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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五38~48義本義本完全完全

38「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39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

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40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強逼你走 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41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42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43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43 你們聽見有話說： 當愛你的鄰舍 恨你的仇敵 』

44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45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46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

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

47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

48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現代人聽到這一句

免不了就覺得這種的做法是有點殘酷 不太人道的感覺免不了就覺得這種的做法是有點殘酷、不太人道的感覺

有些人就會說：看來這就是未受

文明薰陶教育的償還、報復的心態而已文明薰陶教育的償還、報復的心態而已

可是再想得細一點時，律法的義並非是全無理由，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外是為了限制報復的行動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外是為了限制報復的行動

無止境地、不合理的擴張，衍生惡性循環！

如果人與人之間有一些摩擦、糾紛，對另外一個人或國家如果人與人之間有一些摩擦、糾紛，對另外一個人或國家

造成傷害，這邊的人或國家要報復了…
如果真的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如果真的是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也就是說報復的能夠自律地、公平地 –
你傷我一隻眼、我就傷你一隻眼，你傷我 隻眼 我 傷你 隻眼

你傷我一顆牙、我就傷你一顆牙。

如果是那麼地自律地、公平地限制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我說世間上很多無辜受難的人，必定會大大地減少。

如果一個國家認為另外一個國家虧待、殺害了她的子民，

於是乎就出動戰機 大砲 把傷害她的子民的於是乎就出動戰機、大砲，把傷害她的子民的

村落、城市，夷為平地！

面對這種不成比例的報復 殺害面對這種不成比例的報復、殺害，

你只能嘆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並非止息惡鬥戰爭的良方並非止息惡鬥戰爭的良方

因為人不會甘於只是用

一隻眼來還一隻眼、一顆牙來還一顆牙的隻眼來還 隻眼 顆牙來還 顆牙的

所以儘管這個所謂的律法，看起來是如何地不理想，

其實它本來是有一定功用的，其實它本來是有 定功用的，

不過這個功用也沒有辦法，

因為人心被嘗試要報復的念頭、那種恨來控制，因為人心被嘗試要報復的念頭 那種恨來控制

使得我們失去了理智、失去了真正的思想，

產生了一種暴力的行動，

是無止休、很可怕的一種暴力的循環。



如果說人與人之間的糾紛、國與國之間的糾紛，

真的可以限制於公平地償還真的可以限制於公平地償還 –
一隻眼回報一隻眼、一顆牙回報一顆牙，

有人說那不就了事嗎？那就好了嗎？有人說那不就了事嗎？那就好了嗎？

我說不會的，因為人心裡的怨恨、惡毒，

不會因為對方公平地得到那個下場，而心裡覺得甘心的，不會因為對方公平地得到那個下場，而心裡覺得甘心的，

人那種心裡面的不甘心，不會因為對方

受到這樣的情 況的而放下那種的惡念的。受到這樣的情 況的而放下那種的惡念的

還有一個很實際的的考量，

一個人的眼睛是不是就等於另外一個人的眼睛呢？個人的眼睛是不是就等於另外 個人的眼睛呢？

比方說：寶石鑑賞師跟調音師傅發生了衝突、意外，

調音師傅的眼睛沒了，…調音師傅的眼睛沒了 …
寶石鑑賞師，也失去眼睛的話，…

兩個人的眼睛在實際生活上，睛 實

功能跟價值都不相等。

到這裡我們大概能夠明白 –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不是想像中那麼地公平 不公平至少有兩個不是想像中那麼地公平，不公平至少有兩個：

1. 不能平息人心裡面的那種不甘心、怨毒

2 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2. 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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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還是無能為力的

因為律法或是法律所規範的，不過是人外在的行為，因為律法或是法律所規範的，不過是人外在的行為，

它碰不了、改不動的是人的內心

既然耶穌指出律法只能規範外在的行為，既然耶穌指出律法只能規範外在的行為

耶穌的教導就不可能是另一套規範外在行為的律法了。

對於理解登山寶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參照點對於理解登山寶訓 是非常重要的 個參照點…
比方說：耶穌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如果這是規範外在行為的律法 – 你一定要這樣做，如果這是規範外在行為的律法 你 定要這樣做

