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日，你们
什么也就不问我
了。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你们若
向父求什么，他必
因我的名赐给你
们。 ——约 16:23
第 4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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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福音的要求

不饶恕人的恶仆
司布尔
装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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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8:21-35
多年以前我冒犯了教会中的一位女士，她可
生气了。我含着泪向她道歉，但她不原谅我。
我第二次又找到她，说：“请原谅我”，可
她仍不肯。所以我找教会里一位敬虔的老人咨询，
他说：“你犯了两个错误。首先，你冒犯了她，
你本不该这样做的。你犯的第二个错误是道了两
次歉，当你悔改、而她不原谅你时，炭火就已堆
在她的头上，而非你的头上。”
当我们得罪别人时，我们受呼召要悔改并道
歉。同样，如果他们冒犯了我们，然后来道歉，
我们必须要有同样的怜悯，原谅他们不止七次，
而是七十个七次。
在马太福音 18:21-35 节不饶恕人的恶仆的
比喻中，耶稣讲到了饶恕这一艰深的概念。理解
这个比喻的内容是很重要的，马太福音 18 章是指
导教会惩戒的经典段落。15-20 节给出了后面内
容的背景，以耶稣的应许结束：“因为无论在哪
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
们中间”（20 节）。这是圣经里最容易被误解的
经文之一，当我们因为查经或敬拜而聚集在一起
的时候，我们用这句经文乞求。但这个应许是给
教会惩戒场景的，教会所面临的最艰难的事情之
一就是在会众面前质询拒绝悔改其罪的人。
马太福音 18 章里的第一个步骤是私下去找
得罪你的弟兄，告诉他这件事；如果他拒绝悔改，

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求人作出决
定与委身。福音不是供人研究和比较
的哲学。诚然，福音是美妙的哲学。
我们的试探就是把它当作哲学来看、
来读、来研究。福音不容许人这样对
待它。它在本质上要求主宰我们的生
命。福音临到我们仿如主亲自来到一
样。记得主在路上遇到马太，就说:
“来跟从我”，马太就立刻起来跟从
了他。福音就是这样。
（钟马田）
你就去找一、两个见证人；如果他仍拒绝悔改，那么
你就把事件发生的过程告诉教会；若他仍不悔改，则
视他为外邦人。这是逐出教会的步骤，任何人被逐出
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罪，那就是拒不服从，或持续不
悔改——拒绝悔改最初使你受惩戒的罪。
这就是彼得提出“我当饶恕别人几次呢？到七
次可以吗？”这个问题的背景。耶稣其实说：“尽可
能多。”当神饶恕你时，祂不再视你有罪。如果你再
次犯罪得罪祂，祂会再次饶恕你，祂不会说：“这是
第二次”，因为第一次的罪已经被涂抹了。如果我们
饶恕了得罪我们又请求饶恕的人，当他再一次冒犯我
们然后请求原谅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是第二次
啦。”因为如果那样说，就显示出我们第一次没有饶
恕他。如果我们给予饶恕，就是说：“我不再记恨你
啦。”这是“我饶恕你”的真正含义。
但是彼得有一个计分卡，他想知道这个过程需要
进行多少遍。七次？耶稣说：“七十个七次。”为了
阐明自己的观点，祂讲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
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
千万他连得钱的来”（23-24 节）。
感受一下这债务有多么沉重。那时最大的货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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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仆人面临公义的惩罚，随后，他得到了怜
悯。但他却藐视王的恩典，正是由于对怜悯的藐视，
他便得着了公义。 这是足够大的教训，让我们在生
命的每一天都思考神的恩典，因为当我们觉得神的恩
典是理所当然的那一刻，当我们拒绝成为救恩之管道
的那一刻，我们所能得到的就唯有神的公义了。
耶稣如此应用这个比喻，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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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节）。对于饶恕这个概念，在基督徒中存在着
许多迷惑和误解。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即新约中
要求基督徒无论对方是否悔改，都要饶恕那些得罪自
己的人 。我不清楚这个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可能部
分来源于我们主亲自展现出来的态度 (spirit) 。当
祂被厌弃祂的人处死的时候，曾祷告求天父赦免他
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
得”（路加福音 23:34）。当然，根据耶稣的例子，
我们有权不要求对方悔改、而单方面的饶恕人。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仁慈，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必需如此行。如果我们必须单方面的饶
恕得罪我们的人，那么马太福音 18 章前面的部分则
完全失去了意义。就不会有教会惩戒的条例，也不会
规定因为某人得罪了你，就要去找他并且和他对质。
例如，如果你教会里的基督徒偷了你的钱包，你没有
责任必须要说：“兄弟，我原谅你了。”你有权去找
他，说：“你对我做错事了，把钱包还给我”，并且
要求他悔改。然后，若他不悔改，你就按照马太福音
18 章里余下的步骤去行。
但下面的事是要求必须如此行的：如果你与得罪
你的弟兄对质，他悔改了，那么你必须饶恕他 。如
果他对自己的罪行忏悔，我们必须愿意原谅任何人在
任何时候对我们的任何侮辱或冒犯。
基督徒必须有饶恕的精神。心怀怨恨、容让苦毒
滋生，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具有拆毁性质的事情之
一。耶稣的应用是直接从主祷文里来的：“免我们的
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 6:12）。这
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祷告，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那
些得罪我们的人，那么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也不应
当期待神饶恕我们。但是既然饶恕是基督教信仰
的 核心，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应当被视为饶恕的
人。 （节选自作者著《耶稣的比喻有何意义》，改革宗翻译
社。）

