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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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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22只是我告訴你們：凡 (有古

卷在凡字下加：無緣無故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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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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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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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
38「你們聽見有話說：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39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
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

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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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40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
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41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
就同他走二里；42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
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馬太福音�������43「你們聽見有話說：『當
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44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
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

的禱告。

馬太福音�������45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
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

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

人。46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
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

這樣行嗎？

馬太福音������	47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麼長處呢？就是

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48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
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46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
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

這樣行嗎？48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

天父完全一樣。

本週金句 馬太福音5:46, 48 仁愛的操練：

和睦與愛仇敵
馬太福音5:21-26, 38-48

倪秀珠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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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像是耶穌所有教訓中的一篇登山寶訓像是耶穌所有教訓中的一篇登山寶訓像是耶穌所有教訓中的一篇登山寶訓像是耶穌所有教訓中的一篇

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因為耶穌親自宣告了祂對跟隨因為耶穌親自宣告了祂對跟隨因為耶穌親自宣告了祂對跟隨因為耶穌親自宣告了祂對跟隨

者的要求者的要求者的要求者的要求：：：：所所所所是和所行是和所行是和所行是和所行 (to be and to do)。。。。
我認為對登山寶訓的目的最好的概括我認為對登山寶訓的目的最好的概括我認為對登山寶訓的目的最好的概括我認為對登山寶訓的目的最好的概括，，，，

或者說最清楚地表明了登山寶訓對現或者說最清楚地表明了登山寶訓對現或者說最清楚地表明了登山寶訓對現或者說最清楚地表明了登山寶訓對現

代世界的挑戰代世界的挑戰代世界的挑戰代世界的挑戰，，，，就是兩個詞就是兩個詞就是兩個詞就是兩個詞：：：：“Christian 

counter-culture (基督徒的逆文化基督徒的逆文化基督徒的逆文化基督徒的逆文化)”。。。。
<基督教文化的挑戰―登山寶訓精研> 

約翰．斯托得 John Stott 

「你們聽見有話說……」

「只是我告訴你們……」

“You have heard that …

… But I tell you”

「「「「莫想我莫想我莫想我莫想我來要來要來要來要

廢廢廢廢掉律掉律掉律掉律法和法和法和法和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我我我我來不是要廢掉來不是要廢掉來不是要廢掉來不是要廢掉，，，，

乃是要成全乃是要成全乃是要成全乃是要成全。。。。」」」」(太5:17)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以賽亞指著你們假以賽亞指著你們假以賽亞指著你們假

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

的的的的。。。。如經上說如經上說如經上說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這百姓用嘴唇這百姓用嘴唇這百姓用嘴唇

尊敬我尊敬我尊敬我尊敬我，，，，心卻遠離我心卻遠離我心卻遠離我心卻遠離我。」。」。」。」(可7:6)

文士和法利賽人
與耶穌的教導

的分別

外表與內心

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拘守人拘守人拘守人

的遺傳的遺傳的遺傳的遺傳；；；；又又又又說說說說：「：「：「：「你們誠然是你們誠然是你們誠然是你們誠然是

廢棄神的誡命廢棄神的誡命廢棄神的誡命廢棄神的誡命，，，，要守自己的遺要守自己的遺要守自己的遺要守自己的遺

傳傳傳傳。。。。 (可7:8-9)

字句與精義文士和法利賽人
與耶穌的教導

的分別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你們到如今還不明你們到如今還不明你們到如今還不明你們到如今還不明

白嗎白嗎白嗎白嗎？？？？豈豈豈豈不知凡入口的不知凡入口的不知凡入口的不知凡入口的，，，，是運是運是運是運

到肚子裡到肚子裡到肚子裡到肚子裡，，，，又落在茅廁裡嗎又落在茅廁裡嗎又落在茅廁裡嗎又落在茅廁裡嗎？？？？

惟獨出口的惟獨出口的惟獨出口的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裡發出來是從心裡發出來是從心裡發出來是從心裡發出來

的的的的，，，，這才污穢人這才污穢人這才污穢人這才污穢人。。。。(太15:16-18)

