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恕：公式？義道
饒恕
：公式？義道！
！

馬太福音

第廿五課…

饒恕：公式？義道！
饒恕
：公式？義道！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暫停

請按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饒恕：公式？義道
饒恕
：公式？義道！
！

太十八 21~35

28 「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

便揪著他，掐住他的喉嚨，說：
著
『你把所欠的還我！』
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
『寬 我
『寬容我吧，將來我必還清。』
我
30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裡，等他還了所欠的債。
31 眾同伴看見他所做的事就甚憂愁，
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32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
是
了 來 對
『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33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
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35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太十八 21~35

21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罪
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
22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七十個七次
23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帳。
24 才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
25 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
吩咐
妻子
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
26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
『主啊，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
27 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
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

在上一集，我說 十八章 是有關於教會操作的講論，
講教會裡面的那 種的紀律
講教會裡面的那一種的紀律，
甚至講教會裡面有矛盾、有衝突，
需要饒恕的時候，
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圖畫、憧憬？
馬太福音的講論裡面，
饒恕不等於忘記，
To forgive is not to forget，

面對罪、群體不應該扭曲，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不是逃避面對罪的藉口
應該用真誠 信實 禱告來對質
 應該用真誠、信實、禱告來對質，
叫隱藏的罪和不義，不能滋生苦毒和惡行，
 讓生命 – 個人的生命，得到真正地挽回
 讓生命 – 群體的生命，真正地得到建立

這樣的憧憬很好，怎麼達致呢？
如果得罪我的人 犯再犯 又怎麼樣呢？
如果得罪我的人一犯再犯、又怎麼樣呢？
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彼得說：七次可以嗎？
彼得的問題反映的不僅僅是他
個人的關注，也許是很多人的糾纏。
個人的關注，也許是很多人的糾纏
猶大拉比就討論這個問題，
 有一些說饒恕三次、有的說饒恕七次
 說饒恕七次的也有不同的版本…
饒恕同一個人，每天只能饒恕七次
 饒恕同
個人 每天只能饒恕七次
 每一椿的事情，饒恕七次是上限
無論是三次或是七次、或是不同版本的七次，
無論是三次或是七次
或是不同版本的七次
基本上都沒有很大的分別，
也就是饒恕是可 約化成為公式的
也就是饒恕是可以約化成為公式的，
你可以套進去、就得到答案了。

主人知道這種情況就很生氣，
對這欠他天文數字的人說：
對這欠他天文數字的人說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
像我憐恤你嗎？」
像我憐恤你嗎？
主人將這個人下了監，並且吩咐：
等他還清所欠的債。 」
「等他還清所欠的債。
這人能還清天文數字的債嗎？應該不能，
這個不能憐恤人 不願意免人債的人
這個不能憐恤人、不願意免人債的人，
他將要永遠地囚在欠債的監牢裡！
被南非政府囚禁 27 年的民權領袖
曼德拉，在 1989 獲釋。
重獲自由的曼德拉說
重獲自由的曼德拉說：
「當我走出閘門、奔向自由之際，
我知道如果
我不放下苦毒和憎恨，我依然被囚在監牢裡。」

無論三次、七次、或不同版本的七次，
耶穌所說的七十個七次 也是同樣的情況
耶穌所說的七十個七次，也是同樣的情況，
這種的解經、理解，基本跟拉比的講法沒有太大的分別，
也就是饒恕，是可以成為公式的。
饒恕真的是可以變成公式嗎？
耶穌馬上就用了一個比喻：
一個人欠了王的債，高達天文數字，
這樣大的數目，是怎麼樣可以免了呢？
那個人當然沒有力償還，
因為根本不能償還 主人就免了他的債
因為根本不能償還，主人就免了他的債。
於此同時，有一個欠他十兩銀子的，
換算大概是 百個銀幣 三個月的工資
換算大概是一百個銀幣、三個月的工資。
這位欠主人天文數字的朋友，
他有另外的 個人欠他三個月的工資
他有另外的一個人欠他三個月的工資，
他因為沒有辦法償還，而被這個人把他拿到監獄裡去。

饒恕不是科學、數學、公式，
「我的弟兄得罪我 當饒恕他幾次呢？
「我的弟兄得罪我，當饒恕他幾次呢？」
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饒恕是果子、不是公式，
 饒恕的果子是由饒恕的種子孕育而成長的，
未能饒恕的人、也難以經歷天父的饒恕
 沒有完全明白天父饒恕
沒有完全明白天父饒恕、憐憫的，
憐憫的，
也不能產生憐憫的心去饒恕別人
所以耶穌說：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
所以耶穌說
你們各 若不從 裡饒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饒恕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好像有人打你的右臉、
饒恕從來不是 件容易的事 就好像有人打你的右臉
轉過來讓他打另外的一臉 (太五39)。
這個教導同樣地不容易
這個教導同樣地不容易。
饒恕不是律法、不是公式，
饒恕是生命的感悟 體認
饒恕是生命的感悟、體認，
沒有人可以、也不應該勉強別人饒恕。

