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肯饶恕人的仆人的比喻 

马太福音 18章 21-35节 

 

马太福音 18 章整段说的是教会当中基督徒之间的罪以及如
何加以处理。弟兄若是悔改，我们就当饶恕他。若不悔改，就请

两、三个见证人来一起处理。若他还是不悔改，就请教会出面处

理。希望我们真的记住主耶稣这番教导。 

教会中有人得罪你，不要离开教会 

每当弟兄或姐妹得罪了我们，我们就心烦意乱，索性决定离

开教会。并非离开某间教会，而是干脆从此不去教会了。这就非

常遗憾了，解决不了问题的。逃避问题，则问题永远还在，而且

会更加复杂、恶化。你必须处理罪。教会有人得罪了你，你必须

相信教会、相信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公义之心，他们会为你弄清

是非曲直的。被得罪了便逃离教会，那么问题并没有解决。教会

不会偏袒人，要相信教会、弟兄姐妹是公正的，去跟教会两、三

位长老或者弟兄姐妹道明苦衷：“这位肢体得罪了我，犯了这个

罪。”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说“以后再也不去教会了”

呢？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帮不了那人、帮不了你，也帮不了教

会，因为教会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去跟教会讲出你的烦恼！

当然如果你不相信教会的公平，就不会跟教会讲了。但我希望你

信任教会，给教会一个机会，看看他们会不会公正处理这件事。 

马太福音 18 章主耶稣是在讲论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很多人
要是被人不小心（或者可能是故意）得罪了，便会说：“他们得

罪了我，我再也不去教会了。”其实只是一个人得罪了你，并非

整间教会。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就有权来教会，跟那得罪你

的人一样。为什么要离开教会呢？我真不明白这种想法。有时候



 

 

教会出现了这种问题，我却一无所知。要是我能够早些知道有人

得罪了你，就可以为你出面解决问题了。 

所以主耶稣是在处理非常实际的常见问题。每当有人得罪

你，你便认为基督徒都是假冒为善，那么你是不是基督徒呢？你

说基督徒都假冒为善，这是什么意思呢？ 

要是有人得罪了你，一定要去跟长老、牧师或者弟兄姐妹说：

“这人做了这事，我觉得基督徒不该做这种事。”这样才是在解

决问题。有人会找那位基督徒谈：“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位肢体

呢？如果没有什么理由，那么你必须悔改。”要是那人悔改了，

问题就到此为止了。他满意，你也满意。可是如果你让这一疾病

在教会里恶化下去，那么整间教会都会生病。为了基督，为了你

自己，也为了弟兄姐妹，你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一天饶恕七次：没有限制的饶恕？ 

主耶稣又在处理另一个问题了。问题就是，这人得罪了我，

也道歉、悔改了，我饶恕了他；可是不久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

犯！那么我当饶恕他几次呢？饶恕应该是有限度的吧？ 

来看一下平行经文路加福音 17章 3-4节： 
3 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

懊悔，就饶恕他。4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
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一天七次？这岂不是没完没了？你的意思是说，他踩了我一

脚，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就这样一天连续七次？岂不

是把我的鞋踩烂了？我还饶恕他？应该有个限度吧？ 

主耶稣说：发生这种事，要一天饶恕七次。主耶稣说“七”，

当然并非只局限为七次。七代表了完全，其实要是你能够饶恕一

个人七次，当然就能够饶恕他八次。等到你饶恕他七次的时候，

就能够饶恕他很多次，以后还能够饶恕。一天饶恕七次，第二天

周而复始。每天饶恕七次，要饶恕多久呢？主耶稣没有说。每一

天都要饶恕，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我们要无限地饶恕别人。 



 

 

为什么应该饶恕？ 

想一想我们基督徒是多么不愿饶恕。有人得罪你一次，你就

气得变了脸色，横下心来说：“从此以后再也不跟这讨厌鬼说话

了！再也不去教会了！”仅仅一次就够了？那么如何一天饶恕七

次呢？我们的饶恕就这么有限？为什么我们应该饶恕呢？你会

想：我从来没有得罪他，都是他得罪我，为什么我应该饶恕呢？ 

来看主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 18章 21-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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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
和他仆人算帐。24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
的来。    25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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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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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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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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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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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自以为很大方了，觉得饶恕七次已经不错了。要知道，

