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一個真正溫柔的人
馬太福音 5:3, 5:5, 11: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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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James Hsu  



馬太福音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11: 29-30  (耶穌説）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
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
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
子是輕省的。

作一個真正溫柔的人



作一個真正溫柔的人

最近，因為什麼地方都去不成，我就花了
一些時間，回去研讀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
七章的那一段主耶穌教導門徒的「登山寶
訓」，在神學上，稱這個「登山寶訓」為
「主耶穌的門徒訓練的方法」，這些訓練
的方法非常特別、也很有效！我得到很豐
富的供應，願意與你們一同分享。



主耶穌給祂的門徒提出一個對人生的嶄新
的看法，這個看法完全不同於當時社會上
的宗教領袖法利賽人所注重的"遵守律法、
順從誡命"的說法，也不同於世上一般人講
究和追逐的"名利富貴"、講究的"要成功"
、或者"有錢也有勢"的說法,主耶穌的登山
寶訓：



⑴ 主耶穌要求祂的門徒從培養自己的美德
作起，在太 5:1-12主耶穌要他們培養自己
成為一個虛心的人、溫柔的人、清心的人
、憐恤人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哀慟的人
、飢渴慕義的人、和一個為義受逼迫反倒
歡喜快樂的人，，這裡沒有一處提出對別
人的要求，反而是對門徒提出一個極高的
要求換句話說，不去管別人怎麼作、怎麼
想，只管先把自己在世上作成一個好的人
再講。



⑵ 當這些要求達到之後，才能在行事為人
上像太 5:13-15所説的那樣"作世上的鹽"
、和 "作世上的光"，換句話說，一個培養
出這麽多美德的門徒，才能真正作世上的
鹽和光，將滋味帶給世人、和將神的真光
從門徒身上照耀出去。

⑶ 最後才能達到太5:16的標準，也就是
門徒們要將自己的好行為照在人前，叫人
將榮耀歸給他們在天上的父神！那就是每
一個主的門徒的「生活的最高目的」了！



所以，主耶穌這登山寶訓中「八福的教導
」，其實是主耶穌要門徒建立「八種美德
」的要求，也要求「八德合一」於每一個
門徒身上，從耶穌的門徒開始，影響到旁
邊的世人和世上更多的人，以至於神的名
終於得到榮耀！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花時間去
思考主耶穌這「八種美德的要求」，可以
說不僅是泛泛性對每一個門徒的要求，其
實也是對教會中的領袖們一個很重要的要
求：



⑴ 神要祂的教會的領袖「建造從裡面的美
德直到外面的美德」，像以弗所書 3: 16、
19所説的「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藉著衪
的靈,叫你們心𥚃的力量剛強起來.....便
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這裡清
楚說到，神的靈來使

人剛強、叫人充滿，然而，神的靈的作為
，並不是至此為止。



⑵ 神要我們的每一個人都放下身段，謙謙
卑卑、溫溫柔柔地在教會中待人接物，就
像以弗所書3:17-18 所説的「使基督因你們
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
根有基,能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
何等長闊高深」。的確如此，因著基督住
在你們心裡，才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才叫人在服事人的態度上，甘心樂意地放
下自己的身段，謙卑溫柔地服事人，這是
很重要的一點！



常常在許多教會中，看到弟兄姐妹之中的
不和睦、或者弟兄姐妹和教會的領袖不和
睦，這些不和睦，通常不是真理上的問題
，大部分是謙卑和順服的問題、換句話說
，是態度上彼此溫柔不溫柔的問題，因此
彼此就保持一個若即若離的關係，你有你
的高身段、我也有我的高身段，你不來找
我，我就不去找你；



你所說的問題，我們不是在上次會議中通過
了嗎？為什麼又要節外生枝、再提出來呢？
很可憐的就是一個教會變成一個衙門，各管
各的事，不喜歡別人來插手與你「共同商討
神國的事」！



⑶ 歸根究底，就是我們只是外面謙卑、裡
面不謙卑，只是外面溫柔、裡面不溫柔，
的確如此，在教會中常常並不存在真理的
問題，而是「態度」「語氣」「存心」上
的問題！同樣的，夫妻之間的不和睦、甚
至爭吵起來，也通常並不是誰對、和誰錯
的問題，而是雙方講話的態度、語氣、存
心上，不夠謙卑和溫柔，不夠柔和及包容
！頂多也只是雙方看法不同而造成的差異
而已！



