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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假冒為善和真正敬虔：施捨、禱告和禁食(6:1-18)

一、假冒為善概論：

假冒為善和假冒為善的人這兩個詞，在新約聖經中出現過 23-27 次，馬太福音中最多，14-16 次，23
章中有 7 次，登山寶訓中有四次，而在(6:1-18)這一段中就占了三次，是在耶穌論述三個事例，即施
捨、禱告和禁食時分別出現的。如果說在前一章(5:21-48)中，耶穌提出六個事例，用對比的話說的方
式，來闡釋律法一些主要內容的精意，向門徒表明祂是如何成全律法的，門徒應當如何在人際關系

中遵行律法；那麼第六章 1-18 節這一大段，就是耶穌通過另外三個事例：施捨、禱告和禁食，用假
冒為善的人(偽君子，原意為演員，不是真實、真正的本人)的行為，與“你們”(耶穌的門徒、天國
的子民)當有的行為一一對比的方式，來進一步教導門徒，什麼是對神真正的敬虔，警戒門徒不要墮
入假冒為善的陷阱。

1、總的警戒：“6: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

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6:2 所以，……(對以下所有的教訓，不只是施捨)。”
“你們要小心”：是複數、命令時態、現在式，告誡天國的子民必須共同努力，持續地遵守教訓，

謹防假冒為善，這是嚴重的任務。

2、善(行)與義(行)：6:1 的善事(單數)的原意就是(公)義、義行，在登山寶訓中共有 5 次：5:6, 5:10,
5:20, 6:1, 6:33，只在這裏譯為善事(可能受下面的翻譯假冒為善有關)，其它都譯為義，其它中文譯本
連這一次也譯為義，英文幾乎都是 righteousness，也是羅馬書中講因信稱義時大量用到的義。譯為善
不能說不對，因為善和義很難分割(善事一定是公義的，而公義也不可能來自惡)；而且神不僅是唯一
的義者，也是唯一的善者(太 19:17)，義和善都是來自神的。從善事和義的關聯就可看出，這一段關
于假冒為善和真敬虔的教訓，是與前面第五章的教訓有聯系的。前一章教訓側重在人際關系中義的

彰顯：愛、清潔和誠實；而(6:1-18)這一段教訓則側重在與神的關系中義的體現：只為暗中的父。施
捨、禱告、禁食，被稱為猶太人信仰敬虔的三大柱石，當時已被極大地歪曲、扭曲、污染了，所以

耶穌特別著重這三方面的撥亂反正。

3、假冒為善的動機：
假冒為善就是以人能看見的善行、公義，來掩飾內心的邪惡、污穢，如同粉飾的墳墓(太 23:27-28)；
嘴唇尊敬神，心卻遠離神(太 15:7-9)。其動機：得人榮耀(賞賜)，享受自義(路 18:9-14，自言自語、
自聽自享的禱告)。

4、假冒為善的要害：不在外表善的表達(在何處、何表達) ，而在內心惡的本質：故意叫人看見(聽
見、知道)善行。
真正的義、善(在神面前、只為著神)，不是由人的行為本身決定(一般宗教和慕道友甚至初信者的看
法)；而是由人內心的動機和源頭所決定。義，導致行義(從因信稱義到因信成聖)；而不是行義，導
致義。(相反情形：我們是罪人，所以去犯罪；而不是我們犯了罪，才成為罪人(除了亞當夏娃)。無
真正、正確的義(因信稱義)，無法行義。不是發自義、善源頭(神)的義行、善行，也毫無價值。

5、假冒為善的結果：得人榮耀，自我享受，卻惹神怒，有禍了！(太 23章，共七次，完全數字！)
除了施捨、禱告、禁食之外，讀經、聚會、傳福音、作見證、事奉……，也都有類似的問題。

“對聖潔要求越高，假冒為善的機會也越多(為什麼？)。正因為這樣，我懷疑：在宗教領袖中這種假
冒為善的危險可能是最嚴重的。”——卡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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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三個典型的宗教性的假冒為善：施捨、禱告和禁食，從動機目的到行為表現，一直到最後結

