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生永世的福 (II) 蒙憐恤



引言 : 神國子民的福



長壽 Longevity；

富貴 Wealth；

康寧 Health；

好德 Love of virtue；

善終 Die a natural death, Good ending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You make known to me the path of life; 

you will fill me with joy in your presence, 

with eternal pleasures at your right hand. 

詩篇 Psalms 16:11



長壽 Longevity；
富貴 Wealth；
康寧 Health；
好德 Love of virtue；
善終 Die a natural death, Good ending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馬太福音5:7 )



<一>憐恤的定義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馬太福音5:7 )

ἐλεήμων (eleēmōn 1655)

merciful, actively compassionate, not merely unhappy for 

the ills of others (which is οἰκτίρμων (oiktirmōn 3629)) but 

desirous of relieving them; not merely pity, but beneficent 

aid promptly applied. 

憐恤，仁慈，積極富有同情心，不僅對他人的病痛難過
（οἰκτίρμων (oiktirmōn 3629)），而且渴望減輕他們的
痛苦；不僅是可憐，而且儘快地給予善意的援助。



<二>憐恤的榜樣



25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
承受永生？」 26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什麼？你念的是
怎樣呢？」 27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
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28 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
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29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
「誰是我的鄰舍呢？」 30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
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
就丟下他走了。 31 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
那邊過去了。 32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
那邊過去了。 33 唯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
動了慈心， 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
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裡去照應他。 35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
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 36 

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 37 他說：「
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路加福音10:25-37



<三>憐恤的必要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雅各書 2:13



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
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
我們。 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13 不叫
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
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14 你們饒恕人的過
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15 你們不饒恕
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馬太福音6:9-15



21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
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 22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
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23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
算帳。 24 才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 25 因
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
的都賣了償還。 26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啊，寬容我！
將來我都要還清。』 27 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
，並且免了他的債。28 「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
兩銀子，便揪著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
』 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吧！將來我必還清
。』 30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裡，等他還了所欠的債。 31 眾
同伴看見他所做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 32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33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
你嗎？』 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
債。 35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
你們了。」

馬太福音18: 21-35



<四>憐恤的祝福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馬太福音5:7 )



<五>蒙憐恤的路徑



馬太福音 15: 32-38

32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裡已
經三天，也沒有吃的了。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回去，恐怕在路上
困乏。」 33 門徒說：「我們在這野地，哪裡有這麼多的餅叫這許
多人吃飽呢？」 34 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他們說：「有七
個，還有幾條小。」 35 他就吩咐眾人坐在地上， 36 拿著這七個餅
和幾條魚，祝謝了，掰開，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 37 眾人
都吃，並且吃飽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裝滿了七個筐子。 38 吃的
人，除了婦女孩子，共有四千。

馬可福音 1:40-42

40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求耶穌，向他跪下，說：「你若肯，必能
叫我潔淨了。」 41 耶穌動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說：「我肯，你
潔淨了吧！」 42 大痲瘋即時離開他，他就潔淨了。



路加福音 7:12-15

12 將近城門，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
他母親又是寡婦。有城裡的許多人同著寡婦送殯。 13 主看見那寡
婦，就憐憫她，對她說：「不要哭！」 14 於是進前按著槓，抬的
人就站住了。耶穌說：「少年人，我吩咐你，起來！」 15 那死人
就坐起，並且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



馬太福音9:35-38

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
治各樣的病症。 36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
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37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 38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
莊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