犹太拉比说：“你可以饶恕一个人一次、两次、三次，但不要第

四次。三次够了，最多三次，可以了！如果那人继续做这种事，

算了！第四次不再饶恕！”彼得以为将犹太拉比建议的数字增加

一倍，其实还多过了一倍，那么他就非常宽容了，所以他问七次



 

 

怎么样。 

 

别忘了路加福音说的是一天饶恕七次，一生下来的话，就会

是天文数字了。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

到七十个七次。”这个数字象征了无数次，是无限的。如果你能

够一天之内饶恕一个人七次，而且是七十天、两个半月，那么就

是无限的了。 

为什么我们应该饶恕呢？马太福音 18章 23节有个“所以”
一词，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可见上下文是相连的。 

留意 35节说“从心里饶恕”，即衷心饶恕，爽快干脆。并非
无可奈何、勉为其难——“好吧，既然主这么说，我饶恕你。但

下不为例！下次我可不会这么大方了。” 

为什么我们应该饶恕呢？主耶稣以这个比喻作答。 

王宽恕了仆人；仆人不肯同样宽恕同伴，王又取消了宽恕 

主耶稣是打了个比方：有一位国王，手下仆人管理不善，赔

了一千万银子。一千万银子是多少呢？“一千万银子”的希腊原

文是“十万他连得”。一他连得相当于工人超过 15年的工资。现
在工人一天的工资是多少呢？就算是 30 块吧，其实有的不止赚
30块。那么一他连得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就是 162,000块。
十万他连得相当于今天的 16 亿 2 千万人民币！好大的一笔钱，
这是金融界、国家财政才能谈论的金额；对个人来说，简直是天

文数字。 

这个仆人也许是财政大臣，因为他是王的仆人，其实所有高

官也称作“王的臣仆”。他可能负责政府财政，也许搞出了 16亿
的赤字来。这种事情其实也是屡见不鲜的。王便召他来算帐：“你

把我的政府财政搞成了什么样子！你是怎么搞的？现在要罚你，

将你和你的一家都卖为奴隶。” 

也许现代国家也应该这样做，财政部长要是知道管理不善的

结果是被卖为奴，那么就没有不称职的财政部长了。也许这个主



 

 

意真不错。在古代，君王确实会这么做的。于是王叫了财政大臣

来，跟他算 16 亿的赤字。他捅了这么大的漏子，受到了处罚：
他和全家都被卖为奴。 

他就俯伏在主人面前，恳求怜悯。留意 26 节他竟然说“将
来我都要还清”。真不知道他怎么还清，也许他想：再给我一次

做财政部长的机会吧，我就会扭亏为盈。 

相信没有哪位王愿意再给他一次做财政部长的机会，以至于

重蹈覆辙。但留意这位王多么宽厚，一笔勾销了他的债务：“好

吧，既然你恳求、悔改，我就一笔勾销你的债务吧。”王给了仆

人一个机会，饶恕了他。他真是欣喜若狂！ 

不久，他遇见了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太 18:28）。十两银子
是一百天的工资，按一天 30块的工资计算，就是 3000块钱。3000
块也是不菲的一笔钱，但比之于 16 亿，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可
是他揪住那个同伴，说：“还我 3000块钱！” 

同伴也俯伏央求他：“宽容我吧，现在我身上没有 3000块，
但以后我一定还你。”还 3000块并非不可能，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一般工人是攒得到的。可是他不愿宽容，仅仅因为 3000 块钱，
他就把同伴下在了监里。 

消息传到了王那里，王怒发冲冠，立即叫了仆人回来，说：

“我饶恕了你，你不也该饶恕亏欠你的人吗？” 

还记得主祷文怎么说吗？“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

债。”如果我们不饶恕亏欠我们的人，那么我们也不会得到饶恕。

所以这人起初的赦免被撤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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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 16亿。其实他永远都还不清，
要一直坐监了！ 

三个人对该比喻的解释 

史怀哲称之为“失丧恩典” 



 

 

这个比喻的意思相当直白，不难理解。史怀哲教授在他的注

释书中用了这个标题：“丧失恩典”。得到了恩典，又失去了。那

人起初得到了恩典，却不配，又失去了恩典。 

迈耶说，神取消了赦罪 

伟大的德国学者迈耶（H. A. W. Meier）著有《希腊文新约注
释》，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但依然是当今最好的注释书之

一。这本希腊文新约注释书洋洋二十卷，在“比喻的教义”标题

下，迈耶这样写道：“既然蒙神免了根本还不起的罪债，就必须

受到激励，愿意由衷饶恕弟兄，不计较对方所欠的小债。否则到

了基督审判的日子，公义的神会将你投入地狱，永远受罚。” 

