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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1 年七月份半年度训练 ⸺⸺『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结晶读经』 

第九篇 以色列人没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们需要蒙拯救脱离士师记所描绘的

不法，而在神国里活在神的管制之

下，并实行神的旨意。这里也就来了

一个转折点。 

 

在整个信息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三个段落： 

1. 没有神与神是我们的君王的对正

比。 

2. 从不法里被拯救出来以及行父的

旨意。 

3. 关于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以及新

 造里神的经论。 

 

在第一段落，就启示给我们看见我

们所相信、所事奉，并且正分赐到我

们里面的神乃是永世的君王，永远

的神。基督是我们的王，基督要牧养

祂的子民，要在我们的心里掌权，就

如在以弗所书三章里提到的基督要

在我们心里安家。今天基督来不是

暴君要攻击或者侵略我们而是荣耀 

第九篇信息的题目，向我们述说了关

于以色列人没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

看为正的事。在整个士师记里一共有

四次提到了以色列没有王，还有各人

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一共有两次。

这就帮助我们看见以色列子民那时候

怎么样离弃神，敬拜偶像，彻底的堕

落。以色列在行政、敬拜和道德上变得

混乱。当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为业后，

没有听从神的命令，赶出灭尽所有住

在迦南地的七族。结果以色列人事奉

他们的神、因而行主眼中看为恶的事。

而且以色列民也说他们中间没有王，

这就是说，他们废掉了神和神的身份，

不承认神的君王身份。当以色列中没

有王，就没有权柄，各人就任意而行；

这正是现今邪恶世代，也就是世界以

及基督教这宗教系统里的光景。从士

师记十七至二十一章里，我们可以看

见乃是撒但使以色列民行自己眼中看

为正的事，成为无法无天的，不受神的

约束。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



的王要降伏或者训练我们在我们的

心里建立起神的国度。所以我们都需

要主动运用我们的意志在我们心里

还没有被掌权的地方让基督掌权。这

样我们就能够满了安慰、鼓励以及复

兴。 

 

在第二段落，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不

法。行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不法。罪

就是不法，不法就是罪。在神面前，

罪就是任性、任意行事，随己意而行

并背叛神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都不

可以随己意而行乃是要在神的旨意

里行。我们需要顺从事奉神的原则也

就是行父的旨意，行神眼中看为正的

事。就如马太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

人，都能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诸

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今天

实行父的旨意乃是我们进入诸天的

国的门票。 

 

最后一个段落，我们就来看看宇宙

的历史。宇宙的历史包含了神的经论

与撒旦的混乱的历史。今天我们都是

活在混乱、背叛与不法中的人。所以

我们需要对神的经论有清楚的异象。

我们需要被这异象管治、控制并指

引。我们必须在神的经论，神永远的

旨意这异象中刚强而不摇动。神今天

没有把我们从这个混乱里带出来是

因为得胜者不是从撒但的混乱里被

拯救出来，乃是胜过撒但毁坏的混

乱，而在建造的神圣经论里得胜。我

们今天要学习如何不论在个人还是

团体的一面胜过撒但的混乱。愿我们

都能够成为这一班的得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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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启 12:1-4 12:5-9 12:10-18 13:1-10 13:11-18 14:1-5 14:6-12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48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约翰壹书生命读经，第 33~34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二十三篇（请参阅周讯 

 第 7~10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九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六册：第 9 课， 

 书报追求进度：“吃主”：第二篇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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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

召会生活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

照着神牧养，使召会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1. 线上马来语福音讲座⸺⸺Kingdom Yang Tidak Tergoyah 

 日期： 21/11/2021（主日）7:30PM~8:30PM 

 会议帐号： 899 8783 3196     

 会议密码： 3927 

 

2. 2021 年马来语两周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13/12（周一）～ 26/12/2021（主日） 

