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靈感 

我們都可以選擇想成爲什麽樣的人。我們周圍有一些影響，可能幫助或阻

礙我們成爲那個人。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的生命是否流露出主耶穌的樣

式來呢？耶穌在登山寳訓裏的教導，向我們展示了當我們被聖靈改變時，

我們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 

邀請 

無論您有一個小時還是一整天，花一些時間與神同在，思考祂的話語如何讓我們

可以更像祂。這裏包括七種練習– 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使用它們。歡迎您按自己

的需要使用別的聖經經文，甚至創作自己的練習方式。重要的是遠離干擾，讓自

己安靜下來，把注意力放在上帝呼召我們所要成爲的人身上。

練習 經文 頁數 

漫步大自然中 八福 

馬太福音 5:3-12 

第 2 頁 

塗鴉禱告 鹽和光 

馬太福音 5:13-16 

第 3-5 頁 

寫信 愛你的敵人 

馬太福音 5:43-48 

第 6-9 頁 

暗中施捨 

(適用於全家) 

給予有需要的人 

馬太福音 6:1-4 

第 10-11 頁 

寫日記 主禱文 

馬太福音 6:9-12 

第 12-13 頁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 

祈求，尋找，叩門 

馬太福音 7:7-12 

不要憂慮 

馬太福音 6: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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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 登山寶訓 

馬太福音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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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大自然中

在您被神的創造物包圍的同時，花一些時間與祂相交。無論您是走路還是 

坐著，選擇一個可以盡情觀察感受神奇妙創造的地方。走路時，可以隨意 

停下來或流連徘徊。 

當您花時間在大自然中時，思考以下與神相交的方式：  

單獨/靜默 – 您可以選擇把全部或部分時間花在靜默中。在我們快節奏 

繁忙的世界中，保持靜默可能感覺像是一種激進的行爲。一開始或許會覺 

得不習慣，沒關係，不要急，要知道您的思慮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慢下

來。 

利用沉默與您周圍的世界互動，並思考以下問題：  

• 您 看到 周圍有什麽? 您周圍環境的那些方面令您印象深刻?

• 您 聽到 什麽? 這如何讓您想到神?

• 您 聞到 什麽? 這讓您想到什麽? 它是否喚起任何回憶?

• 您可以 感到 或 嘗到 什麽?

與神談論您所觀察到的，您的感受，等等。然後安靜地花時間在祂面前，

知道祂喜悅您，並希望與您共度時光。

默想 – 默想八福(馬太福音5:3-12)或是對您別具意義的一段經文。可用 

以下方式（閲讀，聆聽，大聲朗讀，寫經文等）來沉入經文。有某些經文 

或章節您覺得特別“突出”嗎？當您讀這段經文時，您會想到什麽？可寫 

下您的一些觀察結果。 

敬拜 – 可以聼一首詩歌來開始或結束這段時間，思索上帝是誰以及祂對 

您的愛。有一個與登山寳訓主題相關的敬拜歌曲播放清單，包含在這本手 

冊的最後一部分。 

傾聽 – 當您在大自然中與神相交時，以下音頻可幫助您與神的聖言互動，

請參考Aaron Niequist 的八福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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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禱告

有時候，最好的禱告是傾聽禱告 - 在這種禱告中，我們不説一個字，而

是傾聽神可能對我們說什麽。隨意塗鴉是幫助我們的好工具，它提供了一

種在等待神時保持頭腦專注和傾聽的方法。 

沉思式的塗鴉 

準備一張白紙（見下一頁）和一組彩色筆或彩色鉛筆。（您也可以上網找

到免費的著色頁）。 

在白紙上寫下鹽和光 (馬太福音 5:13-16) 的經文, 或選擇對您別具意義

的其他經文。 

慢慢地開始在經文周圍畫形狀，綫條和其他圖案。為文字上色或畫邊框，

邊做邊默想這段經文。哪些字或詞語引起您的注意？以此向神禱告。目標

不是創造一個傑作，而是讓您的思緒專注於經文。 

當神把某些事和人帶到腦海中時，寫下一兩個代表這些事和人的詞。再

次：塗鴉，默想，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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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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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信

當愛你們的仇敵，為迫害你們的祈禱 

讀經 

讀馬太福音 5:43-48。耶穌引用了一條大家都熟悉的猶太律法“…愛人如

己” (利未記 19:18) 並告訴我們，神希望我們不僅要愛我們的鄰舍和那

些善待我們的人，還要“愛你們的仇敵，為迫害你們的祈禱”(馬太福音

5:44)。談到一個難以行出來的誡命...有些人可能會說不可能。然而，基

督如此愛我們，即使我們抵擋他，他還是對我們不離不棄，愛我們到底，

以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使我們與他自己和好。(羅馬書 5:8-10).

