可以區分為個人的末世祈

禱、社會的末世祈禱和宇宙性的末世祈禱等範疇。而我
們在盼望中的祈禱注目在得勝的基督身上。我們渴慕復
活了的基督將再次顯現，審判生者和死者，而基督的王
國將永無止境（見《尼西亞信經》，第359頁和《使徒
信經》，公禱書，第96頁）。

基督徒有關末世的祈禱注目於神國的到來，這對人的生
存思想是一種突破和洞察；因為心懷末世的祈禱宣告基
督耶穌在祂的生命，死亡和復活中彰顯了神國度的能力。
聖父、聖子與聖靈三一真神的救贖工作在末世時代也是
前所未有的活躍，祂的救恩以實現宇宙萬物存有的意義
為目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曾
經指出人與上帝的和好，完成了人類的終極目的，並且
成就萬物的美善，末世導向的祈禱是看見萬事萬物最終
目的在於與上帝的和好中完善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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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神學家C.H.Dodd教導我們這樣操練面向末世的祈禱：我們所接受的聖靈是上帝兒子的靈，聖靈確認我
們為上帝的眾兒女，耶穌基督的聖靈在我們裏面促使我們轉向禱告，禱告是神引導我們裏面屬神的部份向著
聖父上帝飛升。儘管我們受限於罪的虧欠和重擔，以至於我們的祈禱有時沒有能力表達出來，但是聖靈上帝
卻以一種“說不出來的歎息”為我們代禱。末世爭戰的祈禱雖然面對許多的未知之數，但是我們在祈禱的實
踐中要持有一種“實現的末世論” (Realized Eschatology)，即我們宣告在耶穌的道成肉身和地上的事工
中，神已經完整地應允了在救恩歷史中百姓對彌賽亞的盼望。我們可以將基督耶穌的復活理解為上帝的國度
的實現。而且將會在基督耶穌第二次的再臨中永永遠遠地實現。在祂的第二次降臨之前，基督耶穌以教會作
為祂的身體，這身體表達著蒙召者對基督執掌王權的信心和榮耀的期盼。英國教會的公禱書曾經指出：“基
督徒的希望是要充滿信心地生活在更新和充實的生活中，並等待基督榮耀歸來，完成上帝對世界的旨意”
（BCP，第861頁）。

今天，基督徒的祈禱生活需要有末世論的高度；即基督君王榮耀的歸來，緬懷逝者，默想天堂和地獄的審
判，盼望身體復活，聖徒相通和永恆的安息，以及耶穌的救恩對基督徒的保證等等，這些都是我們面向末世
的祈禱心聲。



你是惟一的作者 
      (Author)

                             
                             伍渭文牧師

星球大戰系列電影主角由少年做到成
年，宣傳的最後系列還細分一、二……，而
粉絲觀眾由最初父母陪同進場，變作攜同情
侶，攜同自己幼兒進場。「願力量常與你同
在! 」(May the force always be with 
you!)這祝福語--每場電影都出現—新時代

(New Age)祝福語成就了。製片人躊躇滿志，
笑顏逐開，因為力量常與你同在時，金錢與
自己同在了(May money always be with 

me)。

   還有一周，迎鼠送豬，告別己亥，納進庚子。
我們把自己交付「力量」，感到安心嗎？甚麼
是力量？力量(Force)與能力(Power)，權柄
(Authority)三者有何分別？力量與能力類同，
但能力顯而易見；有權位、財富的地方，我們
就看到能力。為著這能力，我們輕忽自己的健
康，疏離家人，甚至出賣朋友。凱撒大帝極信
任的摯友布魯圖(Brutus)，竟然在羅馬元老院
梯階，把利刃刺進信任自己的人。這致命一刀，
令凱撒死不冥目。莎翁名劇凱撒大帝那句:布魯
圖，連你也同媒！令人哀傷，使人驚懼。昔日
猶大為了三十兩銀子出賣老師耶穌，今天商業
合夥人為了利益設陷阱。能力依附的權力、地
位、金錢無遠弗屆，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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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新時代的「力量」時尚，好萊塢大製片家
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 當然是潮流推手。
因為披上新的外衣，不容易分辨真偽，初期教會
勁敵諾斯底主義，借殼上市了。追求靈智，洞悉