 训练地点：古晋市召会会所   

 训练对象： 13 岁及以上的青少年。 

 训练费用：每人 RM20/- 

 报名截止： 22/11/2021（周一） 

 备注：欲知详情请查阅报名表，报名表可来会所办公室领取或联络 

   Wilson 弟兄（019-8488835）。 

 

3.  小六生和青少年成全训练饭食服事预告 

报

告

事

项 

 
 
 
 
 
 
 
 
 
 
 
 
 
 
 
 
 
 
 
 
 

周。 

日期 
13/12 

（周一） 
14/12 

（周二） 
15/12 

（周三） 
16/12 

（周四） 
17/12 

（周五） 
18/12 

（周六） 

服事会所 一、九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八 五、七 六、十 

日期 
20/12 

（周一） 
21/12 

（周二） 
22/12 

（周三） 
23/12 

（周四） 
24/12 

（周五） 
25/12 

（周六） 

服事会所 一、九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八 五、七 六、十  

备注：为着年底的小六生和青少年的成全训练，需要各会所配搭服事饭食 

  （只预备午餐）。为此先有预告，请各会所交通服事的人位，人数 

   和细节将稍后报告。若有任何疑问请联络陈铭锋弟兄（012-890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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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事

项 

 
 
 
 
 
 
 
 
 
 
 
 
 
 
 
 
 
 
 
 
 

4. 2021 十二月份半年度训练(线上) 

 

 

 

 
 

  训练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 06/12/2021（周一） 

  备注： 

  1.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性别，语言，联络号码，电 

   子邮件）和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VT12” 

   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给古晋市 

   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2. 每一堂信息后都有分享时段，请参训者在线上听完信息后就可以进 

   入会议室（会议账号和密码将稍后提供）。请参训者学习积极操练 

   预备两分钟的分享(至少 4 次)，以流露基督的丰富。由于训练要求，

   参训者不得无故缺席，需向训练协调人(王焕卿弟兄)请假(缺席不得 

   超过两次)。 

  3. 在训练开始前将会有一次的预训，时间是 02/01/2022（主日）晚上 

   8:00PM-9:00PM，请所有报名参加的弟兄姊妹们务必出席。 
 

5. 大专线上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03 ～ 23/01/2022   

 训练平台：  ZOOM 

 训练对象： 在籍 A-Level/大马高等教育文凭（包括高三）/独中统考文 

        凭/大学预科班学生或以上者以及在籍大专生（学院或大 

      学）。 

 训练费用：每人 RM110（其中包括 RM30 的十二月份半年度训练费用） 

  报名截止： 06/12/2021（周一） 

  备注：训练期间将一同进入十二月份半年度训练的信息，参训者务必 

      参加。请将报名资料（中英文姓名，性别，语言，联络号码， 

        电子邮件，学院，学年）转发给陈舢利弟兄（016-5728630）。

   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CPT”和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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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05~06/01/2022 7:00PM~9:30PM  