就會發覺耶穌的律法比舊約的律法還要沉重、難當。

為什麼給人賞了右臉的耳光，

還要轉過來左臉讓 家打呢？還要轉過來左臉讓人家打呢？

如果這個是律法的話，

無論何時 何地？什麼人無論何時、何地？什麼人，

只要有人打你的右臉，

你要轉過來、讓他打你的左臉你要轉過來、讓他打你的左臉

有人拿你的衣服，你要外衣也要拿給他

有人逼迫你走一里，無論怎麼樣，一定要跟他走…有人逼迫你走 里 無論怎麼樣 定要跟他走…

如果說你認為耶穌所講的，

是另外一套規範外在行為的律法的話，是另外 套規範外在行為的律法的話，

必得要按著字面去理解、解釋、應用，

耶穌指出律法規範外在的行為，耶穌指出律法規範外在的行為

這是律法的限制

所以耶穌的教導，就不是提出

另外一套規範外在行為的律法

不然的話，耶穌的教導

不僅僅是難以遵守 甚至是可能是衍生更大罪惡的！不僅僅是難以遵守，甚至是可能是衍生更大罪惡的！

舉一個例子：有求你的、就給他，

有向你借貸的 不可推辭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如果不理上下文、不理耶穌講論的精髓，

就把這節經文抽出來說就把這節經文抽出來說 –
這是聖經所講的、耶穌所講的，就要如實地實行。

不管上下文，就把它套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不管上下文，就把它套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你說有問題嗎？我邀請你想一想這樣的一種情況…

有一個你明知他借錢是賭博、是吸毒，你要借錢給他嗎？有一個你明知他借錢是賭博、是吸毒，你要借錢給他嗎？

你要用這節經文來支持你借錢給他的藉口和根據嗎？

當然不會！這如何理解呢？當然不會！這如何理解呢？

就不能把經文抽出它的上下文，

來隨便地套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說：來隨便地套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說