这段经文的意思简单明了，甚至这位伟大的德国学者迈耶也

指出，起初赐下的恩典、饶恕被收回了。即便那人已经得到了饶

恕，还会落入地狱永刑里。 

倪柝声说：起初的恩典不会取消 

但大多数华人教会不喜欢这种教导，因为不符合他们的教

义，结果拒绝了主耶稣简单明了的话。倪柝声的解释真让我痛心，

他在设法逃避，而且越想逃避，就越解释得一团糟。比如他说此

处并不是说取消了起初的恩典，而是取消了后来的恩典。这种解

释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因为如果没有取消起初的恩典，那么他就

不必还那 16亿的欠款了。如果不必还 16亿的欠款，则他也没有
理由进监狱了，根本不需要还债。一旦牺牲神的话、神的真理，

以迎合自己的教义，那么给出的讲解真是莫名其妙。 

至于仆人如何在狱中还债呢？倪柝声的说法是：在弥赛亚统

治的一千年，仆人会一直受刑。听来好像是炼狱。经过了一千年

的刑罚，他最终就会得到饶恕。不可思议！如果受苦、受刑就能

够赎罪，受刑一千年就可以除去 16 亿的债务，那么基督当初何
必死呢？ 

不必浪费时间谈论人的这些观念了，我只是举个例子让你们

（特别是参加全职服侍培训的人）明白，看神的话千万不可先入

为主，不可抱着任何固有教义，必须开放思想。否则的话，你就



 

 

会想方设法逃避那些简单明了的话。史怀哲、迈耶都看得一清二

楚，可是你封闭在了教义里，就想视而不见，继而便开始讲一通

废话，真可怕。主耶稣这番话简单明了，无需琢磨。史怀哲、迈

耶都坦言说出了这段话的清晰含义。 

救恩的三个基本阶段 

来看一看当中最重要的原则。首先这里有三个阶段，所以这

个比喻在神学上极其重要。我不想谈神学，但现在得用几个神学

术语。比喻提到了三个阶段，都与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希望你

认真看待这个比喻，因为你的救恩就取决于此，要是犯了一个错

误，你就不妙了。 

① 称义：神赦免了人的罪 

比喻中第一个阶段是神学上所说的称义，即赦免了你的罪，

简单来说就是饶恕。其实你每次犯罪，都是得罪了神，而且罪债

是无法偿还的，需要被饶恕。圣经说罪是欠神的债，每次犯罪，

都会被记录在案，你就有了红字。顺便提一提，英国银行是用红

笔记录负债的，每次你欠了银行钱，银行就用红笔记下所欠数目。

比如欠了五十英镑，这五十英镑就是红颜色的。其它国家也许是

注明欠债，没有用红色。 

等到赤字越来越大，你就在神面前有麻烦了，负债太沉重了，

根本无法偿还。因为罪的工价是死，没有什么能买赎你回来，让

你大难不死。你犯了罪，就是死刑。死刑怎能用钱财或者别的什

么赎回呢？主耶稣用这幅图画表明：我们犯罪是得罪了神，负债

沉重，赤字巨大，根本无法偿还。 

有人说：“我可以用好行为来偿还。”这样说是于事无补的，

因为我们必须有好行为，这是当尽的本分，好行为除不掉债务。

换言之，如果你是善的，就应该有好行为。这种靠好行为来自救

的观念是不明白罪的问题。我们无法凭好行为得救，因为好行为

是我们的本分，你怎能用当做的工作来清除债务呢？ 

免去罪债的惟一方法：基督的死，我们悔改 



 

 

不但如此，这笔债到底有多大呢？主耶稣用这幅图画表明，

我们所欠的罪债是个天文数字。所以要想清除罪债，惟有向神悔

改，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是个罪人，发现真的没办法还清

罪债，求你怜悯我，饶恕我。” 