08~09/01/2022  3:00PM~5:30PM 7:00PM~9:30PM 

12~13/01/2022 7:00PM~9:30PM  

15~16/01/2022  3:00PM~5:30PM 7:00PM~9:30PM 



 在神圣三一里活着─住在基督这真葡萄树里 交 通 

现在我们要来看，在神圣三一里活着

是什么意思。除了圣经的神圣启示之

外，没有一个宗教或哲学说我们能在另

一个人位里活着。但圣经启示，我们能

在三一神里活着。何等奇妙，何等光荣，

我们竟能成为在三一神里活着的人!在

三一神里活着是美妙的。在整个宇宙

里，有这样一个奇迹，我们竟能在三一

神里面活着。 
 

 在神圣的三一里活着，就是住在基督

这真葡萄树里(约十五 5)。基督将祂自

己比喻作葡萄树。葡萄树的例证，使我

们正确的领悟，什么叫作在祂里面。枝

子是住在葡萄树上的。这意思是说，枝

子是在树里面活着。在三一神里面活

着，就像枝子住在葡萄树上。基督这三

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葡萄树，这是多么

的奇妙。耶稣不是松树，乃是葡萄树，

在全地蔓延并生长。祂的果子对我们是

如此便利可得，因为祂就是葡萄树。 
  

 这葡萄树有许多枝子。所有的枝子乃

是树的完全。葡萄树若没有枝子，就不

是完全的树。这树及其一切的枝子，是

一个生机体，以彰显这树内在的生命，

并实现这树的目的。神以及祂神圣的生

命，需要有彰显，并且祂也有一个定旨。

因此祂需要一个生机体，来彰显祂的生

命，实现祂的定旨。基督就是这生机体，

这葡萄树，并且我们如今住在祂里面。 
 

‘住’字原文的意思是，不仅停留或暂

住，更是居家或安家。在约翰十四章里，

同一字用作名词。主告诉我们，在祂父

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约十四 2)，并且祂

要到爱祂的人那里去，同他们安排住处

(约十四 23)。住处就是居住的地方。所

以，住就是居家。在基督这位三一神的

具体化身里活着，意思就是我们以基督

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居所。只要枝子住在

树上，枝子的日常生活就在树上，因为

枝子在那里活着。现在我们应当明白在

三一神里活着的真义了。在三一神里活

着，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祂作我

们的居所，作我们的家。葡萄树及其枝

子，乃是三一神的生机体。因此，在三

一神里活着，就是住在作神生机体的基

督里。 
 

住在主里面 
 

 我们该是住在主里面的人(约壹二 6)。

住在三一神里，就是住在主里。主是拥

有一切的那一位，祂管理一切，运用祂

的主权主宰一切的人与事。我们是在这

位宇宙的主里面活着。我们若不顺从

祂，或不服从祂，就不能住在祂里面。

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主里。 
 

 住在葡萄树上含示日常的生活。我们

需要来看葡萄树的枝子。枝子乃是在葡

萄树上过‘日常生活。’我们应当是在

主里面过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意思是

说，我们必须顺从祂，我们也必须像祂

一样的生活行动。祂作人的时候，是在

神的权柄下生活行动。我们也需要在祂

的权柄下生活行动，向祂服从。 
 

住在子里面 
 

 我们也该是住在子里面的人(约壹二

24 中)。在新约里，子是有父的生命同

父的性情，以彰显父的那一位。作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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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里面的意思，我们需要读约壹三章

二十二至二十四节：‘并且我们不论

求什么，就从祂得着;因为我们遵守祂

的诫命，也行祂看为可喜悦的事。神的

诫命就是叫我们信祂儿子耶稣基督的

名，并且照祂所赐给我们的诫命彼此相

爱。遵守神诫命的，就住在神里面，神

也住在祂里面。在此我们就知道神住在

我们里面，乃是由于祂所赐给我们的那

灵。’神是赐诫命者。这些诫命就是要

我们信祂的儿子，并要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需要有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信，

我们也需要有爱众弟兄的爱。这就是住

在神里面的意思。这是一种生活，包括

了我们基督徒生活主要的事项。我们基

督徒的生活是信基督并爱弟兄的生活。

只要我们信基督并爱所有作我们弟兄

的基督徒，我们就是完全的。这意思是

说，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的。我们住在神

里面，因为我们遵守祂所吩咐我们的诫

命，就是要信祂的儿子，并爱祂儿子所

有的弟兄。这就是要有信和爱。 

 