真蹄，遁逸現實世界，竟然成為提升自我的路數，
兼有時尚感。新時代的音樂，給你與凡塵分隔的
陌生感，寧靜舒泰。所以「力量」有「能力」沒

有的神秘性。我們管他何方神聖，祇要收為己用，
從心所欲就是了；我們靠力量可以橫財就手，可

以財色兼收，甚至像浮士德，能呼風喚雨。

力量沒有自己的意志，我的意志就是力量的意志，
力量也沒有理性，力量可使人趨聖，也可使人入
魔。但權柄(Authority)不同。權柄有權威，英

文Authority一字來自作者(Author)。

作者有情格，擁有理性、情感、意志。能力、力
量沒有情、意、智。我們把新的一年交給能力
(Power)和力量(Force)，不是有點不靠譜嗎？
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為了成功，與撒但交易，出賣
自己的靈魂。結果當撒但跟他結帳，收取本金加
利息時，浮士德死得很恐怖。就如不斷設杠杆，
狂亂借貸，弄至債務違約，傾家蕩產。廣東話：
出來行，始終要還。耶穌跟那只顧積聚財富的財
主說：「無知的人哪，今晚必要你的靈魂；你所
預備的要歸誰呢？」(路十二16-21)

現在已經納進庚子了。八國聯軍一去不返，因著
庚子賠款赴笈海外得到優質高等教育的學子，已
子孫成蔭，開枝散葉。君王有崩逝，政黨有輪替，
文化有興衰，惟有上主你是不死的上主。你把己
亥的門關上時，也會開啟庚子，握著我的手，行
經時間，讓我留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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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侯士庭

做門徒的生活就是每日的殉道，這符合使徒
的教訓（林後4：10）我們應該瞭解自己要培
養何種的屬靈操練，以下是屬靈操練的兩大

分類。

一、內在靈命操練

基督徒內在靈命的操練，包括默想、禱告、
禁食、柔和、寫靈程日記等。

                    默      想

“默想”應是基督徒內在生活的主要活動之一。我
們的心思全集中在基督身上，被基督的道所充滿，
使我們可以有熱切的心，能夠全屬乎主。今天，許
多基督徒的心裏充滿的似乎只是新聞、音樂，每人
都做了“隨身聽基督徒”，從早到晚耳朵都塞滿了
早操、跑步、洗澡或搭地鐵等聲音。然而我相信，
作為基督徒，必須熱切地持守我們的內心世界，讓
其中充滿屬乎神的真理，使我們成為晝夜思想神話
語的人。

耶穌面對試探時，說出其中一句話：“人活著，不
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話”（太4：
4）因此，我們必須培養一種屬靈操練。就是默想。
默想，就是我們的內心充滿了聖經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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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議大家每天默想一段聖經經历
以《詩篇》119篇為例：全詩共有
二十二小段，每小段有八節，可以
用二十二個星期來默想全篇經文。
每小段有八節經文，每日至少可背
誦一節，這樣每星期就有八種不同
的內容可以幫助你去體會神話語的
實在，你就越來越能為神話語的豐
富和多姿多彩而感到驚奇。神的律
例、典章、誡命、教訓是那麼的豐
富，你會開始欣賞到神的話語和你

生命的關係。

二十二個星期過去，又可以再開始另一個二十二星期，
迴圈三次後，我肯定你會成為一個屬靈生命健全的人，
因有神的道在你的生命中與你同在。

十七世紀的清教徒是偉大的默想者，有一本值得向大家
推薦、閱讀的書，就是巴克斯特的《聖徒永恆的安息》，
書中他教導我們如何默想。另一位是荷爾主教，他也是
論述默想的好作者。

默想是有目的的。就是盼望借著神的話語，進入與神更
親切的關係。你的目的是盼望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一
切的反應上，都有基督的靈來帶領。你要願意忠於神的
聖言又樂於順從。並期望神透過他的話與你說話，使你
成為一個曉得默想的人。雖然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但一
定會為你帶來更新、改變。

