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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你的温柔！ ── 虚心与温柔 
 

八福之（一）太 5:3、5 
 

引言、得祸得福的「公式」 
 

关于马太福音的「八福」，我早在零八年六月，已有一篇题为《命运与机会》的讲章提及

过，清楚阐明「八福」绝对不是说你如果有八种甚么「品格」，就可以在今生现世有甚么

良好表现，然后在今生以至来世又有甚么良好遭遇，即所谓「福气」。「八福」的真正意

义，倒是你正正因着在今生现世切实追随基督，尊行圣道，你的「表现」反而会因为与世

界太不同相，而受到误解、排斥以至迫害，在今生损失甚大，但也正因如此，你将来在天

国里的赏赐也就大了，这才叫做「有福」。详细请重看《命运与机会》这篇讲章。但是为

怕大家仍未能掌握得稳，因为坊间以至主流，将「八福」完全现世化、今生化和心理学化

的讲法已经彻底「垄断市场」，我会在这个引子里再多说几句。 

 

首先，关于「八福」，我们经常提到的是马太五章，其实，路加六章也有甚非常接近的说

法，可以互相参考比照： 

 
路 6:20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
21
你

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22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

福了！
23
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待

先知也是这样。 
 

24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25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

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
26
人都说你们好的

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 

 

最明显的，是这里主耶稣不但说到「有福」，还提到「有祸」的几种情况。而这里「有祸

了」所提及到的「富足」、「饱足」、「喜笑」和「人都说你们好（即大受称赞）」，肯

定不是「品格」吧，而是指某种「际遇」。当然，这不是说「今生有福就一定有罪」，而

是指「在今生『多受』了福的人将来就有祸了，因为他们必要『贘还』多领了的福」。事

实上，回到紧接在马太五章之后的第六章，也有相似的说法： 

 
太 6:1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

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2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

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

他们的赏赐。
3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4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

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5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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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赏赐。
6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

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主耶稣强调，有些人虽然在今生似乎做了一些「善事」，不过，他们在今生也已经得了「赏

赐」，哪么，就不要寄望在将来天国里可再得赏赐了。进一步合理引伸，就是就算他们真

的行了一些「善事」，但是如果他们今生得到的「好处」超过了他们配得的，哪么，他们

将来就有祸了，因为要作出相应的「赔贘」──不是因为他们做的「善事」，而是因为他

们多领了的「好处」。 

 

按照这个「逻辑」，大家倒过来想，就会更明白「八福」的「公式」是怎样的。就是不仅

是他们做出了「善事」，也是或说更是因为他们做出了「善事」，却在今生得不着相应的

「福气」，甚至反而饱受误解、排斥以至迫害，但也正因这样，他们就有福了，因为将来

在天国里，他们一定会得到相应的补偿。记得吗？我在上一篇，即《传道书》最后一讲里

提到上帝最后必定有「公正处理」，正正就是这个意思。 

 

至此，大家一定要抓紧「八福」这条「公式」的「灵魂」，就是不是要叫你泛泛的「做善

事」（或说「做好人」），甚至不是叫你做善事而不求在今生有好报，而是叫你做善事要

做到一个地步，就是一定要「没有好报」，那么，你将来在天国里才会是有福的。考之于

圣经，情况可能不此于此，就是这个不单只是你能否在天国里有福的条件，也可能是你能

否有福进入天国的条件，因为主耶稣在「八福」之后不远的马太五章二十节这样说： 

 
太 5: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主耶稣当然不是叫我们做个「超级律法主义者」才能得救，但是我们的「义」又如何胜于

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答案在讲章的上文，经文的下文都提了： 

 
太 6:1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

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2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

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

他们的赏赐。 

 

