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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天主經的詮釋 (瑪 6：19 - 7：12) 
 

對於天主徒而言，天主經是一篇最理想和重要的祈禱文。正因如此，作者聖瑪竇希望讀者對它有

更深入的理解，便不厭其煩地把當中的一些重點，作進一步詳盡的闡述。今天就讓我們重温天主

經，和細讀它的詮釋。現在，讓我們把天主經分為三部份來研讀(瑪 6：9cd-15)： 

 

    G1) 天主經的第一部份 (瑪 6：9cd-10) ： 

 
        「我們在天的父! 願你的名被為聖，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如在天上一樣(瑪

6：9cd-10)! 」。天主經叫人「先」祈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即「天上的財寶」，為什

麼呢？原來作者把理由編寫在下文： 

 

a) 地上的財寶虛空無常： 

 
「你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在地上有蟲蛀，有銹蝕，在地上也有賊挖洞偷

竊；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裏沒有蟲蛀，沒有銹蝕，那裏也沒有賊挖洞偷竊 

(瑪 6：19-20) 。」。 

 

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即天上的財寶，才是人值得追求和積蓄的「真實」而「永

恆」的珍寶；至於地上的財寶是極為虛幻，根本無法與天上的相比。當人認識到兩

種財寶之間不同的價值時，人自然懂得依附這一種而輕忽那一種，絕不把自己的生

命浪費在錯誤的選擇上。 

 

b) 地上的財寶把人的心困住：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必在那裏((瑪 6：21)。」 

這是說：人若看重地上的財寶，人的心難免會圍繞著它們打轉，任由它們支配和操

控，不自覺地便成了它們的奴隸。(閱羅 6：16-18；伯後 2：19c) 相反，人若積聚

天上的財寶(即追求天主的國和義)，人的心便會常繫念著天主，並藏在祂內，與祂

一起存活於天上。 

 

聖保祿心諳此理，所以勸勉教會，說：「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了，就該追求天上的

事， 在那裡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邊。你們該思念天上的事不該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

經死了，你們的生命已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了；當基督，我們的生命顯現時，那時，你

們也要與衪一同出現在光榮之中(哥 3：1-4)。」。 原來，人的心看重些什麼，最終就會

定奪人的終極去向。弟兄姐妹，你們是否知道：現時你們的心究竟是圍繞著什麼來

打轉呢？ 

 

 

c)  地上的財寶使人陷入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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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就是身體的燈。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

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那麼，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該是多麼黑暗(瑪

6：21-23)! 」 

這比喻是說：眼睛是身體唯一能夠敏感光線的器官，所以它們就好像是身體的燈。

眼睛若是健全，光線自然進入眼底，經過腦袋的分析，身體便因有光而活動自如，

不致跌倒。不過，若人的眼睛有了病，即身體上的燈出了毛病，光線無法透過眼睛

進入體內，那時，縱使外面的光線充足，但人因敏感不到光，身體便在黑暗中不知

所措。這比喻有什麼含意呢？ 

「眼睛」是比喻心靈眼睛；「身體」代表人的靈性生命；「燈」是發光體；「康

健」原文解作專注或專一；「有了病」原文是不聚焦、昏花或邪惡之意。 

這即是說：人的心眼好像是人靈性生命的燈，能叫人洞悉屬天的事(弗 1：18-

19) 。心眼若康健，能專一仰望著天主/天上的財寶，那麼，天主的榮光必照耀在

人的生命裏，但是，人的心眼若在地上和天上的財寶之間游走不定，即昏花而總不

能單一聚焦在天主身上的話，人的靈性生命必因世俗的誘惑，而漸漸陷入黑暗裏。

外面的黑暗還不算什麼，人靈裏的黑暗才是真正的黑暗！(閱弟前 6：10；伯後 1：

5-11) 

因此，主耶穌隨即說：「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

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 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瑪 6：24)。」。人不能事

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所以人必須在地上和天上的財寶之間二擇其一，作為事奉的

對象，因為人不能三心兩意。(閱雅 4：7-8) 

 

 

   G2) 天主經的第二部份(瑪 6：11) ： 

 

「我們的日用糧，求你今天賜給我們 。」第二部份的經文叫人向天父祈求今天的日用糧。

為什麼人不應該積蓄明天或後天的日用糧呢？人為自己多預備些基本的需要，這不是叫

有備無患嗎？ 

 

