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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六1~18隐藏的生命隐藏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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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 诉你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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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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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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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7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8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8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太六1~18隐藏的生命隐藏的生命
09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12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12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14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15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16「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17 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18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就就就耶稣的教导…
说明了生命的焦点 不是信仰实践的空间 不在于是说明了生命的焦点，不是信仰实践的空间，不在于是

公共或是在私下，不是别人看见、别人看不见。

耶耶在讲论主主在目的 是就是是是生活实践的对象耶耶在讲论主主在目的：是就是是是生活实践的对象，

 究竟我们是看着人来做呢？还是对着神来做呢？

在究在究究在究 究实践在的的，在究在究究在究在究实践在的的，

认为神是裁判我们的生活一切的呢？还是周遭的人呢？

耶耶在教导根本问题是耶耶在教导根本问题是

「到底谁是生活的最终的裁决？」

在在在在在的的在在在，是祷告、施予、禁食，在在在在在的的在在在，是祷告、施予、禁食，

放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也许就可以把

这三方面的生活层面，把它延伸更加多了。这三方面的生活层面，把它延伸更加多了。

如如是是在究究是如如别人是信仰行为的裁决，

那么所作所为都免不了是为了赢取肯定、赞赏，那 所作所为都免 是为 赢取肯 、赞赏，

或是至少说：不想别人给自己批评…



在一般的情况下，在的是的的得偿所愿在。

耶稣讲了三次 都说「他们得到他们的赏赐耶稣讲了三次，都说「他们得到他们的赏赐」，

也就是也生活实践是为了别人去行在的，

当然我们希望可能得到一些的肯定 赞赏当然我们希望可能得到一些的肯定、赞赏、

或不让别人误解、让别人能够理解…

当是是这样行在在在 通通也通得到是是我我我在在当是是这样行在在在，通通也通得到是是我我我在在，

也就是耶稣我也在「得到赏赐」在的的，

 如果以为我们对着别人所做的 如果以为我们对着别人所做的，

一定使得别人给予肯定、赞赏的话，

未免是太天真了未免是太天真了

 如果我们对着别人做不要误解的话，

我们也太过天真了真

赞扬和荣誉，并并是善行必必在必如，

而是是在生活经验告告是是：而是是在生活经验告告是是

每一椿事情都可以让人有不同的解释。

无无无是无无无是是行为背后的动机，

无人是的的人如是是在行为 而而而各种不同的评价无人是的的人如是是在行为，而而而各种不同的评价，

有一些人真的是想做一些好的行为、想帮助别人，

可是周遭的人可能认为他们是沽名钓誉 别有用心可是周遭的人可能认为他们是沽名钓誉、别有用心。

有在有的也：天上怎么会掉下馅儿饼来？

就是说无缘无故地 会怎么有好事情发生呢？就是说无缘无故地、会怎么有好事情发生呢？

大大是在大在在究在我大，使我很多人对对在对善行
都都都在究比较否定、怀疑的角度来来。都都都在究比较否定、怀疑的角度来来。

如如在如无对如如在在如无，产究先入为主在的的，

究那那就那并的的那那那 那个人不论做什么究那那就那并的的那那那– 那个人不论做什么，

这一边都认为他所做的是不对的，

或说他心存的不是良善的念头或说他心存的不是良善的念头

两如无如如也两在是两通两通在投契在的，

有时另一方做的行为 说的话不那么地动听有时另一方做的行为、说的话不那么地动听、

不太合宜，这一边还是认为他是好的…

在是无这无这这这这在在对现实、困难，

如如是是如是是生活实践的对象如如是是如是是生活实践的对象、

裁决放在别人身上，

让让无在意见反馈成如是是一切量度在的，让让无在意见反馈成如是是 切量度在的，

 生命可以是很沉重的 – 每做一个决定、思考，

都可以是非常沉重的一种的担子都可以是非常沉重的 种的担子

 实际生活，常常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评断里，

让别人的眼光、评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裁决别人的眼光、评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裁决