行為與思想文士和法利賽人
與耶穌的教導

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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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害人不害人不害人不害人 vs  愛仇敵愛仇敵愛仇敵愛仇敵

消極與積極文士和法利賽人
與耶穌的教導

的分別

耶耶耶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你你你

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就真是就真是就真是

我的門徒我的門徒我的門徒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你們必曉得真理你們必曉得真理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
8:31-32)

束縛與自由文士和法利賽人
與耶穌的教導

的分別

有關殺人

馬太福音
�������

有關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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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5:21)
有關殺人22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 (有古卷在凡字下加：
無緣無故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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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5:22)
有關殺人

「拉加」(Raka)

意思指「空空的腦袋」

廢物、無腦、不識嘢、worthless

「魔利」(More) “You Fool”

蠢才、笨蛋、foolish、stupid

是無用的、無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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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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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5:23-24)
有關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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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5:25-26)

有關愛仇敵

馬太福音
���	���

有關愛仇敵世人對待敵人

的方法 (38, 43節)38「你們聽見有話說：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43「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
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有關愛仇敵耶穌對待敵人

的良方 (39-42, 44節)39只是我告訴你們，
不要與惡人作對。

有人打你的右臉，

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有關愛仇敵40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裡衣，

連外衣也由他拿去；

耶穌對待敵人

的良方 (39-42, 4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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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愛仇敵41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耶穌對待敵人

的良方 (39-42, 44節) 有關愛仇敵42有求你的，就給他；
有向你借貸的，

不可推辭。」

耶穌對待敵人

的良方 (39-42, 44節)

有關愛仇敵7「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
無論哪一座城裡，你弟兄中若有一

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揝著手不

幫補你窮乏的弟兄。8總要向他鬆
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補他

的不足。(申命記15:7-8)

耶穌對待敵人

的良方 (39-42, 44節) 有關愛仇敵

你要謹慎，不可心裡起惡念，說：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惡

眼看你窮乏的弟兄，什麼都不給他，

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便歸於
你了。 (申命記15:9)

耶穌對待敵人

的良方 (39-42, 44節)

有關愛仇敵

你總要給他，給他的時候心裡不可
愁煩；因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這一

切所行的，並你手裡所辦的事上，

賜福與你。 (申命記15:10)

耶穌對待敵人

的良方 (39-42, 4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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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愛仇敵44只是我告訴你們，
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耶穌對待敵人

的良方 (39-42, 44節)
������� 與拍攝照片與拍攝照片與拍攝照片與拍攝照片的美聯社記者的美聯社記者的美聯社記者的美聯社記者�������於於於於 ����年的會面照年的會面照年的會面照年的會面照

��年前撼動世界的越年前撼動世界的越年前撼動世界的越年前撼動世界的越戰照片戰照片戰照片戰照片，，，，如今那位女如今那位女如今那位女如今那位女孩說孩說孩說孩說：：：：這張照片是我這張照片是我這張照片是我這張照片是我的的的的「「「「和平之路和平之路和平之路和平之路」」」」

為甚麼耶穌會

向我們提出

這樣的要求？

馬太福音
������	

45這樣就可以作
你們天父的兒子；

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

也給不義的人。46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
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

這樣行嗎？

47你們若單請
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麼長處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

嗎？48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
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詞、曲：盛曉玫 由美國泥土音樂由美國泥土音樂由美國泥土音樂由美國泥土音樂
www.claymusic.org 提提提提供供供供並並並並授權使用授權使用授權使用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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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大愛 於天上來，

多廣闊，就如海。

難盛載、難測透、

不可理解。

完全是你，與我共行，

將心獻，沒離開。

來活過願以畢生 傾出愛。

基督深恩激發我，

今一生得釋放。

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

基督深恩光照我，

心熾熱在蔓延。

你我一起 同心獻 傾出愛。

無窮大愛 於天上來，

多廣闊，就如海。

難盛載、難測透、不可理解

基督深恩激發我，

今一生得釋放。

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

基督深恩光照我，

心熾熱在蔓延。

你我一起 同心獻 傾出愛。

基督深恩激發我，

今一生得釋放。

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

基督深恩光照我，

心熾熱在蔓延。

你我一起 同心獻 傾出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