那么神如何除去我们的罪债呢？神让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

清除了我们的罪债。耶稣担当了我们 16亿的罪债，承担了刑罚。
这是惟一的清除债务的途径，也是神学上“称义”的意思。“称

义”就是你悔改了，神赦免了你的罪债，一笔勾销。 

但很多教会的讲道信息就停在了这里。虽然这是真理，但不

可停在这里，否则最终你可能得不了救。为什么呢？留意比喻中

的仆人得到了赦免，可是后来证明他不配得到赦免，结果失去了

赦免。这番教导真是发人深省，一定要铭记于心。千万不要自满，

以为现在得到了饶恕，就可以恶待那些亏欠自己的人了。这样的

话，你就会失去起初得到的饶恕。 

② 成圣：得到饶恕后就必须饶恕别人 

第二个阶段神学上称为“成圣”。但我们此处关心的是行为，

要切记：你已经得到了饶恕，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重大责任。每

一项特许都是有责任的。得到饶恕是一项特许，但立刻就有了一

项重大责任。是什么责任呢？就是同样饶恕他人，好像这个仆人

的经历一样。神希望我们饶恕他人，因为他饶恕了我们。 

不妨想象一下，假如有人欠了你一百块钱，说“我还不起，

妈妈病了、弟弟病了，我没有钱还你”，你说“好吧，没关系的，

不用还了”；可是他离开后就抓住另一个欠他一块钱的人，一拳

打得那人鼻青脸肿：“还我一块钱！”你不禁会想：“怎么回事？

我免了你一百块钱，你却为了一块钱就对那人大打出手？真难以

置信！现在我要你还回一百块来。” 

想一想神会如何感受呢？他如此慷慨地饶恕了你，你以为你

就可以一切依旧，我行我素，继续暴躁、恶毒、自私吗？如果可

以走回老路，那么做不做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 



 

 

很多传道人就是这样传福音的，这是错解了福音。不要相信

这种福音，因为得到饶恕意味着要追求成圣，就是保罗所说的“作

成你们得救的工夫”。神赦免了你，爱你，恩待了你，现在你要

去赦免他人，爱他人，恩待他人，这就是作成你得救的工夫。 

你不愿饶恕他人，神就会收回起初对你的饶恕 

你说：“假如我不饶恕、恩待别人，又何妨？神已经饶恕了

我。”不错，神饶恕了你，但他会收回饶恕，结果你又打回了原

形，还得偿还债务。这是主耶稣救恩教导的要点，可是教会往往

不愿下咽，真奇怪！但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不容置辩，经得起

严谨的解经。 

这就是说，得到了称义、饶恕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必须有所

回应。这也是我多年来大声疾呼的：你得到了神的饶恕，就不可

再恶待人。神警告你，你若恶待人，他就会收回饶恕。其实主耶

稣在比喻的最后说得非常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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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呢？是门徒，别忘了 18 章是对门徒们说的。
这番话再直白不过的了，除非你属灵上眼瞎耳聋，不想听神的话，

才会听不懂。主耶稣是在对门徒说：“如果你不由衷饶恕弟兄，

那么神也不会饶恕你。神会把你投入监狱，交给掌刑的，直到你

还清了这 16亿罪债，分文不可少。” 

③ 审判 

第一个阶段是称义，第二个阶段是成圣，第三个阶段是审判。 

现在有一种奇怪的教导，说基督徒不必受审判。要么我们没

读圣经，要么他们没读圣经，总之一定是有人没读圣经。因为比

喻中这个得到饶恕的仆人最后受到了审判。基督徒也会受审，不

要让人误导了你，说基督徒可以任意生活，不会受审。正是这种

教导，才让教会沦入了今天属灵平庸的境地。看看今天的基督徒，

行为举止不合标准，还庆幸自己会上天堂，其他人都下地狱。神



 

 

对基督徒是有要求的，基督徒会受审判。 

如果不按照神的要求去生活，那么你、我肯定要受到审判的。

我不理会其他传道人说什么，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说的。别忘了，

这个被豁免了 16 亿债务的仆人还是进了监狱，神收回了对他的
饶恕。他永远出不来了，因为在牢房里连 100块都无法偿还，遑
论 16亿了。 

两个最重要的属灵原则 

由此可以归纳出基督徒生命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来。我想分

享两个最重要的原则。 

① 成圣的定律：神如何待我们，也希望我们如何待人 

第一个原则是，神如何待我们，我们也要如何待人。这就是

主耶稣在这篇比喻中的教导：神如何待我们，我们也要如何待他

人。主耶稣特别强调了这个原则，比如路加福音 6章 36节：“你
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神怎样怜悯了你，你也要这