 在约翰一书里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住

在主里面，住在子里面，住在父里面，

并住在神里面。这陈明一幅在三一神里

面活着的完整图画。在三一神里面活

着，就是在作三一神生机体的基督里

面，在主带着祂为首的身分并祂的主权

里面，在子带着祂儿子的名分里面，在

父带着祂为父的身分里面，在神带着祂

要我们信祂儿子并爱祂所有众子的诫

命里面，过日常的生活。这就是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经历神圣三一的意思。 

的完全有权，享受属于儿子名分的一切

权利和权益。当我们住在子里面时，我们

就享受我们父的生命，我们父的性情，以

及彰显祂，并享受祂一切产业的权利，权

益。住在主里面，关系到基督的主权。住

在子里面，关系到基督的儿子名分。 
 

住在父里面 
 

 我们也该是住在父里面的人(约壹二

24 下)。我们有一位父，这实在是好!我

们的父是全能的。我们的父是永活的。我

们的父永不老旧。祂在每一面、每一事上

都顾到我们。一个人若失去了父亲，就成

了孤儿。感谢主，神是我们的父，我们不

是孤儿，乃是众子。我们不仅住在作三一

神生机体的基督里，不仅住在主带着祂

的主权里，并住在子带着祂儿子的名分

里，我们也住在父带着祂一切的照顾里。

当我们在三一神里活着的时候，我们乃

是作众子活着，不是作孤儿活着。我们有

一位父。我们活在这位照顾我们者的里

面。 
 

 约壹二章二十四节提到住在子里面，也

提到住在父里面。我们有了子，我们就有

父，因为子与父是一。父在子里面，子也

在父里面(约十四 10)。当我们住在子里

面，我们就是住在父里面。我们的经历证

实这个事实。当我们住在子里面时，我们

感觉到父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主，我们也

有父。我们有子同着父。当我们住在子里

面，我们就享受父，因为父就在那里。 
 

住在神里面 
 

我们也该是住在神里面的人(约壹三  

24 上)。这一切不同的名称─主、子、父、

神─都带着一定的意义。为了要明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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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篇 赦免和挽回（一） 造 就 

读经：太十八 21~35、15~20，路十七 3~5 

 

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就是如果

有弟兄得罪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不

是我们得罪了人，乃是人得罪了我们，

该怎么办？把上面所读的这三处圣经

合起来看，主告诉我们，如果有弟兄得

罪我们，我们不只要赦免他，并且还要

挽回他。现在我们先来看赦免这件事。 

 

壹 赦免弟兄 
 

一 总要赦免 
 

马太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那时

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阿，我弟兄

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

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路加十七章三至四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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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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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是说，赦免弟兄不只七次，是

到七十个七次。路加福音是说，一个弟

兄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懊悔

了，你总要赦免他。不管他的懊悔是真

的或是假的，只要他这样说，你就要赦

免他。他的真假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总

当赦免他。 

七次不算多，但是一天七次也不算少。

同样的事，一天作七次；同一个人，一

天七次向你说我得罪你；若是这样，你

还会相信他是诚心认错么？恐怕你要

说，他是口里说说罢了。所以路加十七

章五节说，‘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

们的信心。’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难处，

一个弟兄一天七次得罪人，又七次回转

说懊悔了，好像这是不可置信的，好像

他们信不来，所以说，‘求主加增我们

的信心。’可是神的儿女在这一种的情

形之下，还是应该赦免。弟兄得罪我们，

我们不应该把罪留在那里一直记念着。 

 

二 神的度量 
 

主在这里引一个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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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的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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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阿，宽容

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

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

的债。’（太十八 23 ～ 27） 

 

这一个仆人在神面前所亏欠的，是千

万的银子，是非常大的数目。他自己是

没有力量偿还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偿

还之物。’我们对于神所有的亏欠，总

是无法偿还的，与人亏欠我们的数目相

比，差得太多了。每一个神的儿女对于

他自己对神的亏欠，有了正当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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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就是神的恩典，

这就是神的度量。任何在神面前求恩典

的人，主都给他恩典，纵然他对于恩典

的认识非常的小。这一个原则，是我们

应该看见的。主喜欢给恩典，只要你稍

微有一点意思求恩典，主就给你恩典，

主就是怕人不求。人只要稍微有一点盼

望，说‘主阿，你施恩给我，’主总是

施恩给他。并且主所赐的恩典，是要作

到祂自己满意。也许你以为讨一块钱就

够，但祂不是给你一块，乃是给你一千

万。祂总是要作到祂满意为止。祂作的

事，必须与祂自己相称。你一块钱收得

进去，神却拿不出这样小的数目来。祂

不拿出则已，要拿出就要按着祂的度量

拿出来。 

 