其實，人無論在地上想要積蓄的是什麼，財寶或日用糧，都不是經文要討論的重點，其

重點反而是「人為什麼要積蓄」呢？這是因為人缺乏了對自己和周圍環境的安全感？抑

或是因為人對天主缺乏信心？原來聖瑪竇把人需要知道的答案安排在下文。讓我們一起

細讀： 

 
「 為此，我告訴你們：不要為你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或喝什麼；也不要為你們的身體憂慮穿

什麼。 難道生命不是貴於食物，身體不是貴於衣服嗎﹖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

不收穫，也不在糧倉裏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你們中誰能

運用思慮，使自己的壽數增加一肘呢﹖關於衣服，你們又憂慮什麼﹖你們觀察一下田間的百合

花怎樣生長：它們既不勞作，也不紡織；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在他極盛的榮華時代所披戴

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 田裏的野草今天還在，明天就投在爐中，天主尚且這樣裝飾，信德

薄弱的人哪，何況你們呢﹖所以，你們不要憂慮說：我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因為這一

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的；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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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所以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苦足夠

一天受的了(瑪 6：25-34)。」。之前的經文已經矯正了：人如何正視天上和地上財寶之間

的價值觀和優先序，現在，主耶穌進一步要調整：人對「天上的財寶」和「地上的日用

糧」之間的選擇，即人「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義，因為它們才是人生命裏的重中之

重，至於其他「次」要的事，即吃什麼，穿什麼，天主自會加給人。為此，人應憑信德

，不憂慮，因為； 

 

• 天主滿有慈愛；祂憐惜微小的飛鳥和野百合花，從不放棄它們，何況是祂的

兒女呢？ 

• 天主滿有德能；祂有足夠的能力養活祂所創造的一切，何況是信賴祂的子民

呢？ 

• 天主滿有智慧；祂原曉得人需要的是什麼；其實，天父在人求祂以前，已知

道人需要什麼(瑪 6：8) 。 

• 天主知道人承受憂慮的能力有限，即「一天的苦足夠一天受的了」，所以人只管

向天父求今天的「日用糧」吧！至於明天、後天或大後天的生活重擔，便放

手交託給天父吧！ 
   

 

 

    G3) 天主經的第三部份(瑪 6：12-15) ： 

 

「寬免我們的罪債，如同我們也寬免得罪我們的人；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

惡。因為你們若寬免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寬免你們的；但你們若不寬免別人的，你們

的父也必不寬免你們的過犯(瑪 6：12-15)。」 。  

 

a) 恕己之心恕人： 

 

這部份的天主經是叫我們祈求天主，按著我們對别人的寬恕標準和尺度，來對待我們的

罪債。這教導是針對人的一種雙重標準的心態，即：我們對別人嚴苛，對自己/自己所

愛的人寬鬆地寬恕。因此，天主經是要矯正人的不公義，反叫人學習：「恕己之心恕

人」。 

 

不但如此，作者聖瑪竇隨即在下文(瑪 7：1-5)，告訴人「恕己之心恕人」還不足夠，要

進一步學習：如何以「責人之心責己」。 

 

b) 責人之心責己： 

 
「你們不要判斷人，免得你們受判斷，因為你們用什麼來判斷，你們也要受什麼判斷。 你們用

什麼尺度量給人，也要用什麼尺度量給你們 (瑪 7：1-2)。」。 
 

人有能力實行寬恕别人之前，必先要停止「判斷」他們，因為「判斷」是有審判和定罪

之意，與「寬恕」是成對比，所以主耶穌在此發出了與天主經(瑪 6：14-15)相同的語

句，警告：人用什麼標準或尺度來判斷別人，天主必以同樣的標準和尺度來對待他。試

問誰能在天主的審判台前站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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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繼續說：「為什麼你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對自己眼中的大樑竟不理會呢﹖或

者，你怎麼能對你的兄弟說：讓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來， 而你眼中卻有一根大樑呢﹖假善人

哪，先從你眼中取出大樑，然後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瑪 7：3-5)。」。 木

屑是指木頭掉下來的屑片/刺，大樑卻是支撐房屋的大柱。主耶穌的比喻是以誇張法來

說明：任意批評人的人是一些察覺不到自己的缺失，原來是比別人的(缺失)還嚴重的

人；他們只看見別人的小毛病，卻看不見自己的敗壞和邪惡。 

 

為什麼人會察覺不到自己的問題呢？這豈不是因為人的心眼昏花/有了病，靈性生命便

陷入了黑暗，而黑暗讓人什麼也看不見。事實上，人愈陷在罪中，就愈看不見自己的

罪，於是便膽敢恣意批評别人。因此，主耶穌稱他們為假善人，即自以為義的人。相

反，天國子民的情況就截然不同，因為他們追求「神貧」、「締造和平」和「心裏潔

淨」…等等，便擁有了澄明的心，在聖神的光照下，能看見天主(瑪 5：8)和自己的心靈

世界；原來自己心靈是貧乏和軟弱的，與別人無異，根本一無可誇。(閱依 6：5) 

