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福臨門
經文：詩篇 127-128 篇
張天和牧師上週講道詞
2018 年 2 月 18 日
原稿未經講者過目，如有錯漏由記錄者負責
今日是戊戌年的大年初三，先在這裏敬祝各位五福臨門、諸事蒙恩！中
國人十分看重福氣，這幾天大家去拜年的時候相信一定聽到很多關於「福」
的祝福語。其實我們的信仰同樣十分講求福氣，因此我們所傳的叫「福音」；
我們又相信上帝會賜「福」給我們；我們是有「福」的人。總之，我們經常
都會提到福氣，這是在我們信仰中非常強調的事。我剛才是敬祝大家「五福
臨門」
，
「五福臨門」這個詞在賀年說話中相對比較「冷門」
，因為揮春等都比
較少用這個詞。其實「五福臨門」是來自中國《尚書．洪範》
，五福包括：長
壽、富貴、平安康泰、好德行，以及最後的善終。善終之意思就是「死得好」，
原來「死得好」也是一種福氣。時至今日我們在拜年時往往高舉財富，很多
祝福語都與「發」和「財」等有關。我們發現古時所說的「福」原來比現在
更加平衡、更加健康。
再翻開聖經查看一下聖經所說的福氣，原來與中國傳統所說的「福」頗
為相似，我們的信仰所說之福氣，確實十分特別。我今天選了詩篇 127 篇及
128 篇這兩篇詩篇，和大家分享當中所記的五個福氣。在這個新春的時候，
我希望與大家一同透過聖經，認識、了解，以及得著這從上帝而來的「五福
臨門」。
詩篇 127 篇第 1 及第 2 節很點題地說明了它想要告訴我們的事：「若不
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
人枉然警醒。」
「建造房屋」就是指我們平常怎樣建立事業和建立安居之所，
而「看守城池」就是指怎樣保守我們所得著的東西。這都是我們在座之弟兄
姊妹每天在做的事情。但詩人說若不是耶和華的話，這些東西就都變成枉然！
大家見到經文裏出現了兩次「枉然」
，意思就是我們無論怎樣努力，假如沒有
上帝的話，一切都是枉然。然後第 2 節以後就說明，如果有上帝的話，又會
是怎樣的光境。在 127 篇第 3 節至 128 篇第 6 節，總共出現五次「福」
。有很
多學者都認為 127 及 128 篇是連接、連貫的兩篇詩篇，所以往往都會一併處
理，又稱這兩篇詩為「家庭詩」
，因為這裏特別提到上帝如何賜福予家庭。當
我們讀這篇詩時就會發現，這裏所提到的福氣，是關乎個人、家庭，以及民
族。就讓我們一同認識這五福究竟是什麼意思。
上帝給祂子民的第一個「福」
，是 127 篇第 3 至第 5 節，請大家特別留
意第 5 節：
「箭袋充滿的人有福了！」從上文第 3 及第 4 節我們知道這裏所說
的「箭袋裏的箭」是指兒女。意思就是一個家庭，如果有很多兒女，這就是
上帝所賜的福氣。當然對於現代香港人來說，這個「福」有點難以理解，因
為我們的生活指數十分高，如果有這麼多兒女的話，實在很難說是一個福氣。
但我們要留意這詩所描述的是舊約時代，在以色列當中「箭袋充滿」的確是
上帝給祂子民的一個福氣。原來「箭袋充滿」代表他的父母能有安全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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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兒女就是父母安全的保障，這就像中國人「養兒防老」的觀念一樣。雖
然我們現代人都很少會想「養兒防老」
，但在中國傳統中「養兒防老」和這裏
所說的「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是很吻合。第 3 節：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
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即是這個福氣是來自賜產業的耶和華！
今天香港人可能不太強調生育，甚至很多夫婦都沒有兒女，這樣我們豈
不是失去了這種「箭袋充滿」的福氣嗎？但我們要知道，這種福氣的源頭是
來自上帝，今天很多父母不會生下太多兒女，表面上好像失去了「箭袋充滿」
這種福氣，但對於我們這些相信上帝的人來說，因著耶穌從死裏復活，並得
著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我們這些在基督裏的人，已經得著安全穩妥的福氣。
在耶穌基督裏，上帝已經將這份安全穩妥的福氣賜給我們，並且信主的人會
永遠得到這福氣。羅馬書第 8 章保羅說沒有任何力量會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
絕！弟兄姊妹，我們要記得，原來因著耶穌基督的緣故，我們這群屬他的子
民，已經得著從上帝而來的安全穩妥。在坐中未信主的朋友，我都希望你們
能從耶穌得著這份福氣。過年期間我們有機會接觸到很多未信主的親友，當
我們得著這份安全穩妥以後，盼望我們在與親友接觸的時候，都能與他們分
享信仰，分享怎樣在耶穌裏得著這份安全穩妥的福氣，好讓他們都藉著耶穌，
同樣得到這福氣。
然後在詩篇 128 篇一共出現了四個「福」