要得着「八福」之福，秘诀是你的「义」（行善）必需是一种不会在今生得到多少「实时

赏赐」的「版本」，而且越少越好，甚至「适得其反」（即受到误解迫逼）就更好。因此

之故，我们就有必要将「虚心」、「温柔」、「哀恸」、「怜恤人」等得福的条件推到去

最「极端」的版本，而最极端的版本，自然是主耶稣及上帝一众忠心仆人，譬如亚伯、摩

西、施洗约翰等的版本，而绝不可以只是泛泛的所谓「好人好事」。 

 

今天开始，我会用四篇讲章，两个两个地将「八福」提到的条件，用圣经典范而不是鄙俗

不堪的心理学来讲解清楚。本篇会先讲「虚心」和「温柔」，并在一起讲，理由是实在拆

不开来讲，没有太多了不起的「神学理据」。而我所讲的「虚心」和「温柔」，自然是以

主耶稣的「虚心」和「温柔」为准，所以，本篇的题目就叫做《恰似你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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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样才是虚心──逆来顺受 
 

太 5: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把「虚心」与「温柔」放在一起讲，有一个大概有点道理的原因，就是二者都可以归结

为一个「忍」字，而「忍」的最高的表现不是泛泛的忍耐，而是「逆来顺受」和「忍辱负

重」。这里先说前者。 

 

根据圣经中的典范和教训，以及「八福」的对象是针对忠心追随基督的门徒，还有我在上

文对「得福」的「逻辑」的分析，我们就应该知道，经文高举的「虚心」一定不是泛泛的

所谓「谦虚」、譬如客客气气，温文尔雅，说话阴声细气，或有神无气之类；也不是泛泛

的「不太执着」，譬如大方得体、肯听听意见之类；甚至不只是泛泛地了解到自己的过犯

软弱，而肯信服上帝。上述最后的一种讲法有点道理，但还是远远不够「极端」，而圣经

所讲的「虚心」是非常「极端」的。最极端的「虚心」──完完全全地放下自己──的经

典，自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腓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6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

的；
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段经文，我们经常随口背诵，却未必能领略到它的「极端性」。保罗却是一层一层，将

主耶稣「虚己」（放下自己）的程度，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虚己」的程度，我们

很可能连想都不曾想过，绝对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种泛泛的谦卑。主的「虚心」，最具

体是表现在祂的「逆来顺受」之上。我们一定要记住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太 26: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42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

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  

 

以赛亚先知，亦一早就很传神地预言了主的「逆来顺受」： 

 
赛 53:7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

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或者有人会说，这种彻底的「虚心」（完全地「逆来顺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

有主耶稣一个人可以做到，我们学无可学呀！我说，这种说法，一是出于无知、一是故意

撒谎。事实上，考之圣经，这种「逆来顺受」的「虚心」表现，你可以在一切伟大的「有

信之人」身上都看得到，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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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一定是因为顺服上帝，也爱惜哥哥该隐，所以才「打不还手」，最后被杀。这份「虚

心」就是他的「义」。想想，假如亚伯的死不过是与哥哥「缠斗」不敌而被杀，又或被哥

哥「偷袭」来不及反抗而死，那都无法显明他的「义」，除非，亚伯是在明知之下，打不

还手、逆来顺受、甘心被害。 

 

亚伯拉罕与儿子以撒，都不好与人争，一再忍让，将当时最好或较好的地方让与罗得甚至

外人，这也是「逆来顺受」的表现。至于亚伯拉罕服从上帝那无论怎么讲都是「无理」的

要求，甘心献上爱子以撒为燔祭，更是非常、非常极端的「逆来顺受」。 

 

还有大卫，上帝明明已膏他为王，但又不马上废掉扫罗，结果搞到「一山二虎」，自己要

四处逃亡，但他无怨无尤；更「离谱」的是，有两次大好机会可以手刃仇人，更可以尽快

夺回他「应得」的王位，但他都甘心放弃。这其实是很了不起的「逆来顺受」的表现。 

 

