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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八21~35饶恕：公式？义道！饶恕：公式？义道！
21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22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23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24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24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 个欠 千万银子的来。
25因为他没有甚么偿还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26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
『主啊 宽容我 将来我都 还清 』『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27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太十八 21~35饶恕：公式？义道！饶恕：公式？义道！
28「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29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
『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30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31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31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

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32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33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 所欠的债34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35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在在在在，我我 十十十 是是是是教会操作的的的，

讲教会里面的那 种的纪律讲教会里面的那一种的纪律，

甚至讲教会里面有矛盾、有冲突，

需要饶恕的时候需要饶恕的时候，

究究是在究究究究的图画、憧憬？

马太福音的的的的的马太福音的的的的的，

饶恕不等于忘记，

To forgive is not to forget，To forgive is not to forget，
的面罪、群体不不不扭曲，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不是逃避面对罪的借口

不不应真诚、信实、祷告来面来，不不应 来面来

叫隐藏的罪和不义，不不滋生苦毒和恶行，

 让生命 – 个人的生命，得到真正地挽回
 让生命– 群体的生命，真正地得到建立



这样的憧憬很好，怎么达致呢？

如果得罪我的人 犯再犯 又怎么样呢？如果得罪我的人一犯再犯、又怎么样呢？

这是在究这这的这这，

彼得我：七次可可可？彼得我：七次可可可？

彼得的问题反反的不反反是反

个人的关注 也也是很多人的纠缠个人的关注，也也是很多人的纠缠。

犹大拉比就就的这究这这，

有一些我饶恕三次 有的说饶恕七次有一些我饶恕三次、有的说饶恕七次

 说饶恕七次的也有不同的版本…
饶饶同一个人，每每每不饶饶每每饶饶同 个人 每每每不饶饶每每

每一椿的事情，饶饶每每是在饶

无的是三次或是七次、或是不同版本的每每，无的是三次或是七次 或是不同版本的每每

基基在基基是基基的基基，

也就是饶恕是可以约化成为公式的，就是饶恕是可 约化成为公式的，

你可以套进去、就得到答案了。

无的三次、七次、或不同版本的七次，

耶稣所我的七十个七次 也是也究的也也耶稣所我的七十个七次，也是也究的也也，

这种的解经、理解，基本跟拉比的讲法没有太大的分别，

也就是饶恕，是可可成为公式的。也就是饶恕，是可可成为公式的。

饶恕真的是可以变成公式吗？

耶稣马在就应马 究比喻：耶稣马在就应马在究比喻：

一个人欠马欠的欠，高达天文数字，

这样大的数目 是怎么样可以免了呢？这样大的数目，是怎么样可以免了呢？

那个人当然没有力偿还，

因为根本不能偿还，主人就免了他的债。因为根本不能偿还，主人就免了他的债。

是于也于，是在究欠他十两银子的，

换算大概是一百个银币、三个月的工资。换算大概是 百个银币、三个月的工资。

这这欠主人天文数字的朋友，

反是另外的一个人欠他三个月的工资，反是另外的 个人欠他 个月的 资
他因为没有办法偿还，而被这个人把他拿到监狱里去。

主人知知这知也也就很生气，

面这欠反每对对对的对我：面这欠反每对对对的对我：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

像我怜恤你吗？像我怜恤你吗？？

主人将这究对下了监，并并并并：

「等他还清所欠的债。？等他还清所欠的债。？

这对不这这每对对对的欠可？应该不能，

这个不能怜恤人、不愿意免人债的人，这个不能怜恤 、不愿意免 债的 ，

他将要永远地囚在欠债的监牢里！

被南非政府囚囚 27 年的民权领袖被南非政府囚囚 27 年的民权领袖
曼德拉，在 1989 获释。

重重重重的曼德拉我：重重重的曼德拉我

「当我走出闸门、奔向自由之际，

我知道如果

我不放下苦毒和憎恨，我依然被囚在监牢里。？

饶恕不是不不、对不、公公，

「我的弟兄得罪我 当饶恕他几次呢？「我的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这是在究错误的问题！饶恕是果子、不是公式，
 饶恕的果子是由饶恕的种子孕育而成长的 饶恕的果子是由饶恕的种子孕育而成长的，

未能饶恕的人、也难以经历天父的饶恕

 没有完全明白天父饶恕、怜悯的 没有完全明白天父饶恕、怜悯的，

也不能产生怜悯的心去饶恕别人

所可耶稣我：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所可耶稣我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饶恕从来不是在从容易的事，就好像有人打你的右脸、饶恕从来不是 从容易的事 就好像有人打你的右脸、

转过来让他打另外的一脸 (太太39)。

这究这这同样地不容易。这究这这

饶恕不是律法、不是公式，
饶恕是生命的感悟、体认，饶恕是生命的感悟、体认，

基是对可可、也不不不勉强别人饶恕。



路十每4~5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你总要饶恕他。
使徒对主说 「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为什么需要信心呢？信心
当我当饶恕在究对的于一，