各位弟兄姐妹，我們往往忘了這個教會並
不是那幾個在金錢上奉獻多的人的教會、
也不是那些執事們的教會、也不是那些主
日學老師的教會、也不是傳道人的教會,我
們要很清楚：這個教會是主耶穌基督的教
會！



因為衪是教會的頭、教會的主，祂要祂的門
徒在教會中學習培養祂要門徒培養的美德，
祂也要教會中的領袖們學習彼此謙卑和順服
、學習彼此以溫柔相待，以至這個教會能夠
在祂的裡面合一、在祂的裡面大家溫溫柔柔
、同心合意地去興旺福音，這才是主的教會
的最終目的。



但是，真正要作到教會中的弟兄姐妹在主
內合一和主內同心合意，究竟要怎麼作呢
？感謝主，在剛才讀過的馬太福音第五章
中，主耶穌提供我們一條途徑，就是在第
五章一開始所提到的那幾節經文：要我們
作虛心的人、作溫柔的人、作心裡柔和謙
卑的人！這些條件說起來容易、作起來就
不容易了，讓我一點一點來分析：



第一，所謂「虛心」就是"靈裡貧窮"（poor 
in spirit),也就是謙卑的意思，其實謙卑和
溫柔是一對雙生子，謙卑的人自然溫柔，溫
柔的人也自然謙卑，而溫柔不是懦弱、也不
是說話輕聲細語，英國神學家司徒強（Mr. 
John Stott ) 說「其實溫柔是一種剛強的性格
，能夠以此管理自己並服事別人。」



他説可以用 "溫柔"來形容"一個動物經過馴

服後的狀態"，好譬馬戲團中的猛獅或駿馬
，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才能馴服，一旦被
馴服後才能出場表演；而 "溫柔"用在人的

身上，是指一個人能夠完全控制了他的情
緒和本性，



但是要作到這一個地步又談何容易呢？這
需要被聖靈的對付、和加以管制，聖經在
加拉太書第五章提到"溫柔 "是聖靈所結的
九種果子之一，而且加拉太書 5:17-18還
説「(你們的)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
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
作所願意作的；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
不在律法以下。」



這就好譬一個人信了主以後，就有了主的新
生命，聖靈也內住在他裡面，要經過聖靈在
他𥚃面長時間的引導和管制之下，才將這個

人的情慾和本性逐漸管制住，而成為一個屬
靈的人。



第二，不論是謙卑、順服、或是溫柔，都
需要「在天天的行事為人上」下工夫，這
樣日積月累，才能作到內外一致、都是謙
卑、順服和溫柔；這情形很像剛才說到"溫
柔"是聖靈所結的九果之一，



然而一個人開始信主時這些聖靈果子都太小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也微不
足道，需要培養，需要像栽培一棵果樹一樣
去施肥、去澆水、去除蟲、去修剪等等，終
於經過長時間之後，果樹長大了，果子也甜
熟了；同樣的，仁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實、節制和溫柔這九果久而
久之，也逐漸在這個信徒身上起了作用，逐
漸的看到聖靈所產生的果效！



章伯斯（Oswald Chambers)在他的著作"
竭誠為主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書中
說：「我們要從平凡的生活中建立屬天的
美德，有時候生活缺乏亮㐊，似乎沒有什
麼值得興奮的事發生，只是日復一日、年
復一年很平凡的過日子，



然而神卻用一些例行的事務，給我們啓示，
給我們操練，這樣卻讓我們成長了。不要

只期望神天天給你興奮、或者天天給你驚喜
，要學習在日常平淡的生活中成長，在神

所賜的生命中逐漸建立美德、養成讀經禱告
的屬靈習慣。」



有一個故事說：從前有一個基督徒，到教
會的牧師面前訴苦，他說我這十年以來,
每一個主日都到教會來作禮拜和聽道，我
聽了10年的道，可是現在似乎一點都不記
得這些道了、似乎這些聽的道對我毫無功
效，牧師呀，我看我以後不來算了吧！



牧師就對他說：「弟兄呀，你過去10年來不
是每天吃你的母親（或你的妻子）燒的菜嗎
？我請問你，你還記得昨天晚上她燒的什麼
菜嗎？或者前天晚上她又燒的什麼菜嗎？弟
兄，你看，你連昨天晚上、或前天晚上她燒
的菜是什麼都不記得了,但是雖然這10年吃
的菜的名字你不記得，卻因你吃下它們也消
化了、就使你健康、和使你強壯！