反應 

也許當您讀到「敵人」這個詞時，會立即想到一個傷害，忽視或反對您的

個人或團體。耶穌要我們愛我們的敵人，聽起來很有挑戰性，但更誠實地

說，根本不可能，而且有違常理！ 

或者您不認爲您有敵人，所以您會想要簡單地略過這段經文而不多加思索

它的深意。無論您最初的反應如何，花一些時間深入思考這些話如何邀請

我們做出回應是很重要的。耶穌不僅提出了一個挑戰，也為我們身爲祂的

追隨者奠定了一個不同於世人的基礎。愛我們的敵人，是我們向周圍的人

宣講福音信息最有力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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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花一些時間思考誰可能是您生命中的「敵人」。這可能是一個您特別難以

去愛的人，或者是一個待您不公正的人。花點時間閲讀並思索馬太福音

5:43-48和羅馬書5:1-11。 

回應 

現在想想耶穌如何看待那個人，並且愛他 - 渴望原諒他，就像祂為原諒

您而死一樣。花一點時間給那個人寫一封信（見下一頁）作爲回應。別擔

心 - 您不用寄給他，也不需要讓其他人看到。寫一張紙條，説明他是多麽

地被愛和有價值，試著從您的角度或從耶穌的角度來寫它，或者試著為他

和您的關係寫一個禱告。如果它很凌亂或不完美也沒關係，只是希望花一

些時間對那些與我們對立的人練習主動的愛。 



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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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施捨

你們小心，不要在衆人面前行你們的義，讓他們看見。 

讀馬太福音 6:1-4。耶穌透過鼓勵祂的追隨者暗中施捨，直擊我們行善動

機的核心。爲什麽? 因爲當我們暗中施捨時，沒有人在那裏給予我們認可

或贊美。沒有稱許，沒有以我們命名的建築物，甚至沒有一句謝謝您。

暗中施捨的行爲不再是把聚光燈照在我們身上，而是照在神身上。我們的

暗中施捨成爲一種謙卑而簡單的敬拜行爲。 

暗中施捨的行爲可以教導孩子們如何看待他人，並且學習施捨不望回報。 

實際步奏 

1. 觀察: 您可以自己或與家人、室友或朋友一起坐下來，列出您周圍的

人。比如：鄰居，教育工作者，社區服務人員，您在商店看到的人，

單親父母，老人。盡可能廣汎地思考您在任何一天遇到的人 - 即使是

您從未見過的人。

2. 需求清單：列出某人可能有的特定需求，這不一定完全是財務上的。

您能為那個人做什麽來鼓勵，幫助或減輕其負擔？有人孤獨或生病了

嗎？他們是否接到一些壞消息，失去了什麽，或者他們是否正在辛苦

努力維持生計？

3. 擬定計劃：有創意地思考如何在一個人有需要的地方，成爲他的祝

福。如果您有孩子，讓他們參與決定你們家將如何做以及送什麼禮

物。

4. 暗中施捨: 把您的計劃付諸行動，開始做吧！下次當您注意到一個需要

時，看看您是否能私下滿足這個需要，並把榮耀歸在上帝身上，您將

發現它會為您帶來何種的喜樂。



page 11 

主意 (您和您的家人還可添加什麽?) 

• 給本地學校打電話，爲一位參加考察旅行的學生捐錢，或償付

一個午餐戶頭。

• 在石頭上畫些鼓勵性的圖案文字，放在鄰居家的信箱旁或市鎮的某

處。

• 在一家餐隨機選擇一位客人，為其支付餐费，然後先於他們離開。

• 爲一個多孩童的家庭購買泳池票。

• 在自家花園採些鮮花，放在鄰居門前臺階上。

• 在車窗上張貼鼓勵性便條（“你真棒!”、“你會成功！”）

• 爲一位年輕的球隊隊員購買裝備用品。

• 買一袋沙子玩具，留在本地公園內，供所有人享用。

• 在售貨機上貼張 $1紙幣，或 25分的硬幣在口香糖機上。

• 在儲物櫃或宿捨房間的門上冩“歡迎”便條。

• （匿名）爲一對夫婦髮送上禮券，讓他們晚上外出時可以使用。

• 將罐子裡收集的零錢硬幣兌換成現金，（匿名）送給正在服事的人。

有關如何操練善行的更多主意，可參考 Nicole J. Phillips 所著的“消極補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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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日記