 

最後，主耶穌建議，說：「假善人哪，先從你眼中取出大樑，然後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

弟眼中的木屑(瑪 7：5)。」。表面的意思是：人的眼睛裏若有大樑的話，人又如何能聚焦

替別人除去木屑？這比喻是說：假善人哪，你應先除掉愛好批評的惡行，才能以好榜樣

和清潔的心，來規勸別人。換句話，人應先以「責人之心責己」，悔改後，得著聖神

的光照，才勝任作別人開眼的嚮導。 

 

作者聖瑪竇在完成天主經的詮釋後，接下來，還繼續提醒讀者兩個非常重要的訊息：第一，人不

應讓不愛真理的人來糟蹋天主聖言(瑪 7：6)；第二，天主對人「有求必應」(瑪 7：7-11)。 

 
「你們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珠寶投在豬前，怕它們用腳踐踏了珠寶，而又轉過來咬傷

你們(瑪 7：6)。 」 

 

狗和豬是泛指不潔淨的人。在伯後 2章裏特別是指「假教師」和「背信者」(伯後 2：12-

14，21-22)。主耶穌是說：當人懷著良善的心去福傳時，應當懂得辨別對方的靈性狀況，

免得對方因不能接受而起惡心，不但侮辱聖言，還起來攻擊傳道員。不過，我們怎樣不論

斷，又能辨別誰是那些會踐踏珠寶，又攻擊人的人呢？原來作者把答案和解決方法編寫在

下文： 
 

「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 因為凡是求的，就必得

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 或者，你們中間有那個人，兒子向他求餅，反而給他

石頭呢? 或者求魚，反而給他蛇呢 你們縱然不善， 尚且知道把好的東西給你們的兒女， 何況你們

在天之父， 豈不更將好的賜與求衪的人(瑪 7：7-11)? 」 這經文可算是全篇「山中聖訓」最後

的一篇結尾語(除了 12節外)。 之後，瑪 7：13-29就是總結的部份。 

 

它要應許：人在實踐山中聖訓所有的教導時 ，若遇上任何困難、疑問或阻礙，人儘管向天

父祈求，祂必賜給人聖神，引領人進入真理，成就人的聖德，使他們平安進入天國。(閱路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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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前最後的一節經文，就是：「所以，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法

律和先知即在於此(瑪 7：12)。」。這經文不難理解，意思是：己之所欲，施之於人。不過，

它是承接上文那一篇經文而言呢？ 

 

筆者認為：它應該是全篇「山中聖訓」的內容總綱和核心思想，即它把「山中聖訓」共三

章書內的教訓濃縮成這一節的經文(12節)，作為天國子民的處世原則的金句。不過，人若

要把這節經文再簡化的話，那麼，就是「己之所欲，施之於人」這八個字。人若要再把這

八個字濃縮的話，那就是「愛人如己」！因此，主耶穌說：「法律和先知即在於此。」。 

 

H) 山中聖訓之總結 (瑪 7：12-27) 
 

主耶稣在「山中聖訓」結束前，為人設了四個比喻，即兩種的「門」，兩種的「樹」，兩種的

「信徒」，兩種的「建築師」，生動地闡明了：不同的人聆聽聖言後，面對著兩種不同的選擇，

而不同的選擇是會帶給人不同的後果。 

 

H1)   兩種的「門」(瑪 7：13-14) ：應選擇窄門，因寬門導入喪亡。 

 

窄門是「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路是多麼狹！找到它的人的確不多。」。意思是：人進入天

國的門是艱難的，路亦窄狹，所以人若要成功進入，便要不斷地「實行」棄絕自我的舊模

樣，向天主「祈求」恩寵去更新改變，還要堅持在失敗中成長。不過，門雖窄，路亦狹，但

它卻引領人進入永生。相反，寬門是一條許多人喜歡走的世俗大路，在路上人可以隨心地放

縱情慾，不受約束，但它最終卻領人邁進喪亡之地。 

 

 

H2) 兩種的「樹」：應選擇作好樹，因壞樹被投入火中 (7：15-20)。 
 

 