           （因篇幅過長，分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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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輝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
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
然報答你（太6:6）上一節經文說，我
們禱告的時候不要像法利賽人以表
演方式故意叫人看見，就是說這樣
的禱告與神是沒有關係的禱告，那
麼，應該如何禱告呢？在舊約時代
無論是會幕還是聖殿，外邦人只能
到外院，沒有機會靠近祭壇，而對
於大多數以色列百姓，也只能進入
到內院，獻上贖罪的羔羊，稱為
“祭壇上的恩典”，到了新約時代
主耶穌來也給了外邦人機會得到這
“祭壇上的恩典”統稱為“赦罪的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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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什麼時代、也無論什麼人，神的恩典不是以赦
罪為結束，而是以赦罪為開始，神無論在什麼時代盼
望我們進入他的聖所，不再是院子裏的熱鬧。在聖所
裏有香爐、有擺放陳設餅的桌子、有金燈臺，香爐就
是我們的禱告，神要我們與他連合，得著從他而來的
光，帶我們進入到更深之處，就是至聖所。進入到聖
所還不夠嗎？為何還要進入到至聖所？還記得至聖所
裏面有什麼嗎？至聖所有約櫃，約櫃之上有兩個基路
伯，而基路伯的翅膀都是打開的，神要在我們的禱告
中，將我們帶入到至聖所他翅膀的蔭下，瞻仰他的榮
美、享受他的供應、與他同在，這是何等大的福分！
對，這至聖所就是我們的內屋，就是我們與神親近的
地方，使我們能與主面對面，體會與主連連親嘴的甜
美，並且要關上門，不再讓外面的熱鬧（就是世界的
名利、權勢、金錢。。）打擾我們，使我們可以與罪
隔離，單單的安靜在神的裏面，用謙卑的心聽見神的
聲音、領受神的旨意、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所以，父之所以在暗中，不是父要故意隱
藏他自己，而是我們若不從心中真正的認
我們的罪，我們是無法見神的面的，只會
給我們帶來殺身之禍，我們的天父他是聖
潔的，有罪之人在他面前是無法存活的，
自然那不肯認罪、或不從心中真正認罪悔
改的人，是不能進入到聖所、至聖所的，
（在舊約時代只有大祭司才能進入聖所禱
告，但若有罪必不能活著出來）因此也不
能得到神翅膀的護臂、更不能享受到與神
同在、聽見神的聲音、領受神旨意的美好
了，我們要想得到神的旨意、與神建立關
係、得到神一切的供應。。。無路可走，
必須先認罪悔改，父必在暗中察看，以便

給出父自己的結果。

                   

所以，這裏的報答，用原文的意思表達--償還
可能更合適，就是說：是按照個人的行為報應、
償還個人，在它的裏面包含善、惡兩個意義，
因為我們的天父是公義的神，也是無所不知的
神，（歷代志上28:9）說：“我兒所羅門啊！你當
認識耶和華--你父的神，誠心樂意的侍奉他，因為
他監察眾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尋求他，
他必使你尋見；你若離棄她，他必永遠丟棄你。 ”是
的，我們的主耶穌是輕慢不得的，他雖在暗中，
但我們的所思所想無不在他的掌管之下，我們
若真心悔改，進入到他的聖所尋求他，他也必
帶我們進入到至聖所關上門，使我們可以安靜
的享受在他翅膀的蔭下得著一切的供應、聽見
他一切的旨意、見著他的榮面，是何等的美好！
是何等的喜樂！願神祝福你，得著這一切的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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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日課祈禱
                        

聖公會作為大公教會的一分子，繼承了公共日課祈禱這一古老教
會傳統，它不僅在特定神職團體和修道團體的奉獻生活中被持守
遵行，也同樣在教會公共崇拜 (公禱 )及平信徒個人日常靈修時被
廣泛應用。

現代基督徒習慣從個人靈性需要出發，看待公共日課的價值：有
些人無法通過現代信仰模式解決靈性枯竭的困境，轉而在古典信
仰中找尋新鮮感；有些人希望借助規律的日課及不同節期、時辰
的默想主題，指導、規範個人靈修；有些人則天性喜靜，期待在
禮儀的寧靜中深入祈禱的內室… …當然，這些原沒有什麼不妥，
只不過，當“我想要”的聲音太過強烈，我們是否還能意識到，
有限的自我在信仰尋求過程中應該不斷地被超越，而非不斷地被
滿足呢？

在聖公會信仰觀念中，公共日課祈禱首先在於引導人們走出自我，
不斷經驗教會的團體信仰。教會信仰，並非對於各人個性化信仰
表達的複製、組合，相反，每個人對於基督持續更新的信仰認知，
源於教會信仰不斷延伸至各人生活中被具體化解讀。在公共日課
祈禱中，我們當以祈禱的共融替代個人的好惡，以團契的精神替
代個人的感動，以“我們信”替代“我想要”。我們相信，我們
所捨棄的，終必被主成全，臨在於教會中的基督，也必藉此進入
我們的生命！

                                                    T S 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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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lla

人生在世，困難失望總是有的。信主的人不代表便無災無難，無病無痛，萬事如意。
最近無論是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上都遇到很大的困難和變化，更加上身體有患上