样怜悯人。这个原则可以归纳为，神希望你以他待你的方式而待

人。 

其实属灵生命跟宇宙一样，是井然有序的。要是你学过天文

或者物理，就会知道宇宙是有定律的，一切都由定律掌管着。违

背了定律就得承受苦果。 

比如万有引力定律，要想解决万有引力的问题，就得依照这

个世界的定律而行，得用能力克服万有引力。如果没有能力，那

么你从三楼跳下去，就会摔断腿，也许也会摔断脖子。如果你从

更高的地方往下跳，肯定会粉身碎骨。因为万有引力在起作用，

你跳下去，就会坠落下来，不可能在空中飘浮。除非你运用其它

能力来克服万有引力。 

属灵生命也是如此，你必须明白神所设的定律。要是违背了

这些定律，不可能安然无恙。最重要的是，必须以神待我们的方

式去待人。因为神恩待了我，我就必须恩待别人。如果神对我宽

容，我就必须对别人宽容；至于那人如何待我，则无所谓。你如



 

 

何待我，无关紧要；问题是神如何待我，这才至关重要。明白了

这个属灵原则，我的行事为人就不会由你、由非基督徒、由世界

所支配。身为基督徒，我只是由一样事支配，就是神如何待我。 

有多少人是依照这条定律而活的呢？他冒犯了我，所以我要

反戈一击。你的行为是受别人支配的。我们成了机器人，完全由

别人操纵。他无礼对我，我也要无礼待他，跟他针锋相对。他的

行为在支配我，我完全是被动的。我成了机器人，他做什么，我

就如何反应。大多数基督徒是机器人，还没有达至这个阶段，还

没有明白这个原则：我的行为不是由别人决定的。 

无论你是否无礼、是否恩待我，我都无所谓。我的举动只由

一样事决定，就是神如何待我。你可能对我无礼，但我饶恕你，

为什么呢？因为神饶恕了我。我的举动是由神决定的，不是由你。

正因如此，基督徒是世上的自由人，惟有基督徒才是自由人，因

为人人都是受别人的举止所支配的，然而你惟独是受神对你的态

度所支配的。 

你看得见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吗？基督徒的行为方

式是，神如何待他，他就如何待人。正因如此，他成为神的慈爱、

饶恕、恩典、能力的渠道，不受其他人左右，惟独受神左右。 

不妨看一下自己的反应，比如说，服务员不大搭理你，对别

人却非常殷勤，你便怒气冲冲：“种族歧视！我是中国人，就不

来招呼我？那人是白人，就先去服侍他？下次给你点颜色看看！”

可见他的无礼决定了你的举动，你成了机器人。 

基督徒是不受任何人支配的，惟独被神掌管，这就是自由！

所以非基督徒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我伤害了你，你依然微

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待你无礼，你却依然善待我？到底怎么

了？”他开始意识到你是由神掌管的，不是由他支配的，真是闻

所未闻，好新奇。 

这样，基督徒就成了世上的光，在世上鹤立鸡群，从不随波

逐流，从不沦为机器人，受人左右。他在世上很自由，因为他只

想要神，有神就足够了，惟有神才决定他的行动。这个原则至关



 

 

重要，务要明白。 

② 审判的定律：你愿神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 

从该比喻提取出来的第二个定律是，我们怎么待人，神就如

何待我们。神会以我们待人的方式而待我们。这是第二个定律，

跟第一个定律是相辅相承的。第一个定律是，神如何待我们，我

们也要如何待人。而第二个定律颠倒了过来，成了审判的定律。

第一个是成圣的定律，即我要以神待我的方式去待人，这是圣经

的成圣教导（如果你想用神学术语“成圣”的话）。 

但第二个定律是审判的定律。神在审判中如何待我们呢？我

们怎么待人，神就怎么待我们。主耶稣已经多次清楚道明这一教

导。旧约也有这种教导，比如诗篇 18篇 25-26节： 
23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24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这番话将这一属灵定律讲得清清楚楚：神以我们待人的方式

待我们。你对人忠心，神也会对你忠心。你是完全的，无可指责，

神也会向你显明他是完全的，无可指责。你是清洁待人，神也会

清洁待你。然而你弯曲待人，神也会弯曲待你，即苦待你。 

这是属灵生命的秘诀，要是你懂得如何加以运用，就会发现

太了不起了，因为现在你明白了属灵生命是如何运作的。换言之，

你能够亲眼看见神如何待你。你能够透过你待人的方式经历到神

以同样的方式待你，要么是苦待你，要么是怜悯你。如果你不饶

恕别人，主耶稣说，神也不饶恕你。如果你恩待人，神也会恩待

你。 

假设你以慈爱待人，那么请放心，神一定会以慈爱待你。你

待人宽容，神会待你宽容。这就叫做“祝福的属灵循环”。首先

神饶恕了我，所以我也宽容待人。而我宽容待人，神就会继续更

加宽容待我。这就是循环，可以说是“属灵进步的循环”。在这

个循环中，无论你停在哪一点上，那么你的属灵生命就会停在那

里。你可以让这个循环运行下去，也可以中断它，神是任由你来



 