我们要知道，救恩乃是按着神的度量

作在人的身上。救恩不是按着人的思想

作在人的身上，救恩乃是按着神的思

想、神的打算成功在人的身上。 

 

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求主说，‘你

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主听

见了他的祷告，却不是照着他的这一个

祷告答应他，主乃是说，‘今日你要同

我在乐园里了。’（路二三 42 ～ 43。）

救恩，乃是神按着自己的思想救人，不

是按着罪人的思想救人。不是罪人的那

一个有限的思想在那里想神要怎样替

他作，乃是神按着祂自己的思想来作在

罪人的身上。所以，主不是等到得国降

临的时候才记念他，乃是应许他今天就

在乐园里。 

 

 

 

 

他才会对弟兄的亏欠，有宽大的赦免。我

们如果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

是何等大，就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寡恩的

人。我们需要看见自己亏欠神的数目是

何等大，才能看见别人所亏欠我们的是

何等有限。 

 

主人因为仆人没有什么偿还之物，就吩

咐说，‘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

的都卖了偿还。’其实，就是把他所有的

都卖了来偿还，还是没有方法还清的，所

以，‘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阿，宽容

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人很少清楚知道什么叫作恩典，什么叫

作福音。人在神面前常以为今天他所不

能的，将来他总能；今天他所作不到的，

将来他总作得到。在这里，你看这一个仆

人，他如果把一切都卖掉，还是不够还

的，他就说，‘主阿，宽容我，将来我都

要还清。’他以为他的存心是好的，不是

要赖债，乃是求主人给他更多的时间，他

将来都要还清。其实，这是不认识恩典的

人所有的打算。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 

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就是福音。

福音，不是神按着你的意思替你作事。虽

然你说‘主阿，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

清，’主却不是说‘你有多少先拿来，后

来再还清；’主乃是免了你所欠的债。人

的祷告祈求，远赶不上所赐给我们的恩

典。我们的主，是按着祂所有的替我们

作，是按着祂所有的答应我们的祷告。这

一个主人，把这一个欠他债的仆人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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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满意为止。你尽管到神面前去求，

求得够也罢，求得不够也罢，神总是要

作到祂自己满意为止，不是作到罪人满

意为止。所以，我们对于救恩的思想，

不要从自己这一边来看，而要从神那一

边来看。 

 

三 神的盼望 
 

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凡需要

得着恩典的人，都得学习给人恩典。凡

蒙恩的人，都得学习施恩典。人如果接

受的是恩典，神就盼望他给人的也是恩

典。 

 

马太十八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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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

他，说，宽容我罢，将来我必还清。’

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欠的是一

千万银子，别人欠我们的不过是十两银

子。当我们对主说，‘主阿，宽容我，

将来我要还清’的时候，主不但释放了

我们，并且还免了我们的债。你的同伴，

就是你的弟兄，他无论如何得罪你，至

多是欠你十两银子而已。他也对你说，

‘宽容我罢，将来我必还清。’他和你

同样的盼望，同样的要求，你怎么能不

宽容他呢？但是，这一个仆人‘不肯，

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

债。’（30。） 

 

主引这一个比喻来给我们看见，一个

不赦免别人的人，在神看来，是何等的

无理。你如果不赦免你的弟兄，你就是 

那一个税吏在殿里祷告，他用手捶着胸

说，‘神阿，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

至多只是在神面前求可怜他，可是神听

见了他的祷告，并不是照他这一个祷告

来答应他。主那稣乃是说，‘这人回家

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路十八 9 ～

14。）换句话说，这一个罪人回去，就得

着了称义。这是远超过罪人所想的。罪人

自己没有想到称义，只是求可怜而已，神

却说，这一个人是称为义了。意思就是神

看他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神看他是有

义的了。不只他的罪得着了赦免，并且他

这一个人被神称义了。由此可见，神不是

按着人的思想来成就祂的救恩，乃是按

着祂自己的思想来成就祂的救恩。 

 