疾病 ，在種種難處當中，心情起伏在所難免。

白天的時候還可以靠著聖經的話語，家人朋友的鼓勵和支持，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
應付過來。夜闌人靜，或者尤其是清晨的時候，總有一種無名的壓迫感和不安，就像
惡夢一樣來攻擊我。這種潛意識的困苦壓迫感，使我清晨起來無法平安入睡。  就在

這個時候，記得一位主內姊妹的分享，與其輾轉反側，不如爬起來禱告親近神。

我們都是罪人，無論信主多久，每次遇到這種情況，仍然是有點掙扎。終於爬起身來
走到安靜的另外一個房間，免得讓身邊家人也給我吵醒了。

12

禱讀的鍛煉



跪在床邊，打開聖經，就遵照著日期，把當日要讀的詩篇開口讀起來，然後
慢慢地，神的話語就進入我的心思意念感情當中，思維也就漸漸地改變了，
跟著神的話語靠著聖靈的同在，得著平靜安穩的心。然後按照著神的話禱告
起來。禱告完畢，就回到原來的睡房中倒頭再睡。再醒來的時候，心靈得著
安寧，人也舒服得多，當日讀的詩篇總有一兩句經文感動存留在心中，也醫
治我，使我有力量可以面對這一天的挑戰。這個用詩篇禱讀的鍛煉，是幾年
前從牧師那裏學來的功課，每天就是按著當日的日子來 讀五篇詩篇，比方說
今天是一號就由第1讀到第5篇，二號就由第6篇讀到第10篇，如此類推。親口
誦讀神的話語，用自己的耳朵在聽著，心靈在觸動當中，靠著聖靈的提醒，

每每都有不同的感動。就這樣用神的話語藏在心裏，靠著他的帶領過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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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中面對的大小問題，也因著
這心中的平安和力量可以面對。最
重要的做人處事原則，: 不從惡人
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
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
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
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
也不枯幹，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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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在翱翔：
         在舊約裏禱告》
               

聖靈翱翔如鷹，背負世人運行在黑暗混沌之上。 

本書是一本依據舊約研經而寫下的禱告詩集，它承繼
了古時詩人悲憫的眼目，為當代的悲慟之處哀哭，並
投向神公義視野的恢弘向度，尋求人與神、與社群、
與環境的連結。作者邀請每位讀者同為與神同行的羈
旅者，在行進間一吐胸臆間的懸念，吸納聖靈的奧祕
氣息。

藉由本書禱詞，讓我們在舊約裏禱告，以尋找──屬
靈與知性的合一、基督徒社群中的領導、普世教會的
互動、跨文化的經驗，以及個人與社會角色的轉換。

                            
                          供稿人：林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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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在呢喃》
           在新約裏禱告（中英對照）

32篇祈禱詩、41幅靈修圖畫、2片禱詞CD
讓神的話語和聖靈的感動，改變你的生命。

時常，聖經研究叫我們懼怕，禱告建立在倉促的經文應用之上；
屬靈經歷叫我們迷惘，禱告隔絕在冷硬的理智高牆之外。然而，
聖經的精意回蕩在聖靈的低語之間，惟有交出全人全心傾聽，才
能叫我們認識真理，用詩、用畫、用靈魂在心靈深處向神回應。

本書是修辭學者楊克勤集結新約課程教學研究創作而成。曾經他
參加的教會畏懼學術，任教的高等學府疏遠屬靈事物，讓他產生
「基督徒學者」的身分危機；而今，他以詮釋學和創意性美學視
角撰寫新約禱文，因而從支離破碎的身分認同中釋放出來，體驗
道成肉身的真理。他的學生瑪瑟妮（C.Matheny），在藝術創作
中找到與真理的共鳴，她的圖畫對應祈禱詩，將要帶領讀者一步
一步走向奧祕真神的恩慈同在。

《聖靈在呢喃》是個人讀經與靈修、查經小組、讀書會的絕佳良
伴，在動人的禱告詩、畫當中幫助人立下心願，放開腳步追隨永
恆之真、善、美的源頭，與聖靈共舞，在恩典中活出精采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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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異恩典》
                            
                                    詞 /曲：約翰 .牛頓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
瞎眼今得看見！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
                         真是何等寶貴！