当然，最了不起的还是摩西，他一生忠心耿耿，最后，竟因着百姓闹事而引发的所谓「撀

打盘石」的无妄之灾，被责罚不许生前进入迦南，但他也无怨无尤，还求上帝立约书亚好

好照顾百姓，这更是一个超乎想象的「逆来顺受」的生命表现。 

 

另外，约伯无端受苦，如何「逆来顺受」的故事也是大家熟知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有，就是旧约里的先知都是「逆来顺受」，一一为道殉难的。别的不说，只请大家留意

以下撒迦利亚先知【这位应不是《撒迦利亚书》的作者】殉道时的片段： 

 
代下 24:20

那时，上帝的灵感动祭司耶何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

「上帝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

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21
众民同心谋害撒迦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

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
22
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何耶大向自己所

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伸冤！」 

 

先知呼求上帝为他「伸冤」，但这不是恶毒的「报复心理」，倒是一个人不妄自报复，甘

心交由上帝定夺，由祂最后公平处理以至自己能够「逆来顺受」的高尚情操。 

 

来到新约，施洗约翰无辜在狱中含冤而死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逆来顺受」。不过，大家

必定要知道，他这个「逆来顺受」不仅是表现于他服从希律王的无理处决，更是信服主耶

稣的「训示」： 

 
路 7:18

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主耶稣使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等事】都告诉约翰。
19
他

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

候别人呢？」
20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

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21
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

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
22
耶稣回答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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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痲疯的洁净，

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23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施洗约翰在狱中，听闻主耶稣在外头很「风光」，又行神迹救助了很多人。但是，忠心耿

耿、为道火热的他，此刻却含冤狱中。主耶稣对他不闻不问事小，但不过问这世代的罪恶

事大，反倒只是「和风细雨」地周围做泛泛的「好人好事」，与他当初的「雷厉风行」截

然有别，他疑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表错情」了，于是差人问主。主耶稣的回答却暗示

叫他「忍耐到底」和相信主必有祂最好的「时间表」。最后，施洗约翰信服了主耶稣的「解

释」，就「逆来顺受」不作抗争（记得他其实仍有门徒，声望也一点不低），最后，甘心

死于狱中。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虚心」──「逆来顺受」的典范。 

 

以上，由主耶稣到亚伯、到亚伯拉罕、约伯、摩西、大卫、撒迦利亚以至施洗约翰，他们

所表现的「虚心」都绝对不是泛泛的所谓「谦虚」，而是惊天动地的「逆来顺受」。这种

版本的「虚心」，自古至今，都不会给你在今生现世得到多少「福气」，你甚至要因而蒙

受无可计算的损失，以至于在人间无立足之地，甚至死得不明不白。 

 

可惜的是，今天，在许多人，包括为数相当不少的「基督徒」、「牧师」和「学者」的心

目中，他们的所谓「虚心」，用圣经的真正标准比一比，就知道统统都是「假虚心」。甚

么是「假虚心」，我且举一个例子： 

 
太 19:16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 我该做甚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17
耶稣对他

说：「你为甚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18
他说：「甚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

假见证；
19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20
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

缺少甚么呢？」
21
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22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23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24

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大家看，按今天的标准（甚至许多「教会」的标准），这个「少年财主」其实「虚心」得

不得了。第一、他行事为人斯文得体，自少就「守足」律法，守得一丝不苟。第二、他做

得这样「足」，但还怕不够，还问是否有甚么「遗漏」，更见他的「虚心」。第三、他在

在物质财富与宗教生活上都已经如此大有「成就」，但还肯虚心接近主耶稣来求问，就更

加「虚心」了，非常「难能可贵」了。 

 

我非常疑心，大家不过是「马后炮」或「跟尾狗」，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见那个少年财

主「忧忧愁愁地走了」及主对他有不很好的评价，才随口附和说他怎么怎么不好。但一丢

开这段经文，回到现实，甚至回到「教会」，我们就不知多么「尊敬」甚至「羡慕」这种

又有钱、又有面还表现得好象很「谦虚得体」的少年财主！大家不要信我，你自己且去观

察，今天，教会最受「表扬」的，是不是最多是这种「少年财主」？圣经标准，我们一早

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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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少年财主」有的只是「假虚心」──他只是语气客气，貌似虚心而