主耶穌以「好樹」 和「壞樹」 來比喻人靈性生命的好和壞。「壞樹」是比喻假先知，即天

主說話的代言人；他們的特徵是：「他們來到你們跟前，外披羊毛，內裏卻是兇殘的豺狼。」。

(閱格後 11:13-15)  

 

人能夠辨别好或壞的方法：「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荊棘上豈能收到葡萄? 或者蒺藜上豈

能收到無花果? 這樣，凡是好樹都結好果子； 而壞樹都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也不能結

好果子。」。「果實」是指聖神使那些順服祂的人的生命，結出屬天主的性情，即真福八端

中的質素(迦 5：22-23；弗 5：9；希 12：11) 。換句話，人的好與壞是可以從人的生命質素

中辨別出來的。因此，信徒若要辨別真、假先知，便應留意對方是否擁有屬聖神的質素。  
 

     H3) 兩種的「信徒」：應奉行天父的旨意，進入天國 (7：21-23)。 

 

主耶穌聲明說：「不是凡向我說『主啊! 主啊!』的人，就能進入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

的人，才能進天國。到那一天有許多人要向我說：『主啊! 主啊! 我們不是因你的名字說過預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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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驅過魔鬼，因你的名字行過許多奇跡嗎?』 那時我必要向他們聲明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吧! 」  

 

經文裏描述了兩種基督徒；一種是那些單單「嘴唇敬拜天主」的人，另一種是那些不但嘴唇

敬拜天主，還會在生活上「承行天父旨意」的人。為什麼「嘴唇敬拜天主」的人不能進天國

呢？他們不是也因主耶穌的名作了不少善工嗎？例如：他們因主耶穌的名字說過預言、驅過

魔鬼和行過許多奇蹟。可惜，主耶穌卻稱他們「作惡的人」，因為他們缺乏內在生命的轉

變。人單靠外在的善行，而缺乏內在的質素/天上的財寶(天主的國和義德)，決進不了天

國。 
 

      H4) 兩種的「建築師」：應作聰明的那一位，生命遭風雨也不倒 (7: 24-28)。 

 

主耶穌以「聰明的建築師」 和「愚昧的建築師」 作比喻，讓人明白：人在世確是擁有絕對的

自由選擇權，以如何的態度和取向，來建立起自己的信仰根基。 

 

「愚昧的建築師」就是那些「凡聽了我這些話而不實行的，就好像一個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

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襲擊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的很慘(瑪 7:26-27)。」。「這些

話」即是主耶穌在「山中聖訓」中教訓人的話。人若聽見後，仍選擇作「壞樹」、「嘴唇敬

拜」天主的信徒，執意走入「闊門大路」，便是「愚昧的建築師」。他們的愚昩在於執意要把

生命的根基建立在地上的財寶上，而忽略追求天上的財寶/真福八端。可惜，地上的寶卻是：

有蟲飳、有銹蝕，有賊偷和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總之，它們是捉不住、留不下，亦帶不

走…。 
 

相反，「聰明的建築師」是人聽見山中聖訓的「這些話」後，不怕走「窄門狹路」，切願選擇

成為「好樹」和「真信徒」。這樣，他們的生命因植根於主耶穌的生命內，以致他們在遭遇人

生的各樣風浪時，主的「真福」便乘托著他們，渡過一切的考驗後，得以進入天主的國裏。

(閱伯前 5：10；希 4：14-16) 

在今天的講座完結前，還要交待山中聖訓最後的兩節經文，第 28-29。這裏清楚說明，全篇「山

中聖訓」的聽眾是些什麼人呢？羣眾。還有，在 5：1提及門徒也在羣眾中。 

 

 

附錄： 

• 當然，「判斷」和「辨別」兩者之間是有分別的；「判斷」是包含了審判和判刑的意思，

而「辨別」則是按事實客觀來明辨是非，免墮入愚昧。因此，主耶穌說：「你們要提防假先

知! 他們來到你們跟前，外披羊毛，內裏卻是兇殘的豺狼。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荊棘上

豈能收到葡萄? 或者蒺藜上豈能收到無花果?這樣，凡是好樹都結好果子； 而壞樹都結壞果子；好

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也不能結好果子(瑪 7：15-18)。」 。另外，聖保祿說：「我所祈求的是：

願你們的愛德日漸增長，滿渥真知識和各種識見，使你們能辨別卓絕之事，為叫你們直到基督的

日子，常是潔淨無瑕的，賴耶穌基督滿結義德的果實，為光榮讚美天主(斐 1：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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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人」是人的靈性生命的惡習，因為這惡習使人產生驕傲、憤怒、恨意和愚昧，亦會

使教會內起紛亂和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