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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經文:

•太 5:8 -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
•來 12:14 -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耶穌基督罵文士和法利賽人:

•太 5:20 -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
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太 23:27 -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
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
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



八福中的平行對偶
1) 虛心

2) 哀慟
3) 溫柔

4) 饑渴慕義

5) 憐恤
6) 清心

7) 使人和睦
8) 為義受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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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的意義(1)
• 希臘原文清心的清是 Katharos, 意思是從污穢和罪
惡被洗乾淨。

• 在醫學上 Cathartic 是潔淨劑, 例如潔淨人的腸胃
• 在心理學 Catharsis 是潔淨人的靈
• Katharos - 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不含雜質。沒有溝
淡，或減弱。是純正,全部的意思 。

耶穌基督要我們以純正，完全的心來對神



大衛的例子
•(神)既廢了掃羅、就選立大衛作他們的王．又
為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
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徒 13:22)
•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
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
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撒上 13:14)。

一個清心的人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大衛是個清心的人

•他在神面前獻出清潔的心(詩 51:10,73:1 )

•他在神面前獻出純正的心(詩 7:8,41:12)

•他在神面前獻出完整的心(詩 9:1)

•他在神面前獻出純全的心(詩 25:21,26:1,11)

•他在神面前獻出堅定的心(詩 57:7)



大衛為罪哀慟
•當拿單先知指出大衛同別示巴的姦情。大衛對拿單說、
我得罪耶和華了(撒下 12:13)

•詩 32:3-5 -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
骨頭枯乾。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
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
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
赦免我的罪惡。

•詩 51:3,4 -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
前。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
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
為清正。



• Katharos - 與拉丁文 Castus 或英文的 Chaste,
或 Chasten 有強烈關係, Chasten 就是管教意思。

• 箴 17:3 -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
煉人心。

• 林前 11:31 - 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
審。

清心的意義(2)

就好像煉金，去除雜質 → 純正,完全
耶和華熬煉人心;為自己的罪哀慟 → 清心



清心的後果
• 太 5:8 -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必得見 神。

‘見神’的兩個意義:

1)肉眼見神

2)靈內認識神



1)肉眼見神
在地上:

• 出 33:20 - 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

• 提前 1:17 - 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

• 約一 4:12 -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

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

• 約 1:18 -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

明出來。

在天上:

• 啟 22:3,4-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

僕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2)靈內認識神

• 各 4:8 - 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有
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
要清潔你們的心。

• 約三 1:11 - 行善的屬乎 神．行惡的未曾見過
神。

清心的人，不單止將來在天上能見神；
亦能在地上認識神，與祂親近。



結語

• 清心是由哀慟而來。是內心的質素帶至外在的
行為。是與神的關係而產生外在的表現。

• 法利賽人外在的表現，不是出於內在與神的關

係。以至他們以最低的水平來滿足神的要求。
• 我們敬拜神的表現，是否出於我們與神的關係，
出自一顆純全的心，將最好的獻給神？

• 未信的朋友，你願意接受這位大能的神，以至
你能今生與祂親近, 和在天堂見祂的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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