果，都作了針鋒相對地教導。

小結：行善(義)是以人(自己)為中心，還是以神為中心；是為人的榮耀，還是為神的榮耀；是為得人
的賞賜，還是得神的賞賜。

二、論施捨(6:1-4)：施捨與前面八福中的憐恤(5:7)的原文，字根相同發音相近，可以說，施捨就是一
種憐恤的行動。

1、上帝要我們施捨：申 15:11，詩 41:1，箴 19:17“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
華必償還。”世上有什麼能比借給宇宙主宰更尊貴、更不配、更有福！

施捨，不是借，而是白白地、不期望償還的付出，純粹出于愛的犧牲。上帝要我們施捨就是說，任

何超越人間正常責任的付出，都是天國子民的正常責任。正像甘愿捨棄人間合法的權利，也應該是

天國子民正常的責任，因為捨棄權利也就是一種施捨。當我們甘愿捨棄時，宇宙的主宰卻認為不是

白白的，是借給祂了，祂必償還，祂必報答，何等奇妙、何等尊貴、何等不配，這是屬天的、屬靈

的辯證法，這是神聖愛的真諦。

2、假冒為善的施捨——吹號的施捨：
古代的吹號是影響最大、最迅速、最直接的宣告(敬拜、戰爭、主再來)。“在會堂裏和街道上”：代
表聖俗兩方面；吹號：兼有字面含意和象征意義。所以吹號的施捨就是自我表現、自我享受、竭力

吹噓、得人榮耀的施捨，聖俗兩方面的榮耀都要。今天當然沒有人會吹號了，是否用其它方式？值

得我們反省，人心是極其詭詐的。

3、真正敬虔的施捨——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施捨：
（1）熱誠的施捨：主要工作的右手盡量付出。
（2）隱藏的施捨：左右手都互不知道，別人還能知道嗎？毫不誇耀、吹噓的施捨。
（3）忘記的施捨：左右手同為一體而不知道，表明不看重、不計較自己的施捨 。所以對施捨要不但
不讓人知道，而且不要念念不忘、自我欣賞、回味、享受。

“If we remember, God will forget; but if we forget, God will remember. 我們記住，神必忘記；我們忘
記，神會記住。”約翰.麥卡瑟
（4）施捨與信心：太 6:33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5）施捨的結果：“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6:4)。

徒 20:35: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
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 bu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
生活賴所得，生命繫所捨。——丘吉爾

三、論禱告(6:5-15)：（這裏先對禱告作一般的討論，第八課和第九課再討論“主禱文”(主教導我們
的禱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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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禱告的考驗與試探：每個基督徒都知道禱告的重要，但是又最容易輕忽禱告、不愿禱告。一個簡
單的測試：常說禱告如呼吸，請問：你不呼吸能持續多久？禱告呢？每個基督徒都知道禱告是與神

交流，神是中心，但是又最容易陷入討人喜歡和為自己的試探和誘惑之中。禱告是人與神真實關系

的考驗，禱告是人與神親蜜程度的測試。
.
2、假冒為善的禱告：
（1）炫耀自己、表現自義的禱告：是為了得人的賞賜(會堂裏、十字路口)

（2）堆砌詞句、徒有形式的禱告：以為神會聽的禱告(重復、話多)

3、真正敬虔的禱告：
（1）動機——禱告暗中的父：不論公禱、私禱，完全以神而不是以人為中心。當然操練不易，特別
是公禱，很容易受別人影響，一方面羨慕和模仿別人，同時也想得到別人的羨慕和模仿。我自己就

是這樣，只能求神憐憫、幫助，不斷努力，逐漸克服。

（2）方式——用心靈和誠實：不論話多話少，也不論是否重復，是否漂亮動聽，重在心態。
（3）內容——按神心意禱告：見主耶穌教導的禱告範例。
（4）提醒——必須重視私禱：注意 6:5節中的“你們”和 6:6節中的單數“你” (自己個人和神的關
系)。每天好的私禱，是一切禱告的開端、基礎和保證，因為這是枝子常在葡萄樹上的表現。你一天
私禱的時間有多少？質量如何？

（5）結果：“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6:6)。(第二次)

四、論禁食(6:16-18)：禁食，在耶穌和初期教會時期，都是經常性的。

1、禁食的精意：為敬拜、感恩、悔罪、祈求，而刻苦己心、專一禱告。
舊約：利 16:29-31，23:27-32，民 29:7；
新約：繼承、發展。太 4:2，徒 13:2-3，可 2:19-20。

