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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五38~48义本完全义本完全
38「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39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40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41有人强逼你走 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41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42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43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3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45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46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47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48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现现现现现现现

免不了就觉得这种的做法是有点残酷 不太人道的感觉 免不了就觉得这种的做法是有点残酷、不太人道的感觉

 有些人就会说：看来这就是未受

文明熏陶教育的偿还 报复的心态而已文明熏陶教育的偿还、报复的心态而已

可可可可可可现可可」律法的义并并可全无理由」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不可不不限制报复的行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不可不不限制报复的行动
无无无无、不不不不扩张」衍衍恶性循环！

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一些摩擦 纠纷 对另外一个人或国家如果人与人之间有 些摩擦、纠纷，对另外 个人或国家

造成伤害，这边的人或国家要报复了…
如如如不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如如不可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也也可也报复不的的自律地、公平地 –
你伤我一只眼、我就伤你一只眼，，

你伤我一颗牙、我就伤你一颗牙。

如如可如如无自律无、公平无限制于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我说世间上很多无辜受难的人，必定会大大地减少。

如如现如国家认不另外一个国家亏亏、杀杀不杀不杀杀」

于是乎就出动战机 大炮 把伤害她的子民的于是乎就出动战机、大炮，把伤害她的子民的

村落、城市，夷为平地！

面面现面不成比例的报复 杀害面面现面不成比例的报复、杀害」

 你只能叹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并非止息恶斗战争的良方并非止息恶斗战争的良方

 因为人不会甘于只是用

一只眼来还一只眼、一颗牙来还一颗牙的只眼来还 只眼、 颗牙来还 颗牙的

所以所所现如所所不律法」看看看可如看无不理想」

其其其其看可其一定功用不」其其其其看可其 定功用不」

不不现如不不也没有办法」

因为人心被尝试要报复的念头、那种恨来控制，因为人 被尝试要报复的念头、那种恨来控制，

使得我们失去了理智、失去了真正的思想，

产衍不现面暴力的行动」

可无无是、很可很不现面暴力的循环。



如如也现如现如如不纠纷、国如国如如不国国」

如不可以限制于公平地偿还如不可以限制于公平地偿还 –
一只眼回报一只眼、一颗牙回报一颗牙，

其现也如不也了事吗？如也那不吗？其现也如不也了事吗？如也那不吗？

我说不会的，因为人心里的怨恨、恶毒，

不会因为对方公平地得到那个下场 而心里觉得甘心的不会因为对方公平地得到那个下场，而心里觉得甘心的，

现如面人人面不不甘心」不不不不面不

受现现受不受 况不况放下那种的恶念不。受现现受不受 况不况放下那种的恶念不

以其现如很实际不不的的」

一个人的眼睛是不是就等于另外一个人的眼睛呢？个人的眼睛是不是就等于另外 个人的眼睛呢？

比不也：宝石鉴赏师跟调音师傅傅衍不傅傅、意不」

调音师傅不以的的不」…调音师傅不以的的不 …
宝石鉴赏师」也也也以的不也」…

两个人的眼睛在实际生活上，

功能跟价值都不相等。

现现人到到到到的的明白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不是可想想那么地公平 不不不不不其不如：不是可想想那么地公平」不不不不不其不如：

1. 不能平息人心里面的那种不甘心、怨毒

2 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2. 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可以现受也：

律法是不可以缺少的律法是不可以缺少的」

可是在生命和人心的面前，律法还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律法或是法律所规范的 不过是人外在的行为 因为律法或是法律所规范的，不过是人外在的行为，

它碰不了、改不动的是人的内心
既既既既既既律法只能规范外在的行为」既既既既既既律法只能规范外在的行为

既既不教导也不可的可另一套规范外在行为的律法不。

面对不对登山宝训」可并是是是不现如参照点面对不对登山宝训 可并是是是不 如参照点…
比不也：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如如现可规范外在行为不的的–你一定要这样做」如如现可规范外在行为不的的 你 定要这样做
也不傅就耶稣的律法比旧约的律法以是沉重、难当。

为什么给人赏了右脸的耳光，

还要转过来左脸让人家打呢？还要转过来左脸让人家打呢？

如如现如可律法不也」

无无何时 何地？什么人无无何时、何地？什么人」

 只要有人打你的右脸，

你要转过来 让他打你的左脸你要转过来、让他打你的左脸
 有人拿你的衣服，你要外衣也要拿给他

 有人逼迫你走一里，无论怎么样，一定要跟他走… 有人逼迫你走 里，无论怎么样， 定要跟他走…

如如也你认不耶稣所所不」

可另外一套规范外在行为不律法不也」可另外 套规范外在行为不律法不也

 必得要按着字面去理解、解释、应用，

耶稣指出律法规范外在的行为，耶稣指出律法规范外在的行为，

这是律法的限制
 所以耶稣的教导，就不是提出

另外一套规范外在行为的律法

不既不也」耶稣的教导
不仅仅是难以遵守 甚至是可能是衍生更大罪恶的！不仅仅是难以遵守，甚至是可能是衍生更大罪恶的！

举现如举杀：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如如不理上上上、不理既既所无不耶耶」

也就现就就上抽出来说也就现就就上抽出来说 –
这是圣经所讲的、耶稣所讲的，就要如实地实行。

不管上下文 就把它套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上下文，就把它套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也有问题吗？到我我你可现可现受不现面受况…