你不知知反会不会再犯？

你你你你靠着信心来饶恕反。

所以必须要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

使得我们能够怜悯别人、饶恕别人。

不不饶恕变变在究方程式，我当就在的我我基的的

 算着那个我们饶恕的人，他现在到了几次

 已经是最后的一次了，他再得罪我的时候，

我就如何如何...
这不是耶稣所说的饶恕、这不是彰显天父的饶恕，

所可饶恕是需你信心！所可饶恕是需你信心！

在马太福音的的，耶耶的讲论、比喻告告我当，

饶恕是体察天父的心肠的 种生命饶恕是体察天父的心肠的一种生命

饶恕不是易路，是瞥见天父的面容，

通往天国的义路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通往天国的义路 –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饶恕你你你面对艰困被受伤的人，

体体天父的心肠 凭凭信心体体天父的心肠，凭凭信心，

在神的爱、怜悯里面去饶恕别人。

为于为为 我当不能勉强别人饶恕为于为为，我当不能勉强别人饶恕，

不能能的也也就是为他们祷告，

 帮助他们能够看见天父的慈容 帮助他们能够看见天父的慈容

 知道自己也是被怜悯、被饶恕的那一个

 然后可以学习靠着信心、 然后可以学习靠着信心、

在主的爱里面，去饶恕别人

饶恕不是在究律法、不是在究方程式，饶恕不是 究律法、不是 究方程式，

基是没没勉强、基是没没强迫。

是对是在每找你寻求帮助的于一，也也

你能够做的 就是跟他好好地 起祷告 你能够做的，就是跟他好好地一起祷告
 你应该做的，就是让他有机会体会、看见

天父的慈容 而不是强迫他去饶恕天父的慈容，而不是强迫他去饶恕
饶恕你你你必究

将要饶恕别人的人的的的，将要饶恕别人的人的的的

体会每父的恩情、瞥见每父的慈容。

当不，观观观观是不也的观观、是不也的有没，当不，观观观观是不也的观观、是不也的有没，

不知知是基是「被免债？的观观，

就好像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欠债的，就好像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欠债的，

被免债、被赦免、被饶恕了，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经历？

是基是「免人债？的观观的？

最明显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

体会我们被主怜悯、饶恕、赦免的那种经历

是基是「饶恕别人、免人债？的观观的？

如果说我们面对一个不断得罪我们的人，

那种的免债，是怎么样的一种经历？

「想免、可是可免不了？的

那种经历、那种挣扎

是基是 有我当有有是基是在有我当有有

「很不容易要免的债？ ，

在我们生命里面 直地纠结 放不下来？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地纠结、放不下来？

我我在这我的观对的的我我当有我：

一个不容易面对的生命的现实，

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都会经历到的，

不是我们需要饶恕别人，
就是我们自己要经历被饶恕。



耶稣的这究讲讲讲是彼得的一个问题：

「主啊 我当饶恕几次呢？「主啊，我当饶恕几次呢？ ？

必究真实的这这，的的是在我当的的的的的的面的困境，

耶稣没有用方程式 用律法式地回答耶稣没有用方程式、用律法式地回答，

耶稣只是希望彼得、所有读马太福音的人，

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困难、甚至伦理议题时面对这样 个大的困难、甚至伦理议题时，

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看见天父的面容，
使有我当知知：使有我当知知

怎么样去面对伤害我们、或是被我们伤害的人。

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可是这是这不是 条容易走的道路 可是这是

 走在天国道路上寻求他的国、他的义的义路
 上帝的子民、耶稣的跟从者，都要走这条义路

亲亲的观观观观，希希这在十的观对不能帮助我们
在面对真正的艰困的时候，有从神那里来的怜悯、恩慈，在 对真 时候，有 神那 来 怜 、 慈，

使得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建立、群体也能够得到建立。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地来到你的面前，
是因为我们的确发现是因为我们的确发现 –

饶恕的功课是那么地困难、是那么地不容易。

谢谢主 借着你自己的儿子谢谢主，借着你自己的儿子，
再一次地让我们看见饶恕

不是一种方程式、不是死硬的律法规条，，
饶恕是一种生命的体会、是生命的感染、是生命的更新，

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位的观众朋友，
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挣扎的里面，可以瞥见天父的面容。

因为瞥见天父的面容，我们尝过被饶恕的那种甘甜，
我们靠着信心 在主的恩慈的里面 可以饶恕那些我们靠着信心、在主的恩慈的里面，可以饶恕那些

有过犯伤害我们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同事。

求主帮助我们 也特别帮助现在正在这种挣扎的观众朋友求主帮助我们，也特别帮助现在正在这种挣扎的观众朋友，
让他们能够经历耶稣的同行，看见天父的慈容。

我们这样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