2、假冒為善的禁食：法利賽人每周兩次(路 18:12)。故意叫人看出，為了得人賞賜。動機不對，失去
意義。

3、真正敬虔的禁食：

（1）完全以神為中心，按神的心意，以心靈和誠實與神親近、專心禱告。不受人的干擾，不叫明處
的人看出，只討暗中的父喜悅。

（2）平時吃喝為神榮耀(林前10:31)。亞7:2-6：“……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豈是
絲毫向我禁食嗎？你們吃喝，不是為自己吃，為自己喝嗎？”平時吃喝為自己，禁食也就是為自

己。

關鍵是人，不在行為。Not doing, but being.

4、敬虔禁食的結果：“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6:18)。(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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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不要把屬靈的美好操練(施捨、禱告、禁食、讀經、事奉、奉獻、愛人......)，變成表演敬虔的機會，
謹防操練敬虔時，自我張揚、得人賞賜，或者暗自回味、自我欣賞的誘惑試探，否則沒有任何意義

和價值。時時牢記，重在我心，不在我行。

同時，也要避免因為我們時有軟弱，達不到像天父的完全而氣餒(有誰能在今生達到呢？)，甚至作為
借口放松對誘惑試探的警惕，原諒自己，與罪妥協，同流合污，不去努力出代價操練敬虔。不論我

現在處于什麼階段，也不論有多少軟弱跌倒，只要坦白真誠地向天父敞開自己(只有本人和神知道我
們的真心實意)，祈求聖靈光照幫助，竭力因信操練成聖，努力付出代價向著標竿直跑，必會不斷向
神的完全天天進步。

主耶穌三次以“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作為結束，並且都是單數的“你”，提醒我們在自

己個人的私生活中，時時刻刻要有活在暗中察看的父面前的敬虔之心。

明暗一樣、表裏如一地活在神面前(coram Deo)，是敬虔的真意，也是“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
事謝恩” (帖前 5:16-18)的真諦。出聲的禱告，自己跪下敬虔的禱告，或者公禱都非常好，都是我們
要重視、要學習、要操練的。但是我想保羅講的不住的禱告主要是指我們每個人在暗中，也就是別

人不知道的，用心靈與神時時刻刻相交的私禱，這就是活在神面前(coram Deo)。這是需要我們用毅
力持之以恒的學習、操練，才能不斷進步的。久而久之聖靈必然會更新我們、翻轉我們。

祈禱不僅是一種操練，更是一種生命，一種生活。(Osward Chambers,章伯斯)

六、課後作業：

1、在行善和事奉中，你怎樣對待肯定會常常冒出來的討人喜歡、暗自欣賞、反復回味的念頭？

*2、暗中行善和光照人前(5:16)是否矛盾？作施捨的見證來彼此激勵更好地捨己愛神愛人榮耀神，是
否違背了施捨應當行在暗中不為人知的教訓？

*3、私禱與公禱(特別是禱告會)有什麼共同點？有什麼不同點？有什麼聯系？在神面前安靜反省自己
的禱告生活，檢討如何改進。

*4、神既預知預定一切，也會看顧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為何我們還要祈求？

5、你是否有過禁食的經歷？學完本課以後，今後在操練禁食方面，有什麼想法、計劃或者問題？

6、請預習下次課的經節(6:9-10)，背誦主教導我們的禱告。為什麼耶穌要把“愿人都尊袮的名為聖”
放在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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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coram Deo” http://www.ligonier.org/blog/what-does-coram-deo-mean/

What Does “coram Deo” Mean?

R.C. Sproul

I remember Mama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her hands poised on her hips, her eyes glaring with hot coals of
fire and saying in stentorian tones, “Just what is the big idea, young man?”

Instinctively I knew my mother was not asking me an abstract question about theory. Her question was not a
question at all—it was a thinly veiled accusation. Her words were easily translated to mean, “Why are you
doing what you are doing?” She was challenging me to justify my behavior with a valid idea. I had none.

Recently a friend asked me in all earnestness the same question. He asked, “What’s the big idea of the
Christian life?”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overarching, ultimate goal of the Christian life.

To answer his question, I fell back on the theologian’s prerogative and gave him a Latin term. I said, “The
big idea of the Christian life is coram Deo. Coram Deo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the Christian life.”