浪子回家（路十五 11 ～ 32）也有同样

的情形。当他在远方还没有遇见父亲的

时候，他是预备回家去作仆人的。但是，

当他到了家里之后，父亲并没有叫他作

仆人，反而吩咐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

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

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宰了，吃喝快乐，

因为他这一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

得的。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神不是按着

我们罪人所想的来成就祂的救恩，乃是

按着祂自己所想的来成就祂的救恩。 

 

还有，马可二章告诉我们，有四个人把

一个瘫子抬到主耶稣那里去，因为人多，

不得近前，就把主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

房顶，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缒下去，

盼望主耶稣医治瘫子，使他能起来行走，

但是，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5。）主那稣不只要医治他，并且更要

赦免他的罪。这也告诉我们，神要作到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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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仆人。我们读这一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人真是没有道理。主人免了

他千万银子的债，他却不肯免去人十两

银子的债，竟把人下在监里，等人把所欠

的还清。他是何等的讲‘公义！’我们要

知道，信徒待自己应该根据公义，但待别

人应该根据恩典。不是说弟兄不亏欠你，

主也知道他亏欠你。但是，主给我们清楚

的看见，一个信主的人对于弟兄如果不

能赦免，这一个人就不是以恩典对待人，

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缺少恩典。 

 

三十一至三十三节，‘众同伴看见他所

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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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

你么？’主怎样对待你，主也盼望你怎样

待别人。主没有按着公义向你要求，主也

不盼望你按着公义向别人要求。主是按

着怜恤免了你的债，主也盼望你按着怜

恤免别人的债。主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主

也盼望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主乃是

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恩

待你，主盼望你也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

按、上尖下流的去恩待人。主怎样对待

你，主盼望你也怎样对待你的弟兄。 

 

在神面前有一件最难看的事，就是一个

得了赦免的人，竟不肯赦免别人。一个蒙

赦免的人而不赦免别人，一个蒙怜恤的

人而不怜恤别人，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

难看。人不应当接受了恩典而不给人恩

典。人必须学习在神面前看见，主如何对

待我，我也当如何对待人。接受恩典的

人，拒绝给人恩典，这是最难看的事。蒙

了赦免而不赦免人，这是一件非常不好

看的事。欠债的人讨债，这是神所定罪

的。亏欠的人记念别人亏欠他，这是神

所恨恶的。 

 

主人问他，‘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

伴，像我怜恤你么？’神愿意我们像祂

那样怜恤人，所以我们要学习怜恤人，

要学习赦免人。蒙了恩典的人，神所赦

免的人，要学习免别人的债，赦免别人，

怜恤别人，也恩待别人。要仰起头来对

主说，‘主！你已经免了我一千万银子

的债，我愿意赦免所有今天得罪我的

人，也赦免将来一切得罪我的人。我有

这么大的罪，你尚且赦免我，我也要学

习，要学习有一点像你。我愿意赦免别

人。’ 

 

四 神的管教 
 

接下去，三十四节∶‘主人就大怒，把

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在这里有一个人落在神的管教里，神把

他交给掌刑的，要等他还清所欠的债。 

 

三十五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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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严肃的事！我们盼望没有一

个人落在神的手里。人要从心里赦免弟

兄，像神从心里赦免他一样。我们盼望

弟兄姊妹看见，如果有弟兄得罪你，总

得在神面前学习赦免。总不应该在那里

记念弟兄的罪，总不应该在那里向弟兄

讨还。在这一件事情上，神的儿女应当

像我们的神。神如何宽大的对待你，神

也盼望你如何宽大的对待你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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