同樣的，這10年來，這些教會中的基要真
理你聽到都明白了，也叫你的屬靈生命逐
漸在漸漸成長之中；還有一點，弟兄呀，
不要單單的聽道，要學會行道,要在遵行
神的真道上操練自己，也要在日常生活中
學習對人謙卑、順服和溫柔，



這樣，你的生命才會漸漸成長和成熟，相信
就不會再發"聽的道沒有功效"的怨言了！」
各位弟兄姐妹，我非常同意這位牧師講的這
番話，單單聽道就不會記得這些道理，一定
要在行事為人上去遵行，才會叫人知行合一
、才會靈命成長！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主耶穌的教導
中，祂不但在馬太福音第 11章中「教導門
徒心裡要柔和謙卑」、也要「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
享安息；就是主耶穌強調衪的道理是要經
過"實習 "、"操練"、和"遵行"而得到的，
像一個農人與他的牛同負一軛在田裡耕田
、也像一個學生遵照老師教的樣式和方法
去解決問題一樣，都需要實際的操練才能
獲得；



還有一點，學習主耶穌的柔和謙卑乃是心裡
的存心，只有在心裡存心柔和、謙卑才能持
久而常新，因為世人喜歡外面謙卑、外面溫
柔，那是作給人看的，那都是暫時的，久而
久之，只要沒有人稱讚和回應，就不想作下
去了；



2017 年，我到山東南面的臨沂去帶領聚會
五天，聽到那個教會的牧師講的一件事情
，令我至今記憶猶新，「我們教會中一位
年輕的弟兄，在北京找到一份挺好的工作
，去了工作兩個月以後，心情很鬱悶，因
為同事之間的相處，面和而心不和、感到
同事待他很虚假、欺侮他這個外地來的鄕
下人，他就在電子郵件中向故鄉教會的牧
師訴苦，我就勸他用柔和謙卑的態度以善
報惡，



一個月以後他再告訴我毫無改進、同事間對
他仍然虛假和欺侮他！這次我的勸告是強調
主耶穌的教導乃是「心裡柔和謙卑！不是用
外面的柔和謙卑來敷衍了事！也不是你若對
我好，我就柔和、我就謙卑，你若對我不好
，我就表面柔和謙卑，



而是一視同仁的 "從心裡、主動的"對每一
個同事柔和謙卑！」我也用聖經的歌羅西
書 3: 23「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作，像
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去勸他！
感謝主，一個月以後，他的回電令人欣慰
，他的從心裡柔和謙卑的待人態度，已經
在同事間交了兩位朋友，甚至有一位還邀
請他上家裡去吃了一頓飯了。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真正溫柔的基督
徒，他也是一個主耶穌所喜愛的門徒：

⑴ 他的溫柔不僅是一種外在的態度和表現
，也是他內在生命的流露；而且真正的溫
柔，不祇是僅僅「去忍住自己的怒氣」，
而是進到一個不覺得自己在謙卑、不覺得
自己在抑制怒氣的地步！



⑵ 真正的溫柔，是在態度上和行為上都尊
重別人，所以一個溫柔的人，喜歡也願意聽
別人對他的建議和批評，不會護短而生氣；
所以温柔不僅在態度上，也在與人相交上、
和脾氣上表現出來。



⑶ 一個真正溫柔的人，也是一個常常感到
滿意和滿足的人，這種人常常有感恩的心
，就像保羅、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在
林後 6:10說自己「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
樣都有的」，又在腓 4:11-13「.....我無
論在什麼景况，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
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
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
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
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⑷ 最重要的，一個真正溫柔的人，不祗是
態度上和行為上令人可親，還要像歌羅西
書 4:6「更在言語上常常帶著和氣，好像用
鹽調和，就可以知道該怎麼樣回答各人。
」這個"回答柔和"實在是一個很吸引人的
美德！箴言15:1「回答柔和，使惡消退，
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結 論

讓我們從心𥚃開始建造，不但天天的建造
，也常常記得遵行神的話語、和讓聖靈來
管制我們、對付我們，直到我們像主耶穌
基督一樣的心裡柔和謙卑，成為「一個真
正溫柔的人」！也是一個真正討人喜歡、
和討神喜悅的人！





【勞苦擔重擔的人】
(1)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使你們得安息



【勞苦擔重擔的人】
(2)

我心柔和謙卑

當負我的軛

又當學習我的好樣式

你們心裡就必享安息



【勞苦擔重擔的人】
(副)

我的軛是容易

我的擔是輕省

（X2）

我擔是輕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