This phrase literally refers to something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presence of, or before the face of, God. To
live coram Deo is to live one’s entire lif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God, to the glory
of God.

To 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is to understand that whatever we are doing and wherever we are doing it, we
are acting under the gaze of God. God is omnipresent. There is no place so remote that we can escape His
penetrating gaze.

To be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is also to be acutely aware of His sovereignty. The uniform experience
of the saints is to recognize that if God is God, then He is indeed sovereign. When Saul was confronted by
the refulgent glory of the risen Christ on the road to Damascus, his immediate question was, “Who is it,
Lord?” He wasn’t sure who was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whomever it was, was certainly sovereign
over him.

Living under divine sovereignty involves more than a reluctant submission to sheer sovereignty that is
motivated out of a fear of punishment. It involves recognizing that there is no higher goal than offering honor
to God. Our lives are to be living sacrifices, oblations offered in a spirit of adoration and gratitude.

To live all of life coram Deo is to live a life of integrity. It is a life of wholeness that finds its unity and
coherency in the majesty of God. A fragmented life is a life of disintegration. It is marked by inconsistency,
disharmony, confusion, conflict, contradiction, and chaos.

The Christian who compartmentalizes his or her life into two sections of the religious and the nonreligious
has failed to grasp the big idea. The big idea is that all of life is religious or none of life is religious. To
divide life between the religious and the nonreligious is itself a sacrilege.This means that if a person fulfills
his or her vocation as a steelmaker, attorney, or homemaker coram Deo, then that person is acting every bit
as religiously as a soul-winning evangelist who fulfills his vocation. It means that David was as religious
when he obeyed God’s call to be a shepherd as he was when he was anointed with the special grace of
kingship. It means that Jesus was every bit as religious when He worked in His father’s carpenter shop as He
was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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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is found where men and women live their lives in a pattern of consistency. It is a pattern that
functions the same basic way in church and out of church. It is a life that is open before God. It is a life in
which all that is done is done as to the Lord. It is a life lived by principle, not expediency; by humility before
God, not defiance. It is a life lived under the tutelage of conscience that is held captive by the Word of God.

Coram Deo … before the face of God. That’s the big idea. Next to this idea our other goals and ambitions
become mere trifles.

R. C. Sproul芝加哥的廣播頻段和時間，網站：http://www.ligonier.org
WYLL AM 1160 M-F 9:00 AM, 8:00 PM Chicago IL

附錄二：關于私禱的一些論述

許許多多的人忽視私禱。私禱純粹是神和我們心靈之間的私事，是別人看不到的。所以我們面臨的

一个試探，就是對私禱的不重視和不去做。 ——J. C. Ryle萊爾(1816~1900，England)
I believe there is a vast neglect of private prayer.  It is of those private transactions between God and our
souls which no eye sees, and therefore one which men are tempted to pass over and leave undone.

所有的美善都是發自密室，都是從那裏涌出，基督徒正是從那裏得到它们。但是，如果基督徒輕忽

了他的密室，從那裏奔出的將是所有的邪惡。一個把密室遺棄的人，不可能在恩典中長進。

—— C. H. Spurgeon司布真(1834-1892，England)
All good is born in the closet, all good springeth from it; there the Christian getteth it; but if he neglecteth his
closet, then all evil comes of it. No man can progress in grace if he forsakes his closet.

禱告是在密室而非教室中學習的。 ——E.M.Bounds邦茲(1835-1913, USA)
Prayer is not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but in the closet.

我們私下的失敗，遠在公開的失敗之前。 ——J. C. Ryle萊爾(1816~1900，England)
Men fall in private long before they fall in public.

當你讀到亞伯拉罕為所多瑪祈求的事例時，你能說你已為倫敦代求到這個程度了嗎？當你讀到雅各

在亞博渡口邊時，你能說你曾經花過一個小時，遠小于一個晚上的時間，與天使摔跤嗎？不禱告的

風氣是這個世代最糟的現象之一。 —— C. H. Spurgeon司布真(1834-1892，England)
Could you read the story of Abraham’s interceding for Sodom and say that you have interceded for London
like that? Can you read of Jacob at the brook Jabbok and say that you ever spent an hour, much less a night,
in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 The prayerlessness of this age is one of its worst sig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