這是聖經的話、這是耶穌的話，所以我們要這樣做。



耶穌說：律法是規範外在行為，這是它的限制。

所以耶穌講天國的憧憬 –
登山寶訓，不是另一套規範行為的律法

耶穌的言說和生平 是展現律法的精髓耶穌的言說和生平，是展現律法的精髓，

通過耶穌的講論，使粗糙的素描，能夠成為一幅傑作

通過耶穌的講論 讓荒誕的情節 零落孤清的舞台通過耶穌的講論，讓荒誕的情節、零落孤清的舞台，

有分於那曠世的戲劇

其實如果對舊約聖經讀得多 點的話其實如果對舊約聖經讀得多一點的話，

就算是舊約 – 律法的根本，

也不是誡命規條的本身。也不是誡命規條的本身。

如果讀得再細一點，

舊約的律法，也不僅僅是規範外在行為，舊約的律法，也不僅僅是規範外在行為，

而是讓我們看清楚那賜律法的上帝。

那是為什麼耶穌說：那是為什麼耶穌說：

「我不是來廢掉律法，而是來成全律法」的意思。

耶穌沒有否定律法，只是祂看到了有一些人把律法

單單看成 種規範外在生活的律法單單看成一種規範外在生活的律法，

忘了律法真正的精神、憧憬、精髓。

真正的律法是要讓人知道：真正的律法是要讓人知道：

自己是屬於那位創造天地的上帝

他自己、別人、所有一切，他自己 別人 所有 切，

都是這位創造主所創造的

所以為此緣故，要學習怎麼樣地、好好地一起生活，所以為此緣故 要學習怎麼樣地 好好地 起生活

怎麼樣地一起活出天父創造的那個旨意。

耶穌並沒有否定舊約律法，耶穌只是把它帶到一個耶穌並沒有否定舊約律法 耶穌只是把它帶到 個

原來應該有的開始點，邁向那個從舊約已經彰顯的憧憬。

舊約裡的十誡，舊約裡的十誡

前四誡講得很清楚，生活、信仰以這位神為中心的

接著下來的誡命，都是環繞以神為生活中心的信念，

開展出來的生命！

耶穌看出這種規範的缺乏，

所以耶穌來是要讓他們明白 真正的律法是怎麼樣的所以耶穌來是要讓他們明白 – 真正的律法是怎麼樣的，

這是為什麼祂說「我要來成全律法的意思」。

律法的關注，不是冷漠死硬的規範，律法的關注，不是冷漠死硬的規範，

因為律法將自己與別人連起來，

一起活出神創造的美意。起活出神創造的美意

所以律法的精意 – 不在於技術性的解釋，

或是說賠償的方程式，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是說賠償的方程式，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律法的精意是在於：如何讓自己和別人，

活出天父創造尊嚴的價值和憧憬。活出天父創造尊嚴的價值和憧憬

如果我們能夠凝視天父、以及祂所勾畫的憧憬的話，

就會明白耶穌在登山寶訓裡面講的，就會明白耶穌在登山寶訓裡面講的，

發怒、姦淫、休妻、起誓、報復、…的教導

也會明白耶穌所講的看起來是很難遵守，也會明白耶穌所講的看起來是很難遵守

其實祂直指的是人心回歸天父的心意

耶穌講的不是一些擔子，

耶穌講的是 你能不能看見天父的慈容耶穌講的是：你能不能看見天父的慈容，

就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其他的人

如果你看到這樣子的話，如果你看到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你的生活、生命、態度，會不一樣呢？

耶穌問的是這一個，所以耶穌啟迪世人：耶穌問的是這 個，所以耶穌啟迪世人：

認識自己和他者，都是天父兒女的身分

可以摒棄暴力的循環，努力勇敢地宣揚、活出、爭取可以摒棄暴力的循環 努力勇敢地宣揚 活出 爭取

所有人都應該有的尊嚴、平安、恩典

有人打你的右臉，轉過來左臉也讓他打，有人打你的右臉 轉過來左臉也讓他打

這樣的話，感覺強權似乎是主宰、掌握一切的處境當中，

耶穌告訴我們：耶穌告訴我們

天父的兒女可以主動地、創意地受苦，

讓權勢突然間看見自己以為掌控，

不過是藉著向他者施暴、壓抑自己內心的恐懼而已。



所以耶穌的教導絕非必須如此行的律法，

更不是化解逼迫之苦的方程式更不是化解逼迫之苦的方程式。

沒有理由假設每一個施暴的人、或權勢，

都會因為瞥見生命而回轉的。都會因為瞥見生命而回轉的。

在不同的處境當中，神的兒女要各自有自己的原因、量度、

創意，有智慧地去見證、回應，甚至漂流、逃避。創意，有智慧地去見證 回應，甚至漂流 逃避

耶穌說： 「有人打你右臉，轉過來，讓他打你的左臉。」

不是必須如此行的律法，而是讓祂的子民我們知道，不是必須如此行的律法，而是讓祂的子民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創意地、主動地受苦，

使得施惡的人能夠看見自己的問題，然後回轉、悔改。使得施惡的人能夠看見自己的問題 然後回轉 悔改

可是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施暴者都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能在任何處境當中，所以我們不能在任何處境當中，