路十七4~5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轉，…你總要饒恕他。

使徒對主
使徒對主說：「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
「求主
我
信心
為什麼需要信心呢？
為什麼需要信心
當我們饒恕一個人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再犯？
你必須要靠著信心來饒恕他。
所以必須要求主增加我們的信心，
使得我們能夠憐憫別人、饒恕別人。

在馬太福音裡面，耶穌的講論、比喻告訴我們，
 饒恕是體察天父的心腸的一種生命
饒恕是體察天父的 腸的 種生命
 饒恕不是易路，是瞥見天父的面容，
通往天國的義路 –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饒恕必須要面對艱困被受傷的人，
體會天父的心腸，憑著信心，
在神的愛、憐憫裡面去饒恕別人。
為此之故，我們不能勉強別人饒恕，
為此之故
我們不能勉強別人饒恕
能夠做的也許就是為他們禱告，
 幫助他們能夠看見天父的慈容
 知道自己也是被憐憫、被饒恕的那一個
 然後可以學習靠著信心
然後可以學習靠著信心、
在主的愛裡面，去饒恕別人

不然饒恕變成一個方程式，我們就在的筆記本裡面
 算著那個我們饒恕的人，他現在到了幾次
 已經是最後的一次了，他再得罪我的時候，
我就如何如何...
這不是耶穌所說的饒恕、這不是彰顯天父的饒恕，
所以饒恕是需要信心！

有人有一天找你尋求幫助的時候，也許
 你能夠做的，就是跟他好好地一起禱告
你能夠做的 就是跟他好好地 起禱告
 你應該做的，就是讓他有機會體會、看見
天父的慈容，而不是強迫他去饒恕
饒恕必須要那個
將要饒恕別人的人的心裡，
體會天父的恩情、瞥見天父的慈容。
當然，觀眾朋友有不同的經歷、有不同的看法，
 不知道有沒有「被免債」的經歷，
就好像在這個比喻裡面那個欠債的
就好像在這個比喻裡面那個欠債的，
被免債、被赦免、被饒恕了，
那是怎麼樣的
那是怎麼樣的一種經歷？
歷
 有沒有「免人債」的經歷呢？
最明顯就是我們信主的時候，
體會我們被主憐憫、饒恕、赦免的那種經歷

饒恕不是一個律法、不是一個方程式，
饒恕不是
個律法、不是 個方程式，
沒有辦法勉強、沒有辦法強迫。

有沒有「饒恕別人、免人債」的經歷呢？
如果說我們面對一個不斷得罪我們的人，
那種的免債，是怎麼樣的一種經歷？
 「想免、可是又免不了」的
那種經歷、那種掙扎
 有沒有一些我們覺得
有沒有 些我們覺得
「很不容易要免的債」 ，
在我們生命裡面 直地糾結 放不下來？
在我們生命裡面一直地糾結、放不下來？


我想在這段的經文裡面給我們看到：
一個不容易面對的生命的現實，
這是我們每天都會看到、都會經歷到的，
不是我們需要饒恕別人，
就是我們自己要經歷被饒恕。

耶穌講這個比喻源於彼得的一個問題：
「主啊 我當饒恕幾次呢？ 」
「主啊，我當饒恕幾次呢？
那麼真實的問題，的確是在我們生命中常常面對的困境，
耶穌沒有用方程式、用律法式地回答，
耶穌只是希望彼得、所有讀馬太福音的人，
面對這樣 個大的困難 甚至倫理議題時，
面對這樣一個大的困難、甚至倫理議題時，
能夠回到天父的懷抱、看見天父的面容，
使得我們知道
使得我們知道：
怎麼樣去面對傷害我們、或是被我們傷害的人。
這不是一條容易走的道路，可是這是
這不是
條容易走的道路 可是這是
 走在天國道路上尋求祂的國、祂的義的義路
 上帝的子民、耶穌的跟從者，都要走這條義路
帝
者 都 走 條義
親愛的觀眾朋友，希望這一章的經文能夠幫助我們
在面對真 的艱困的時候 有從神那裡來的憐憫 恩慈
在面對真正的艱困的時候，有從神那裡來的憐憫、恩慈，
使得自己的生命能夠得到建立、群體也能夠得到建立。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地來到你的面前，
是因為我們的確發現 –
饒恕的功課是那麼地困難、是那麼地不容易。
謝謝主，藉著你自己的兒子，
再一次地讓我們看見饒恕
不是一種方程式、不是死硬的律法規條，
是 種方 式
是 硬的律
條
饒恕是一種生命的體會、是生命的感染、是生命的更新，
所以幫助我們每一位的觀眾朋友，
幫助我們在這樣的掙扎的裡面，可以瞥見天父的面容。
因為瞥見天父的面容，我們嚐過被饒恕的那種甘甜，
我們靠著信
我們靠著信心、在主的恩慈的裡面，可以饒恕那些
在主的恩慈的裡
可 饒恕 些
有過犯傷害我們的親人、朋友、弟兄姐妹、同事。
求主幫助我們，也特別幫助現在正在這種掙扎的觀眾朋友，
求主幫助我們
也特別幫助現在正在這種掙扎的觀眾朋友
讓他們能夠經歷耶穌的同行，看見天父的慈容。
我們這樣的禱告 靠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我們這樣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