你满足了甲、满足不了乙，满足了甲乙、满足不了丙，

如如如在生活、生命在决定，如如如在生活 生命在决定
是是是是对别人的裁决在的，

如通你我生活是挺不容易的！如通你我 易
这不仅是别人的意见带给我们一些的困惑，

其实我觉得更让我们要想的就是–
自己也不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是是在如牧师，也是神学院的老师，

一来在都通如会众来成是的对在「裁决在一来在都通如会众来成是的对在「裁决」。

 在信仰群体里，我倾向相信没有太多的人

会喜欢争取带领公开祷告的机会会喜欢争取带领公开祷告的机会

的是可如在如可可可老师、牧师，通通常邀请领祷，

是常有的情况 很多的平信徒、领袖是常有的情况，很多的平信徒、领袖，

是很希望牧者、神学院的老师带领祷告

一般的信徒心的的的如、也这也–般的信徒心的的的如 也这也

牧师、老师祷告的水平、力量，是比较有保障的。

是我大我我在牧者未必未未引别人注意，但在祷告在，是我大我我在牧者未必未未引别人注意 但在祷告在

倒是倒未未是是在倒告能够感动别人，

也就是说当我们带领祷告时，希望我们的祷告，希

能够对别人产生一种共鸣、影响、力量。

他倒告，会众并不不的阿们、感谢主、是的主，他倒告 会众并不不的阿们 感谢主 是的主
会发现那个祷告、循环、力量，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有。



的是当我祷告在，通会鸦雀无声，

就并就对就就倒告产生怀疑那就并就对就就倒告产生怀疑那…
是不是我的祷告的力量不太够、

没能帮助别人 不能感动弟兄姐妹？没能帮助别人、不能感动弟兄姐妹？

当是在倒告在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

不知不觉会众就成了我祷告的裁判和对象了不知不觉会众就成了我祷告的裁判和对象了，

忘了祷告真正的对象是天父上帝了。

来在在的也来如来来来在在不明白，来在在的也来如来来来 在不明白，

如为为在在在在在耶稣也：

「你要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不是说每次祷告一定要在室内里面

 祷告的时候，要搞清楚谁是听祷告的对象，

谁是是是祷告的对象、并在对室内或室外，

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搞清楚

祷告的对象究竟是哪一位。

是是究我有我我在在在，是如那赢取别人的肯定和赞赏，

在究究这这这是挺沉重在在究究这这这是挺沉重在…
 如果说你渴望别人的肯定、赞赏的话，

别人的肯定 赞赏就成为你生命滋润的养分了别人的肯定、赞赏就成为你生命滋润的养分了

 这种养分不出现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生命

很枯萎、很干涩、很没有力量很枯萎、很干涩、很没有力量

在究究这这这是在究沉重的担子，重我让无重并重重来；

如果这种担子还加上宗教的外衣的话，如果这种担子还加 宗教的外衣的话，

就让人感觉好像是一定非这样做不可。

的来可会可可通也：如如是在大在的，的来可会可可通也 如如是在大在的

那就是说我们的时间、生活，是完全不理别人了？

反正我们认为对着上帝就对了，其他都不管了，是吗？帝 ，其 ，

是我是是主我我在：耶稣在在并是在究横眉冷对千夫指，

并不在不、并不让无、大不大是大在究这，

耶稣并是颁下宗教的新规条，是是是是是生命对准的焦点！

问问并是如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怎么样做，

而是你为谁做而是你为谁做…
 关键是你以人为你的观众、

还是那位相信在隐密处察看你的神？还是那位相信在隐密处察看你的神？

 你甚至不肯确定他有没有在察看你？

如并你你他有你有在来，他仍然是你生命的裁决如并你你他有你有在来 他仍然是你生命的裁决
并是也如完全不理别人、并不在不，

而是也如如如在生命焦点对对在的，而是也如如如在生命焦点对对在的

如在生这通成如别人真正的祝福，

而并是让人成如如生命的裁决。

也只有这样子，无论你的奉献、给予，

是不是人所知道，无论你给的是多还是少…

有在有如通两通两通不惊讶，

如究必并无并你不触摸了主！

为他添衣、给他凉水、为他疗伤、给他安慰、让他饱足。

太太太34~40分山羊、绵羊究在在那那，

那解在在在就也 绵羊曾在服事过主那解在在在就也：绵羊曾在服事过主 –
坐牢时给他探监、给他凉水、给他温暖、给他安慰。

门徒也：「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事情啊？门徒也：「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事情啊？ 」