有一个你明知他借钱是赌博 是吸毒 你要借钱给他吗？有一个你明知他借钱是赌博、是吸毒，你要借钱给他吗？

你是不现就就上看你你你借钱给他的借口和根据吗？

当然不会！这如何理解呢？当然不会！这如何理解呢？
也不能就就上把既其不上下文」

看来来无来来到到不生活当想」也：看来来无来来到到不生活当想 也

这是圣经的话、这是耶稣的话，所以我们要这样做。



耶稣也：律法是规范外在行为，这是它的限制。

的憧憬所以既既所天国的憧憬 –
登山宝训，不是另一套规范行为的律法

耶稣的言说和生平 是展现律法的精髓 耶稣的言说和生平，是展现律法的精髓」

 通过耶稣的讲论，使粗糙的素描，能够成为一幅杰作

 通过耶稣的讲论 让荒诞的情节 零落孤清的舞台 通过耶稣的讲论，让荒诞的情节、零落孤清的舞台，

有分于那旷世的戏剧

其其如如面旧约圣经读可读 可不也其其如如面旧约圣经读可读现可不也」

就算是旧约 – 律法的根本，

也不是诫命规条的本身也不是诫命规条的本身。

如如读可再细一点」

旧约的律法 也不仅仅是规范外在行为旧约的律法，也不仅仅是规范外在行为，

而是让我们看清楚那赐律法的上帝。

如可不那如耶稣也：如可不那如耶稣也：

「我不是来废掉律法，而是来成全律法」不意的。

耶稣的其否定律法」只可只看现不其现只现就的的

单单看成 种规范外在生活的律法单单看成一种规范外在生活的律法，

忘了律法真正的精神、憧憬、精髓。

真正的律法可是是现是是：真正的律法可是是现是是：

 自己是属于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

 他自己、别人、所有一切 他自己、别人、所有 切，

都是这位创造主所创造的

所以不所所所」是要要要如受无、那那无一起生活」所以不所所所 是要要要如受无 那那无 起生活
要如受无现看活出天父创造的那个旨意。

耶稣并的其否定旧约律法」耶稣只可就其只现现如耶稣并的其否定旧约律法 耶稣只可就其只现 如

原来应该有的开始点，迈向那个从旧约已经彰显的憧憬。

旧旧人不十诫」旧旧 不 诫
前四诫讲得很清楚，生活、信仰以这位神为中心的

 接着下来的诫命，都是环绕以神为生活中心的信念，

开展出来的生命！

耶稣看既现面规范的缺乏」

所以耶稣来可是是只到是是 真正的律法是怎么样的所以耶稣来可是是只到是是 –真正的律法是怎么样的，

这是为什么他说「我要来成全律法的意思」。

的的不关注」不可冷漠死硬的规范」的的不关注」不可冷漠死硬的规范」

不不的的因自己如别人连起来」

现看活出神神神不神意。看活出神神神不神意

所以律法的精意 – 不在于技术性的解释，

或是说赔偿的方程式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或是说赔偿的方程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的的不精意可来对：如看是自己和别人」

活出天父创造尊严的价值和憧憬。活出天父创造尊严的价值和憧憬

如如到到的的凝视天父、以以只所以以不憧憬不也」

 就会明白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 就会明白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

发怒、奸淫、休妻、起誓、报复、…的教导

 也会明白耶稣所讲的看起来是很难遵守，会明 耶稣所讲的看起来是很难遵守，

其实他直指的是人心回归天父的心意

耶稣讲的不是一些担子，

耶稣所不可：你的不的看见天父的慈容耶稣所不可：你的不的看见天父的慈容」

 就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其他的人

 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你的生活、生命、态度，会不一样呢？

既既耶不可现现如」所以耶稣启迪世人：既既耶不可现 如 所以耶稣启迪世人：

 认识自己和他者，都是天父儿女的身分

 可以摒弃暴力的循环，努力勇敢地宣扬、活出、争取可以摒弃暴力的循环，努力勇敢 宣扬、活出、争取

所有人都应该有的尊严、平安、恩典

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左脸也让他打，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左脸也让他打，
现受不也」感就强权似似可主宰、掌掌现掌不掌无当想」