。第 1 節：
「凡敬畏耶和華、遵
行他道的人有福了！」這「福」是什麼「福」呢？就是從第 2 節到第 6 節，
詩人寫了很多有關信主的人，遵行耶和華的道之人，他們所擁有的福氣。原
來一個敬畏耶和華並遵行他道的人，會擁有如此的福氣。包括個人、家庭，
甚至整個民族都會因著耶和華，並因遵行耶和華的道而有福。
然後聖經除了在詩篇 128 篇所提到，這些關於個人、家庭、民族、國家
的福氣，在聖經其他地方我們還可以讀到很多關於屬靈的福氣，例如約翰福
音 14 章 21 節，耶穌說：
「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
人，我父要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 「有了我的命令而
又遵守的人」就如這裏詩篇 128 篇第 1 節所說「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
人」
，它們都在說同一件事：就是遵行上帝說話的人。遵行耶穌命令的人，耶
穌應許要向他顯現。原來上帝給我們的第二種福氣就是：
「得見主面」之福氣。
很多時候我們會聽到有人說見不到上帝、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或者上帝好
像沒有聽我的祈禱。但弟兄姊妹我們要知道，上帝其實一直存在，祂亦願意
讓我們看見，只是有時我們會被其他事物，阻礙了我們的視線，以致我們看
不見上帝的面。這令我想起一首詩歌，名叫《雲上太陽》
，這首詩歌提醒我們：
在雲的上面太陽從來沒有消失。縱然有厚厚的雲，甚至是陰天，我們看不見
太陽，但我們知道，太陽其實仍然存在。所以「能夠看見主的面」亦是上帝
給我們的福氣，特別是當我們遇見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是當我們遇到困難
的時候。我相信「得見主面」實在是很大的福氣，上帝願意把這第二個福氣
賜下給我們。
然後第三個福氣是詩篇 128 篇第 2 節：
「你要吃勞碌得來的；你要享福，
凡事順利。」第三個福氣原來就是你勞碌以後，能夠享受你勞碌得來的，原
來這也是一種福氣。你曾否想過當你工作時間很長，然後在新年的時候可以
稍為休息，享用之前勞碌得來的成果，原來也是一種福氣。傳道書的作者同
樣認為，我們能夠吃勞碌得來的，是上帝給我們的恩賜。原來勞碌得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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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我們可以享受得到，所以能夠享受勞碌得來的，是上帝所賜的福氣。
今天香港人很多都是勞碌奔波，或者是「被」勞碌奔波，就例如我太太一樣。
我太太住在粉嶺，但上班的地點在葵興，她每朝六點半就要開始上班，然後
晚上九點鐘以後才回到家，她上班的時間實在十分長，她回家以後還要繼續
工作，有時甚至會工作至凌晨一點，然後早上大約五點半又起床，六點半出
門口，繼續一天的工作。她實在非常勞碌，但她說這勞碌也是一個福。 弟兄
姊妹我們要記得，原來當我們勞碌，但能享受成果，這是上帝所賜的福氣！
在第 2 節中除了提到我們吃勞碌得來的，要享福以外，還有一句說話，
就是：凡事順利。
「凡事順利」這句說話就如中國人在過年時所貼的揮春 -「萬
事如意」一樣。這是我們很常有的一種心態，因為求順境是人之常情，我們
都渴望每一件事情都很順利。但我們知道，人生並非事事順利，很多時會有
不同的波折和不同的難處。不知道你會否覺得奇怪，因為這裏明明說我們要
享福，凡事順利。但這「凡事順利」是否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呢？我們定義為
「順利」？還是在上帝的計劃當中所行的「順利」？上帝的角度與我們很不
一樣，我們所說的「凡事順利」可能就是要像我們所想像的一樣，不要有任
何差池，這就是我們眼中的「順利」
。這令我想起一位弟兄，他因為犯了謀殺
罪而被判終身監禁，然而他在監獄中信了主，他信主後十分努力讀聖經，甚
至修讀神學院之校外課程，他十分渴望能夠出獄並且進入神學院攻讀神學，
然後就可以回到監獄裏，牧養其他信了主，但未被釋放的囚友。在我看來這
個弟兄的人生非常不順利，絕對不能用「凡事順利」來形容，但在他身上的
確有很多從主而來的福氣。有時當我們未能看清全幅圖畫的時候，我們只看
這位弟兄的前半生：他如何謀殺人，然後被判入赤柱監獄終身監禁，我們會
覺得這個人必定不是「凡事順利」。 但假如今天你碰到他，又不知道他背景
的話，一定想像不到他原來曾經是個終身監禁囚犯。他的生命實在是被上帝
所賜福，他的生命雖然經歷波折，但實在是「凡事順利」
。因為靠著主，他生
命有了很大之轉變。所以我們要記得，上帝所賜給我們的第三個福氣，就是
享受生命的福氣。
第四個福氣是記在詩篇 128 篇第 3 及第 4 節，我們要特別留意第 4 節，
詩人說：「看哪，敬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這樣」是指什麼呢？就