世上财产都像衣服，当你要和魔鬼摔跤时，请先
除下衣服，以免被缠住。
——大贵格利（6 世纪教皇、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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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他连得 (talent) ，一他连得是一笔巨款，希律
整个王朝一年的收入是九百他连得。这个仆人欠国王
的钱相当于希律王一年收入的十倍还多，等同于今天
数以百万计的美元。
在古代，这个债务没有任何国王的仆人有能力还
清。耶稣将我们与那样的欠债人进行比较，说我们是
不可能还债的欠债人。每一次我违背了神的律法，我
就变成欠债人，亏欠了神无限的债务。这就是为什么
“凭自己的办法可以进天堂”的想法是愚蠢的，因为
神要求我们完美无瑕。因为神已经如此要求我们了，
所以就算只犯了一次罪，我们也无法弥补。故此，我
们是根本无力还债的欠债人。
这个人，好像上个比喻里的税吏，没有讨价还价
的资本，他既没有抵押物，也没有钱。考虑到债务状
况，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乞求，希望国王能给他更多的
时间，更有耐心以至于他有第二次机会偿还所欠的债
务。可是那样做是多么愚蠢啊！因为就算国王有无限
的耐心、无穷无尽的时间，也不足以让这个人还清他
的债。他是一位无力还债的欠债人，甚至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债务是多么庞大，但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唯
一的希望就是得到国王的怜悯。
起先，国王吩咐将这个仆人卖了：“因为他没有
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
所有的都卖了偿还”（25 节）。那仆人就俯伏在国
王面前，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26
节）。那主人就大大动了慈心，释放了仆人，并且免
了他全部的债。
你能想象那天当仆人离开国王的时候是什么心
情吗？我自由啦！多么伟大的国王啊！他的怜悯是何
等大！他的慈爱无量。仆人走出门，遇见他的一个同
伴欠他一百银币——一点小钱，等同于两天的工钱。
第一个仆人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要他还钱，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28 节）。他的同伴就跪下央
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29 节）。
你是否觉得耶稣这样讲很有趣，祂让第二个仆人
使用的话语与第一个仆人对国王说的完全相同。可
是，第一个欠债人竟去把他的同伴下在监狱里，直到
他还清所欠的债。第一个仆人这种忘恩负义的极端行
为，这种把自己从国王手里经历的怜悯一丝一毫也没
有传递下去的行为，都被他的朋友们看在眼里。他们
看到他掐着同伴的喉咙，看到他将同伴下在监狱里，
就甚忧愁，所以便去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主人。
主人把第一个仆人叫了回来，对他说：“你这恶
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
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33 节）。主人
就发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改革宗周刊 ②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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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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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由此可见，约翰·班扬的讲道水平有多高。
（节选自作者著《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孙
岱君译，上海三联书店）
迈克尔·里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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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有许多人为了信仰坐
监，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约翰·班扬了。他因非法
讲道坐了十二年牢。然而，他却利用这十二年的时间
构思并写出了《天路历程》这样一部清教徒的文学经
典。《天路历程》是一部关乎每位基督徒的寓言（从
毁灭城走向天城的旅程），但它也具体反映出班扬自
已的经历。他曾做过补锅匠，常常背着五六十斤重的
铁砧和工具箱来往于各个村庄。他在《天路历程》中
写到那位天路客背负着罪的重担，这罪的重担的原型
就是班扬自己背负过的重担（直到他来到十字架前，
把重担“从肩上卸下”，才大得宽慰）。
他在狱中还写下了《丰盛的恩典》一书，直接叙
述了他自己的归信过程。他在这本书中以亲身经历为
例，向我们阐述了内省式的道德主义，以及他自己找
到的答案，颇具启发性，而内省式的道德主义正是理
查德·薛伯斯所抨击的。班扬描述了他年轻时一想到
天堂和地狱，就不免感到绝望：“对我来说，现在才
顾及天堂真是太晚了，因为基督不会赦免我。”可他
又说，当他试图做得更好时，“我得到的平安反反复
复，一天竟有二十多次。此时得了安慰，不一会儿烦
恼又来了”。
有一天，当我经过田野的时候，我的良心中感到
一些恐惧，生怕我的生活光景不对劲。突然有句话进
入我的心中“你的义是在天上。”此外，我相信我用
灵魂的眼睛看到了耶稣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我
说，我的义的确在那里。所以不论我在哪里，不论我
在做什么，上帝都不能说，他要我有义，因为我的义
就在他面前。此外，我也看到，并不是我的状态好些，
我的义就多些。也不是我的状态不好，我的义就少些。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我的义，他“昨日、今日，一直到
永远，是一样的”（来 13:8）。这样一来，锁链就
都从我的腿上脱落了。我从苦恼和羁绊中得着了释
放。从此试探离开我，那些可怕的经文也不再困扰我。
我欢喜快乐地回到家里，因为上帝的恩典与慈爱临到
我。
班扬所传讲的一切都贯穿着这个信息。有一次，
查理二世当着曾担任过牛津大学副校长的约翰·欧
文的面谈到约翰·班扬，他说：“那位不识字的补锅
匠又在唠唠叨叨。”这位学者当即回答说：“陛下，
我若能得到那位补锅匠讲道的本领，我情愿放弃一切