主也：「做在小子中的一个，就是做在我身上。」

在究究这就是顾及别人的生命，在究究这就是顾及别人的生命，

不是让别人来裁决自己，而是生命对准了上帝。

当他这样做在在在，尽不他不知道就就做在基督身上，当他这样做在在在，尽不他不知道就就做在基督身上，

 却是的确地做在主的身上、让主所肯定

 只有这样子，你的禁食才不是宗教活动、 只有这样子，你的禁食才不是宗教活动、

或是操练自己的一种律己行为

而是通过禁食，如你你在众生的苦、体通神的心怀怜悯，而是通过禁食，如你你在众生的苦 体通神的心怀怜悯，

觉得需要松开凶恶的锁炼、让被压迫的人得到自由，

想到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流浪穷困的人应该有家可归、想到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流浪穷困的人应该有家可归、

赤身露体的人应该可以有衣可穿(赛太赛6~7)。



从旧约在新约，你有在如不没也 –禁食是在究宗教的操练行为，

觉得让自己好像很属灵的 种利己的行为觉得让自己好像很属灵的一种利己的行为，

或是使得自己变得很属灵的一种操作。

禁食的目的是对着神，来来看清楚就就自有让无，禁食的目的是对着神，来来看清楚就就自有让无，

 因为生命焦点的对准，更加能够真诚地爱别人、关顾别人

 因为他们将会得到天父的怜悯 因为他们将会得到天父的怜悯，

而不是关心别人、希望别人给自己肯定、给自己赞赏

正人如在大，内室的祷告是重要在：正人如在大 内室的祷告是重要在

 不是在外面给予许多的目光、声音所分散注意力，

是让我们把这些一切搁下，专注地对准天父
 提醒要把生命的焦点对准，

会不会引起别人说：阿们…，都不重要，

人如如祷告我主想在在回应就是天父的微声细语，

只有跟神在一起，并不主不不在不不、可可在的神，

如只不主你在如小孩子也：我们在天上的父…

在在在在在来在在：

最大的赏赐 天父的赏赐最大的赏赐、天父的赏赐，

 如果向着别人做、是有他的赏赐，

就是人的肯定和赞赏的话就是人的肯定和赞赏的话

 对准天父所做的、得到天父的赏赐是什么呢？

就是一无所惧不的的称他为父就是 无所惧不的的称他为父
的的看见在这全地称他的名为圣、

他的旨意行在地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

因为这样子，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地饶恕，

彼此拥抱的这一位天父。彼此拥抱的这 位天父。

最大在赏赐，

就是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看到他的面容。

未未在在希的希在在希对在在在在在理解，

能够帮助我们对属灵生活、信仰生活的实践，能够帮助我们对属灵生活、信仰生活的实践，

有一个更对的焦点。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感谢你，
借着你自己的爱子一再提醒我们：生活需要对准你。

我们也知道就因为对准你，
才能够真正面对自己 面对其他的人才能够真正面对自己、面对其他的人。

我们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缺乏、自己的虚伪，
我们也能够坦然地面对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回应，我们也能够坦然地面对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回应，

或是肯定、或是不以为然，
我们都因为你，

而知道怎么样与他们一起地成长。

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生命对准你，
然后我们在服事 生活的当中然后我们在服事、生活的当中，
都因为对准你，我们与我们的

家人 弟兄姐妹 朋友 同工相处的时候家人、弟兄姐妹、朋友、同工相处的时候，
也因着你得到力量和勇气。

垂听我们的祷告和决志 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和决志，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