是上文第 3 節所列舉的，一幅幸福家庭的圖畫。詩人形容：
「妻子在你內室，
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你的妻子為家庭生兒養女，是
家庭的福氣。這裏特別提到葡萄樹，葡萄是當時的人用來製酒之用，所以它
代表歡樂。這裏所形容的，就是一個充滿著歡樂氣氛的家庭。然後「你兒女
圍繞你的桌子，如同橄欖樹苗」
，除了太太為家庭帶來歡樂氣氛以外，又有很
多孩子如橄欖樹一樣， 有很多伸展開來的根，描述的是一個家庭有很多孩子
跑來跑去，十分高興的圖畫。但我再強調，這是對當時代的人而言，現代我
們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場景十分令人煩厭，但對當時的人來說這實在是耶和華
所賜給家庭的福氣。敬畏耶和華的人，要這樣得福。所以第四種福氣是快樂
家庭的福氣。今天香港的家庭出現了很多問題，我相信大家都會十分認同。
例如在家庭中大家的關係疏離，子女和父母之間的溝通非常少，我甚至聽過
有子女和父母的溝通是要透過 whatsapp 來進行。其實大家經常碰面，只是子
女在房間內玩電子遊戲或者做功課，而爸爸在廳裏看電視，但父母要找孩子
的時候不是去敲門，而是打 whatsapp，然後兒子又在房裏打 whatsapp 出來。
3

今天的家庭就是如此，大家如果有留意報紙的話會知道，家庭出現很多問題
和衝突，所以能夠享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這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福氣，這是上
帝賜給屬於他、敬畏他的人之第四種福氣。
最後一種福氣就是 128 篇第 5 節「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表面看
來好像詩人沒有點出這種福氣究竟是怎樣的福氣。詩人只強調所有福氣之源
頭都是從錫安開始，都是從上帝而來。我們看見詩人在這裏有很大的轉向和
跳躍，他之前所提的福氣，是關於個人、關於家庭，但從第 5 節我們看見，
詩人從個人、從家庭，轉到社會，這福氣是關乎國家的福氣。第 5 節下：
「願
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興旺！」第 6 節最後一句：
「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這裏是指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都從錫安得到福氣。
究竟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怎樣才能得到福氣呢？特別是在香港這
個信徒人口比例較小的情況下，福氣如何能夠臨到社群？我們知道香港基督
徒的比例是 5% 左右，而澳門的基督徒人口比例則少於 1%。上帝的福氣怎樣
能夠臨到我們的社群呢？就如這裏所說，能看見耶路撒冷興旺、平安歸於以
色列。我們可能覺得，福氣臨到我們這些信主的人身上就夠了，但請大家留
意，在五福臨門當中最後一個「福」
，是臨到整個社群。我們再看這段經文，
會留意到詩人整個部署。他首先提到關於個人的福氣，然後是家庭。上帝的
心意就是要我們這些經歷了上帝福氣的人，把福氣傳遞和帶到我們的社群當
中，好讓我們的社群都能得著這從耶和華而來的福氣。不是單單表面地說為
人帶來這樣那樣的福氣，而是我們這些經歷上帝福氣的人，將福氣帶到未認
識主的人當中。我再強調，在新年期間我們有很多機會可以接觸到未信主的
親友，我們可以彼此祝福，但願我們都能把信主而得到的福氣與身邊的人分
享。研究教會歷史的人告訴我們，信主的人所得到的福氣，實在能夠惠及社
群，令整個社群有所轉變。
我曾有機會去緬甸宣教，在過程中探訪了一處痲瘋村。它就如耶穌時代
一樣，是一個被隔離的村莊，而特別的是，從痲瘋村進去第一幢見到之建築
物，竟然是一所禮拜堂。因為所有痲瘋病人都會被安排到這痲瘋村去住，而
當地一個緬甸的基督徒老師，就因為經歷了上帝的福氣，於是每星期都到村
裏，向本來未信主的痲瘋病人傳福音，結果幾乎整條村的人都信了主。當我
去的時候，那裡一共有 12 個病人，以及他們的家庭，當中只有一個家庭仍未
信主。由於他們患有痲瘋病，即使信了主也不能到外面去聚會，所以就在痲
瘋村裏建立了教會。而那位老師就每禮拜進到禮拜堂裏去講道，牧養這些病
人。當我們去探訪的時候，也有機會與他們分享。弟兄姊妹，我們可以看見
很多不同的見證，當一個信徒經歷了上帝的福氣以後，願意與人去分享這個
福氣，就能把這「福」帶進社群中。所以第五種「福」就是將我們所得著的
福氣帶到社群當中，讓其他人、讓整個社會，都經歷到這種福氣。
「五福臨門」就是今天這段經文給我們的提醒，在新春期間當我們常常
提到「福」的時候，盼望我們都記起聖經裏提到上帝所賜給人的這五種福氣，
亦讓我們與其他人分享這從上帝而來的福氣。
張清如宣教師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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