约翰·麦卡瑟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
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
光。（约翰福音九 4-5）
在耶稣的优先级中居首位的，显然是“做那差我
来者的工”。虽然使徒们想要回顾过去，分析这人为
何及如何生来就瞎眼，主却展望未来，热切渴望为这
人的益处而彰显的大能。（耶稣使用“我们”，将使
徒和在神的使命中从圣灵得着能力的所有信徒包括
在内。）
“趁着白日”一语进一步暗示事奉的急迫性。它
是指耶稣只剩下几个月可以留在地上与使徒们同在。
在祂离去以后，黑暗将要临到他们（参：约翰福音十
二 35），那时他们就不能再服事，直到五旬节到来。
我们的主在地上事奉期间，绝对就是“世上的
光”。在祂死后，祂并没有变成不再是光，因为使徒
们仍然靠着祂的能力继续事奉（马太福音二十八
18-20）。
基督给使徒们的教导，也适用于所有信徒。他们
应该带着紧迫感来事奉神，“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
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 16）。清教徒巴克斯德
（Richard Baxter）写道：“我讲道时，当作永远
不再有机会讲道，像一个垂死的人对一些垂死的人讲
道。”（节选自作者著《每日效法基督》P21，苏雪菲译，
上海三联书店）

“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告诉他们。”家
远超过任何其他地方，它是上帝的儿女应该首先努力
行善的地方。家是他最常常被人看到的地方，他蒙恩
的真实性应当在家中最真实地显明出来。家是他应当
把最深厚的情感倾注的地方。家是他应当每天努力为
基督作见证的地方。家是他只要服侍世界，就会用自
身榜样天天伤害人的地方。家是他一旦蒙恩受教要来
服侍上帝，就特别有本分作基督活的书信的地方。愿
我们天天都记住这些事！让人绝不要说我们在外是圣
徒，但在我们自己家里是恶人；在外面谈论信仰，但
在家里却爱世界，而且毫不敬虔！
——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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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开辟了住在他里面，并到他那里去的道路。人
只有接受基督王权的统治，才可能免于犯罪。万一偶
尔犯了罪，也可从基督那里得到赦免，因为他也是大
祭司。这样，此人就在操练与基督的亲密交通和新生
命中得到培育，乘着那双重爱的翅膀，被提升到尘世
的氛围之外，可以得到基督的启示。基督也是道，是
那太初之道，与上帝同在之道；尽管这种启示仍是透
过模糊的镜子而看到的，却是来自上面的启示，远非
来自肉体层面的任何启迪可比。因此，前三卷福音书
突出彰显的是长于行的恩赐，但却是长于思的恩赐使
人了悟这类的命题，《约翰福音》因享有这等恩赐，
就将迎接那完美的日子来临。诚然，同一位圣灵赐给
这人智慧的言语，也赐给那人知识的言语。这人将那
日子交托给主，那人从主的胸臆中清楚地领受了他的
旨意；又有人甚至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亲闻那无以
道出的言语。但只要他们仍住在身内，便都与主相离。
而对于活在盼望中、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信徒来说，
为他们所保留的是耶稣在这句话中的应许：“我也要
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尽管如此，一个人在与主
相离的同时，在了悟、认知这个命题上越是有长
进，就越是要小心地警惕来自魔鬼的邪恶、骄傲
和嫉妒之心。他不应忘记，这位如此极力敦促我
们认识真理的约翰，也谆谆教导我们要有爱的恩
典。这样的人也不应忽视“你越是尊贵，在一切
事上就越要谦卑”这句话所包含着的极为真确而
有益的教训。因为，这位从较之其他福音书更超
越的角度向我们揭示基督的约翰，也正是记述主