所以你們要這樣祈禱 

在馬太福音6:5-14，耶穌花時間教導我們該如何禱告和不該如何禱告。其

中9-13節通常被當作主禱文，被基督徒銘記、誦讀了好幾個世紀。耶穌不

僅有意要我們記誦這段禱文，而且將之作爲我們的禱告詞的一個範本。  

讀經 

花些時間閲讀馬太福音 6:9-13節的主禱文。讀上幾遍，注意哪些對您來

説突出的要點。一行行慢慢讀，思考每一節在自己生活中的可能情形。 

寫作 

現在花些時間將這段主禱文用自己的語言寫在下一頁，嘗試以耶穌的範本

作爲模型和靈感的來源。不必使用或修改每一行，但可以思考如果您是那

位祈禱人，這段禱文聽起來會是怎樣。 

您也可以試試以不同的方式將之寫下，或放入生活中的不同方面，或以藝

術的方式表達您的祈禱，為受耶穌“登山寳訓”禱文激勵出的個人語言加

入一些隨性塗鴉，繪畫，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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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 T IO DI VI N A

Lectio Divina （拉丁語“聖言誦讀”）是古時一種讀經、默想和回應的

操練。讓上帝的話語在我們耳裏回響、滲入我們的生活、改變我們的生

命。使用以下的經文或自選經文，穿越四個階段： 

誦讀 

誦讀或聆聽有關經文。再次慢慢誦讀，這次可以大聲點。誦讀時稍停一

下，細細品味上帝的世界。在您覺得“突出”的詞句上打圈或劃綫。 

默想 

再讀一遍“突出”經文部分。爲什麽那個部分顯得突出”？讀它的時候，

什麽樣的情況或事件，人物或關係浮現在您的腦海？思考每個短句時，讓

那些話語慢慢穿越您的心思意念。作者是什麽意思？對您感受如何？意義

又如何？ 

禱告 

禱告和回應。當您再次誦讀這段經文時，邀請上帝尋找您的心。將所思所

慮説給祂聼，告訴祂當您誦讀時和再誦讀時心裏都想些什麽。 

安息 

在神的話語裏安息，聆聽祂的聲音。您無法讓神愛您更多或更少。祂看見

您、喜悅您。祂的恩典豐盛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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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 T IO DI VI N A

馬太福音 7:7-12(英文NIV)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爲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

中間哪一個人，兒子向他要餅，反給他石頭；要魚，反給他蛇

呢？你們雖然邪惡，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

的父，難道不更把好東西賜給求他的人嗎？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律法和先知的總綱。” 

可掃描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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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 T IO DI VI N A

馬太福音 6:25-34 (英文NIV)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吃什麽喝什麽，也不要為身

體憂慮穿什麽。難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嗎？身體不比衣服重要

嗎？你們看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撒種，不收割，也不收進倉裏，

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們；難道你們不比牠們更寶貴嗎？你們中

間誰能用憂慮使自己的壽命延長一刻呢？何必為衣服憂慮呢？試

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不勞苦，也不紡織。但我告訴你

們，就是所羅門最威榮時候所穿的，也不比這花中的一朵。田野

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進爐裏，神尚且這樣裝扮它們；小信

的人哪，何況你們呢？所以不要憂慮，說:‘我們該吃什麽？喝什

麽？穿什麽？’這些都是教外人所尋求的，你們的天父原知道你

們需要這一切。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必加給你

們。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爲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

處一天當就夠了。” 

可掃描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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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

音樂 

敬拜音樂可鼓舞、振奮人心，也可以幫助我們背誦經文。傾聽這個播放清

單中圍繞“登山寳訓”主題的敬拜歌曲。 

播客 

如果您想聽一些有關經文的內容，來聽聽"探索我的奇怪聖經"這集播

客，是 Tim Mackie 講的。 馬太福 音的第 5-12章著重於登山寶訓。 

掃描傾聽 

掃描傾聽（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