已。事实上，他却一点都不能「放下自己」。当然，他表面上也会有相当的「付出」，但

他的所谓「付出」却必须完全在他的「指定范围」之内，事实上，他要求并且相信自己能

够「全面控制」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主耶稣提出的要求一旦「超出」他的「范围」的时

候，他就受不了，更不可能「逆来顺受」，只好调头就走了。「真虚心」的标记是「逆来

顺受」，大家抓紧这标准，你就能够一眼认出谁是「真虚心」、谁是「假虚心」。 

 

二、如此乃成温柔──忍辱负重 
 

太 5: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上文论到圣经里「虚心」（完全放下自己）的经典，是主耶稣及一众主仆「逆来顺受」甚

至以死殉道的表现，事实上是「偏激」到不得了的，根本不是我们惯常所说的客客气气的

所谓「谦虚」。现在说到「八福」里的「温柔」，它的意义，被坊间或主流歪曲谬解的程

度也「不遑多让」，简单说，就是被严重扭曲为一种「女性贺尔蒙偏高」的矫情造作的表

现。圣经经典人物的「温柔」表现，与他们的「虚心」一样，却都是惊天动地的超乎「常

理」的。为求简便以及与上文提到的「虚心」互相呼应起见，我在这里就只说其中一个关

键表现，就是「忍辱负重」。先看主耶稣，祂一出道就已表现出惊人的「温柔」： 

 
太 3:13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
14
约翰想要拦住他，

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15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

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 

 

大家一定要知道，主耶稣的「牺牲」并不是只见于祂的「死」──被钉身十字架上──的

那一刻，而是贯穿于祂的一「生」。祂本为神的儿子，竟自甘为人，一生把自己「压」在

人的「水平」之下来「尽诸般的义」，即尽上人应该对上帝尽上的一切本分，记得，这是

对主的一个「极不合理」的要求。若说主耶稣的死是「逆来顺受」，则祂的生就是「忍辱

负重」。若说「逆来顺受」需要极大的「虚心」来接受，「忍辱负重」则需要极大的「温

柔」来遵从。当然，二者本来是不可分割的，这里分别言之只为「方便」而已。 

 

大家不要以为「死」（逆来顺受）很难，但「生」（忍辱负重）就相对容易了。绝对不是

这样的。主耶稣「时候到了」要上十字架的一刻，当然一步不易，但「时候未到」而要甘

心退让，也是寸步难行的。因为「漫长忍耐」比「剎那轰烈」其实更难，而且，当中受到

的「委屈」也一点不轻，甚至可能更重。请细味这些可能毫不起眼的经文： 

 
约 4:1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2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3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7:8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11: 8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

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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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不是一出道就要跟祭司长等「火并」的，只因为「父的时候未到」，祂往往就一再

忍让，故意避开他们及他们的「地头」（耶路撒冷附近）。主的这份「忍耐负重」，许多

时候，连身边的亲人和门徒也会误会他，以为祂「贪生怕死」才避开那些犹太人领袖。大

家动心想想，「逆来顺受」是受到敌人的冤枉，可是，「忍辱负重」却是连朋友都可能误

会甚至冤枉你，哪一样更加难受呢？请大家再看看在亚哈王和耶洗别手下「忍辱负重」的

俄巴底的经典例子： 

 
王上 18:3

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召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
4
耶洗别杀耶和华

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

他们。）
5
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

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
6
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

巴底独走一路。
7
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

「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
8
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9
俄巴底说：「仆人有甚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

 12

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

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
13
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

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

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14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他必杀我。」 

 