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位作者。
（节选自作者著《论四福音的和谐》P356-359，S.D.F.
萨蒙德英译/许一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4 问：十诫的序言教导我们什么？
答：十诫的序言教导我们：因为耶和华是主、是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应当遵守祂一
切的诫命。
注解：十诫的序言说明神要我们顺服的要求：
（1）神是我们的君主——“我是耶和华”；
（2）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是你们的神”；
（3）祂是曾将我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
——“我是你们的救赎主”。
经文：要记念你在埃及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
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申 24:18）

线

最后，耶稣将自己的羊交给彼得喂养，彼得爱主，
并三次表白了对他的爱。主接着说，他要让这书卷的
作者约翰一直等到他来。在笔者看来，主耶稣的这一
说法再次深刻而隐晦地表达了一个事实，即直等到主
自己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辨认出约翰
的福音管家身份；在此身份中，作者被高高地提升到
圣道那至为明澈的大光里，在那里他得以看到三一真
神之同等同尊、永恒不变的属性；从中我们尤其看到，
在他所撰写的福音书中，约翰认为道成肉身的事发生
了，在人类高瞻远瞩的基本特性上，他远远地超越了
其他福音书作者。而道成肉身的奥秘直保存到主耶稣
再来时才能被清楚地了悟，如今，它会保存在信徒的
信心里，但到那时就能够面对面地看到真理，那时主
耶稣——我们的生命——将会再次显现，我们将与他
同在荣耀里。不过若有人以为人在今世也能涤除一切
物质、肉欲的迷惑所导致的视线模糊，获得永恒真理
的透彻视野，且能靠彻底脱离世俗的心智，畅行无阻
地来到真理面前，那么此人既不了解他所求的是什
么，也不了解自己是何等人，竟作如此幻想。我们规
劝这等人，最好还是接受圣经的权威，圣经既高瞻远
瞩，又毫无虚言。它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还在肉身里，
便是与主相离的，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
眼见。靠着不懈地持守信、望、爱，就有望认识主所
应许的真理，依照我们从圣灵而领受的迫切之心——
圣灵也将引导我们明白切的真理。到那时，叫基督耶
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
灵，使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复活。但在身体复活之前，
它因罪的缘故是死的，毫无疑问是败坏的，它使灵魂
蒙受刑杖之苦。即使有人在肉身内就能有机会得上帝
之助，被提升到笼罩全地的云层之上，超越笼罩全地
生命的肉欲之幽暗，也只不过像被稍纵即逝的光照
到，瞬间又堕入人与生俱来的软弱之中，他可能再次
被残存的欲望（即恶事）所动，清心尚不足以（在善
事上）稳固他。然而，一个人越是能够超越，就越是
不同凡响。相反，越是不能超越，便越是低俗。若一
个人的心灵尚无这类经验，却凭信心有了基督的内
住，就应切切地寻求少一些对今世的贪念，并靠操练
美德而最终弃绝贪念，就如同和三位福音书作者携手
与中保基督同行一样。怀着因大盼望而来的喜乐，此
人要以信心持守基督从来就是上帝之子的信念，他为
了我们的缘故成了人子，使他永恒的能力和神性得以
同我们的软弱和人性联合，并在我们存在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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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