 

决定的。 

换言之，这个原则意味着你成了自己的审判官。神会以你待

人的方式来待你。你严以待人，神会严以待你。你宽以待人，神

会宽以待你。神会根据你的行为举止而决定如何审判你，就这么

简单、公平。我告诉你，到了审判那一天，每个人都会对神说

——“神啊，你是绝对公平的，没有人比你公平。我待人不恩慈，

你就不恩慈待我，这是我应得的，无可辩驳。” 

实例 

积极方面来说，我可以让这个循环继续下去，以至于经历更

多神的恩典。举个例子，我读书的时候没有钱，完全仰赖神的供

应。神丰丰富富供应了我的所需，非常恩慈。神这样做是给了我

一个福分，同时也给了我一份责任，即是说，现在我也必须恩慈

待人。神如何待我，我也必须这样去待人。这就是第一个原则。

所以今天我该如何做呢？读书年代神恩待了我，神感动别人恩待

我，所以我也必须恩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尽己所能帮助他们，不

敢吝惜钱财，一毛不拔。 

第二个原则是，因为现在我在帮助别人，所以神就会更加恩

待我（不一定在物质上）。我没有求物质丰富，但神给了更多属

灵的祝福，透过帮助别人，我不断得到神丰富的恩典。正因为不

断得到神丰富的恩典，就更加激励我付出更多。而付出更多，神

的恩典也就更加丰丰富富地临到我身上。 

这就是一个循环，不断地在属灵上进步，力上加力。你不妨

试一试，就会发现神的定律一直在运行，就像物质世界的定律在

运行一样，因为我们是在跟永生神打交道。如果神不是永生神，

则没有一个定律能够发挥功用。如何知道神是真实的呢？就是因

为每当你运用这些原则，你都能经历神的真实。 

第二个原则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你希望神如何待你，

你就如何待人。想一想，按照你希望神待你的方式去待人，这真

是好奇妙的原则，只要你懂得如何运用它。神赐下这么多原则是

为了祝福我们，好让我们懂得如何加以运用。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你希望神对你更加慷慨、恩慈吗？那就更加恩慈待人吧，神

会将他的祝福倾倒在你身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你们要给

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路 6:38），其实就是这个原则。而且是丰
丰富富地倾倒给你。你之所以没有，就因为你没有给出。不妨试

一试付出，试一试恩慈待人。你的属灵生命很贫乏吗？试试恩慈

待人，神的恩慈就会立即淹没你，真美妙。然而你要是不饶恕人，

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神也会对你冷酷起来。你尝试饶恕别人，

神就会对你非常慷慨、恩慈。 

你决定了你要过什么样的属灵生命，也决定了最终你会受到

哪一种审判。这是基督徒生命的秘诀！你可以前进，可以停止，

也可以将一切颠倒过来。神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力，所以责无

旁贷。我希望神更加恩待我，所以就会更加恩待人，不至于让别

人决定我的行动，因为这样做只能倒退。我会以神推动我的方式

来决定我的行动。这一切你明白吗？难以明白吗？其实非常容易

明白。 

你以慈爱待人，就会经历到神的慈爱 

有人说：“我想服侍神，可是神对我来说不太真实。”那么你

不妨以恩慈待人，看看神的良善会不会淹没你。我每天都经历到

神的慈爱、怜悯，不禁深感不配。为什么神这样恩待我呢？我只

为别人做了一点点，神的慈爱就倾注到了我身上，丰丰富富！神

真是太恩慈了，你为别人做一点点，神的祝福便全部倾倒下来。

神就是这么良善。 

然而如果你待人不恩慈，那么神的审判也会非常严厉。从旧

约可见，你怎样苦待人，神就会七倍地重罚你。反之亦然，你给

有需要的人一点点，神的慈爱就会丰丰富富地临到你，超乎了你

所付出的好多倍。这样你就知道神是真实的了。 

很多基督徒属灵生命停滞不前，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这些属灵

原则。之所以没有运用，可能是不明白这些原则。基督徒的生命

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就好像在探险。你走出去，就会看见精彩的



 

 

世界。当然你必须懂得如何按照这些属灵原则而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