事故不详讲了，但俄巴底对以利亚的说话里有一句「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大家

能否「听出」一位「忍辱负重」者的沉重「压力」──他不得不「相头隐瞒」，结果，连

朋友（同志）都会误会他们但求自保，就变节投降，与敌人「同走一路」同流合污。大家

想想，一心为国为民，却要蒙上一个通敌卖国的罪名，是多么的「冤枉」哩！ 

 

我一开始就说过，我把「虚心」与「温柔」放在一起讲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二者都可归

结为一个「忍」字，而忍的最深沉的表现，是「逆来顺受」和「忍耐负重」。这里，我更

要补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所要「忍」的，不是泛泛的人间痛苦，而是被敌人甚至

被朋友「冤枉」──在「冤枉」中死得不明不白，甚至在「冤枉」中度过一生。这是一切

之中最、最、最难以「忍耐」的事。所以，归结起来，「八福」里讲的「虚心的人」与「温

柔的人」，实质所指的，就是「饱受冤枉的人」！ 

 

三、这般便为有福──被冤枉的人有福了，因为伸冤在我 
 

他们何以有福呢？因为终有一日，主会为他们伸冤平反、报仇雪恨： 

 
路 11:50

【主耶稣说】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51
就是

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迦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

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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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亚伯与撒迦利亚都是含冤枉死的经典，代表一切「饱受冤枉的人」。主所说的「这

世代」，就是整个「末世」──由主第一次降临直到祂第二次来。主清楚宣告，祂不会让

他的忠心追随者死得不明不白，祂必要为他们伸冤，讨回公道。 

 
启 6:9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

的灵魂，
10
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

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11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

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我说过，基督教的「末世观」的精神不是「厌世」和「志在破坏」，而是为那些真正的义

人，就是在人间因着人间无法理解的「虚心」和「温柔」而蒙受不白之冤的义人，追究他

们被杀遇害的元凶，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并在天国里加倍补偿他们在今生现世里的一切损

失。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今生饱受冤枉的人有福了。 

 

另外，保罗忍受着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诸多诬蔑，仍然一次又一次地俯首服事他们，也是非

常了不起的「忍辱负重」。 

 

最后，说到「忍辱负重」，在异教政权下默默为复国「留种」的但以理是最佳代表【请留

意稍后的主题页】，上帝给他，也给一切愿意为主「忍辱负重」的人极大的安慰： 

 
但 12:13 

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我们的天父是「公道」的，所以，不管你是「逆来顺受而死」或是「忍辱负重而活」或是

两者皆是，在人间「饱受冤枉的你」总是有福的，因为主必为你伸冤！ 

 

结语、第一个得福秘技：「忍得狠」 
 

原来，第一个「得福秘技」指的「虚心」与「温柔」，与「常识」讲的说话阴声细气、动

作斯文得体、表情温文尔雅全无关系，那些不过是事实上粗鄙不堪的「中产阶级修养」而

已，与「少年财主」的「假虚心」大同小异。「八福」里的「虚心」与「温柔」指向的却

是一种极为「极端」的生命表现，就是人在非常无理的对待底下，而竟然仍然能够「逆来

顺受」和「忍辱负重」的超凡表现。这种超凡表现，非常具体地证明了他们有信──甘心

接受上帝的安排，也有爱──不忍心向别人还手。圣经里，从亚伯开始到众先知使徒以至

主耶稣，他们的「虚心」和「温柔」全都是这种版本的，具体表现为「饱受屈辱」；而他

们又是有福的，因为主是公义的，必要为他们伸冤，在天国里如数甚至加倍报答他们。 

 

大家想想，按圣经原本的「思路」来解释「八福」，怎会解出坊间或主流的那些不三不四

甚至背道而驰的版本？算了，不管别人，做好我们自己吧！总之，记得，第一个「得福秘

技」就是「忍」，还要「忍得狠」，即是对自己要「狠下心肠」，决意「打不还手、骂不

还口」，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恰似祂的柔温」，这样，我们就有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