許多危險，試煉網羅，
我已安然度過；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
更引導我歸家！

                         將來禧年，聖徒歡聚，
                         恩光愛誼千年；
                         喜樂頌贊，在父座前，
                         深望那日快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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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Grace》中文翻譯為《奇異恩典》，也有人稱
《天賜恩寵》，grace原意為"優雅、優美"，此處解釋成"
上帝對人類的慈悲、恩寵"。是美國最膾炙人
口的一首鄉村福音歌曲，是美國人最喜愛的一首讚美詩，
也是全世界基督徒都會唱的一首歌，被奉為基督教聖歌。
ROV. John NEWTON作於1779年，開始是一首傳統的民謠，
或黑人靈歌，它表達了宗教的忠誠，其中包含著一個平淡
但是極富深意的贖罪的故事，它成了基督徒每次祈禱懺悔
時必唱的曲目，後來它流行越來越廣，超越了宗教，成了
一首真正意義上的流行歌曲，成為人們祈求和平的經典歌
曲，是人民精神世界的讚歌，歌的主題和《聖經》的主旨
相符：懺悔、感恩、贖罪、重生，現在在任何莊嚴隆重的
場合、在儀式上、在很多流行音樂唱片裏、在國家級的典
禮以及在美國前總統雷根的葬禮上，你都能聽到這首聖潔，
祥和，莊重，優美的歌曲。



歌的主題和《聖經》的主旨相符：懺悔、感恩、
贖罪、重生。歌詞簡潔充滿敬虔、感恩的告白，
也是約翰·牛頓的生命見證，約翰·牛頓本是一
名黑奴船長，無惡不作，後來反而淪落非洲。在
一次暴風雨的海上，他蒙上帝的拯救，於是決心
痛改前非，奉獻一生，宣揚上帝的福音，成為19
世紀的傳道人（英國聖公會）。去世之前，他為
自己寫了墓誌銘：“約翰牛頓牧師，從前是個犯
罪作惡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作奴隸之主。但
借著主耶穌基督的豐盛憐憫，得蒙保守，與神和
好，罪得赦免，並蒙指派宣傳福音事工。”這首
詩歌就是他一生得拯救的見證。在歌中充滿了他
對自己過去販賣奴隸的悔恨，和對不計較這些仍

賜福於他的上帝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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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啊！中國

            詞：紫靈香

中國啊！中國，你千瘡百孔，
走過多少患難疾苦，
然而，今天就是今天，
神要使用你憂患之心，
因為你從未屈服！

中國啊！中國，你頑強不息，
踏過多少艱難險阻，
今天，此刻就是此刻，
神要喚醒你憐憫之心，
因為你忍耐順服。

中國啊！中國，你必要豐盛，
歷經多少期盼等待，
此刻，號角聲已吹起，
神要從中國大地翻巨浪，
因為你必被收割！

副歌：
萬物已復興，
東風已吹起，
神的國要臨到，
中國啊！中國，
敞開大門，復興這世代！
中國啊！中國，
敞開大門，靈魂得蘇醒！
中國啊！中國，
敞開大門，同心敬拜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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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燈臺2020年2月24小時聯禱

特別代禱 :  讓我們一起敬拜主，  認罪禱告，求主憐憫願瘟
疫停止，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
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

大者的右邊。希伯來書（  1 :3）

一 .  穿戴守望者的軍裝  (以弗所書第六章 )   ( 10  分鐘 )  
真理為力量
公義正心意
平安作根基  
信德為保護
救恩護思緒

聖靈的寶劍  —預備聆聽神的道  

守望詩歌  :  敬拜主  ( 5分鐘 )
h t t ps : / /www.you tube .com/wa tch?v=0 -8SyB8v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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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北美基督燈臺聯禱資訊:   請參閱陳曉東牧師的聯禱信（5--7分鐘） 
 
三 . 公禱  (20-30 分鐘) 為守望的區域代禱 (Psalm 134)：  家庭、婚姻倫理與學校、自己的教會與
在社區中的影響力、長春藤大學帶福音再興、世界五百強企業、美國三權(政府、國會及最高法
院)、中美環太平洋國際局勢、一路一帶宣教聖工。代禱事項: 請參閱GLS代禱事項 ,  按著你的感
動來禱告  
 
四 .回應詩歌:  (5分鐘) 奇異恩典 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gRuy6FeMA
 
五 .主禱文: 馬太福音 6: 9-13 
 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10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12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
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六  .  祝福禱告  (天國八福 )

   1  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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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謙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  
 4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5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7  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8  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迫害你們，捏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要歡喜快樂，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很多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迫害他們。馬太福音章

3-12節  (和合本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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