有人打我們的右臉、轉過來左臉給他打。

我們必須要有屬靈的智慧，我們必須要有屬靈的智慧

辨識在我們的處境當中應該怎麼行。

其實在新約裡，看到也不見得是每一個耶穌的跟從者都是

有人打他的右臉 轉過來左臉讓他打的有人打他的右臉、轉過來左臉讓他打的，

不少的例證我們看到，當面對逼迫的時候、他們逃跑。

使徒行傳就看到 當教會受逼迫時使徒行傳就看到 – 當教會受逼迫時，

沒有站在那兒讓別人繼續逼迫他們，

定有這樣的基督徒 使徒一定有這樣的基督徒、使徒

有更多，是逃避、漂流，不等於他們是不屬靈，

而是在他們的處境當中，有他們的決定而是在他們的處境當中，有他們的決定

有人打你的右臉、轉過來給他打左臉，

不是律法、不是規矩 – 你必得要這樣行的。不是律法 不是規矩 你必得要這樣行的

來十一35~38 就看到很多人在面對逼迫的時候，

用種種的方式來逃避：用種種的方式來逃避：

來十一35 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

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為要得著更美 復

大概就是很接近耶穌所說的繼續忍受下去。

來十一36~38 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

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

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

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在曠野 嶺 洞 地穴 飄流無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在希伯來書、使徒行傳，在希伯來書 使徒行傳

我們看到不少的聖徒面對逼迫的時候，

有些選擇繼續地忍受、有些選擇漂流，

你應該怎麼去理解呢？

關鍵是耶穌所說的：

不是律法、不是強加於我們，

不是在不同處境底下都要這樣做的

而是希望我們、啟發我們，

在我們的處境當中能夠用我們的智慧，

主給我們的力量、能夠活出天父的心意

當年印度的甘地，在爭取印度脫離英國殖民地的過程中，

他說他受到耶穌登山寶訓的啟發 採取非暴力的政策他說他受到耶穌登山寶訓的啟發，採取非暴力的政策，

回應殖民地政府就是英國政府給他們的逼迫。

真的是有人打他的右臉、轉過來左臉讓他們打，真的是有人打他的右臉、轉過來左臉讓他們打，

英國殖民地的警察，就用皮帶、棍、…
他們就讓他們用殘暴的行為施予他們的身上。他們就讓他們用殘暴的行為施予他們的身上

可是當這些新聞照片、紀錄片，

回流到西方、英國本地時，就有很多人在問：回流到西方、英國本地時，就有很多人在問：

我們不是相信耶穌基督的國家嗎？

基督教聖公會不是就所謂的國教嗎？基督教聖公會不是就所謂的國教嗎？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呢？

這種有人打你右臉、轉過來讓他打左臉的生命，成為感染，這種有人打你右臉、轉過來讓他打左臉的生命 成為感染

看起來好像毫無力量，被人家施暴再施暴一種情況

竟然轉過來讓施暴的人看得到自己的虛偽、可憐竟然轉過來讓施暴的人看得到自己的虛偽 可憐

到後來，印度就脫離殖民地、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美國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類似的情況也發 美國 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

其中的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好像印度的甘地一樣，

受了耶穌登山寶訓的啟發 –
以非暴力的方式、爭取民權

啟發了那一代很多很多的人

我想每 個弟兄姐妹 每 個朋友我想每一個弟兄姐妹、每一個朋友

在不同的處境，都不一樣，

祈求主給我們有智慧 有力量祈求主給我們有智慧、有力量，

知道在我們的處境當中，

怎樣可以活出天國子民的身分怎樣可以活出天國子民的身分

勇敢地讓周遭的人能夠看清楚 –
天父的心意是什麼！天父的心意是什麼！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藉著你自己兒子的教導，

再 次讓我們看見律法的寶貝再一次讓我們看見律法的寶貝 –
你的情愛、你救贖的計畫。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清楚的把握可是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清楚的把握 –
我們把難擔的擔子放在自己的身上、也放在別的身上，

使得我們在信仰的道路上覺得非常非常地疲乏、困倦。使得我們在信仰的道路 覺得非常非常 疲乏 困倦

今天聽到你兒子的話，說要成全律法，

讓我們看見律法的精髓、就是能夠認清天父的慈容，

也因為這樣子，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無論在艱困的處境當中，

還是可以靠著主給我們智慧和力量，活出天國子民的身分。

我 知道這 是 件容易的事情我們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們祈求主繼續地賜給我們力量、智慧，

也賜給我們彼此能夠互相地勉勵、肯定、加油。也賜給我們彼此能夠互相地勉勵、肯定、加油。

把每一個觀眾朋友在主的面前的決志和禱告，

都交託在主的手裡。

靠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