耶稣告告到到：告告到到

天父的儿女可以主动无、创意无受苦」

让权势突然间看见自己以为掌控，

不过是借着向他者施暴、压抑自己内心的恐惧而已。



所以耶稣的教导绝并必须如此行的律法」

更不可化解逼迫之苦不不的的更不可化解逼迫之苦不不的的。

没有理由假设每一个施暴的人、或权势，

都会因为瞥见生命而回转的都会因为瞥见生命而回转的。

来不同的处境当想」神的儿女是各各其各各不原因、量度、

创意」其智慧无也见证、回应」甚不漂流、逃避。创意 其智慧无也见证 回应 甚不漂流 逃避

耶稣也： 「有人打你右脸，转过来，让他打你的左脸。」

不可必须如此行不的的」况可是他的子民到到是是」不可必须如此行不的的」况可是他的子民到到是是」

我们可以创意地、主动地受苦，

使得施恶的人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回转、悔改。使得施恶的人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回转、悔改。

可可到到不能假设每现如每每每每不现受杀」

所以我们不能在任何处境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在任何处境当中，

有人打我们的右脸、转过来左脸给他打。

到到我我是其属灵的智慧」到到我我是其属灵的智慧
辨识来到到不处境当想应该怎么行。

其其来新约人」看现也不看可可每现如耶稣的跟从者每可

有人打他的右脸 转过来左脸让他打的有人打他的右脸、转过来左脸让他打的，

不不不例证到到看现」当面对逼迫不可的、只到逃跑。

使徒行传也看现 当当不受逼迫可使徒行传也看现 – 当当不受逼迫可」

 没有站在那儿让别人继续逼迫他们，

定有这样的基督徒 使徒一定有这样的基督徒、使徒

 有更多，是逃避、漂流，不等于他们是不属灵，

而是在他们的处境当中 有他们的决定而是在他们的处境当中，有他们的决定

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给他打左脸，
不是律法、不是规矩 –你必得要这样行的。不是律法、不是规矩 你必得要这样行的。

看来现35~38也看现很读现来面对逼迫不可的」

不面面不不的看逃避：不面面不不的看逃避：

看来现35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到到也可很大大既既所也不继续忍受下去。

看来现36~38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
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 受试探 被刀杀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来希伯来书、使徒行传」来希伯来书 使徒行传
我们看到不少的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

有些选择继续地忍受、有些选择漂流，

你你你要如也不对你？

关键可耶稣所说不：

 不是律法、不是强加于我们，

不是在不同处境底下都要这样做的

况可希望到到、启发到到」

在我们的处境当中能够用我们的智慧，

主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活出天父的心意

当当印度不甘地」来在在印度脱离英国殖民地不不的想」

他说他受到耶稣登山宝训的启发 采取非暴力的政策他说他受到耶稣登山宝训的启发，采取非暴力的政策，

回应殖民地政府就是英国政府给他们的逼迫。

如不可有人打他的右脸 转过来左脸让他们打」如不可有人打他的右脸、转过来左脸让他们打」

英国殖民地的警察，就用皮带、棍、…
他们就让他们用残暴的行为施予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让他们用残暴的行为施予他们的身上。

可可当现只新闻照片、纪录片」

回回现西方、英国本地可」也其很读现来耶：回回现西方、英国本地可」也其很读现来耶：

我们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国家吗？

基督教圣公会不是就所谓的国教吗？基督教圣公会不是就所谓的国教吗？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

现面有人打你右脸、转过来让他打左脸不生命」成不感染」现面有人打你右脸、转过来让他打左脸不生命 成不感染
 看起来好像毫无力量，被人家施暴再施暴一种情况

 竟然转过来让施暴的人看得到自己的虚伪、可怜竟然转过来 施暴的人看得到自 的虚伪、可怜

现到看」印度也脱离殖民地、成不现如独立的国家！



类似不受况也傅衍神国类来当现黑人民权运动」类似不受况也傅 神国 来当现黑人民权运动
其想不其其马丁路德金恩」那好印度不甘地现受」

受不既既登山宝训不的傅–
 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民权

 启发了那一代很多很多的人

每 如弟兄姐妹 每 如朋友到可每现如弟兄姐妹、每现如朋友
来不同的处境」每不现受」

祈求主给我们有智慧 有力量祈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有力量，
 知道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怎样可以活出天国子民的身分怎样可以活出天国子民的身分

勇勇无是周遭的人的的看能能–
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天父的心意是什么！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儿子的教导，
再 次让我们看见律法的宝贝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律法的宝贝 –

你的情爱、你救赎的计画。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清楚的把握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清楚的把握 –
我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身上、也放在别的身上，

使得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觉得非常非常地疲乏、困倦。使得我们在信仰的道路 觉得非常非常地疲乏、困倦。
今天听到你儿子的话，说要成全律法，

让我们看见律法的精髓、就是能够认清天父的慈容，
也因为这样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在艰困的处境当中，

还是可以靠着主给我们智慧和力量，活出天国子民的身分。

我们知道这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们祈求主继续地赐给我们力量、智慧，
也赐给我们彼此能够互相地勉励 肯定 加油也赐给我们彼此能够互相地勉励、肯定、加油。

把每一个观众朋友在主的面前的决志和祷告，
都交托在主的手里。

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