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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23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和这一课有关传扬神的国的教导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诗五十，五十一，五十八，六十二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诗五十，五十一，五十八，六十二）学到什

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罗马书的钥节］ 
(10) 罗六：23 

 
两人一组复习。 
(10) 罗六：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4 
讲授 （85 分钟）                                              ［耶稣的比喻］ 

  不怜恤人的仆人 
 

太十八：15-35 中的“不怜恤人的仆人的比喻”是一个关于 

神国里的饶恕的比喻。 
 

“比喻”是一个含有属天意义的世俗故事。它是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或例证，旨在教导人一个属灵的真

理。耶稣以常见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来阐明神国的奥秘，叫人面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和更新的需要。 
我们会采用研读比喻的六个指引来研读这个比喻（参看手册 9，附录 1）。 
 

阅读太十八：15-35。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语来讲述，比喻中的属灵意义也是以此作为基础。因此，我们要先研习故事的用词

，以及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资料。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 
 

这个比喻的故事可分为三部分： 
 

王施怜悯免去仆人所欠的巨额债款。有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这些仆人并不是普通的奴仆，而是高级官员，

也可能是省长（总督，参看但六：1-2）。他们的职责是在他们所属的各省征收王室税收，并且在适当的时候

把这笔巨款交给王。这些仆人一个接一个的被召去见王。有一个仆人无法把钱交上。他欠王一千万银子（即一

万他连得）！一个他连得相当于六千个得拿利。一个得拿利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一个工人大约要工作二十

年才能赚到一个他连得！因此，这个仆人欠王的债实在太大了，他永远无法偿还给王！我们不知道他为何欠下

这笔钱。他可能收不到税，或者没有把税款好好保存，又或者私自把钱挥霍掉了。重要的是，他所欠的债务是

绝对不可能还清的！ 
 

王吩咐把他和他的家人都卖为奴仆，以偿还一小部分的债务。把无法偿还债务的人卖掉，这种做法在以色列并

不容许，但对以色列的邻国来说是十分普遍的，也是众所周知的做法。 
 

那个仆人就俯伏在王的脚前求怜悯。他并没有否认自己欠下这一大笔钱。他也没有试图解释他如何陷入这个困

境中。他必定早已意识到，还清这笔巨额债款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求王宽容，并且承诺必还清整笔债项！他

说这话是希望能逃过可怕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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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就动了慈心。王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纯粹是出于怜悯！王对他所做的，远超过他所要求和期望

的！这个比喻的第一部分显明王的怜悯和慈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是仆人不配得的。 
 

那个仆人不肯免去他同伴所欠的小额债款。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即一百得拿

利）。这笔债款与他所欠的巨额债款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一百得拿利大约相当于三个月的工资！他的同伴

还未来得及说话，这个不怜恤人的仆人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他要求欠债立即还清。这个故事并没有告诉

我们，他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无情。或许他是因为自己无法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好管家而自尊心受损，感到深

受屈辱，使他产生一种报复的欲望，要把他所受的屈辱报复在他出来遇见的第一个人身上。 
 

他的同伴也俯伏在他的脚前求怜悯。这个仆人对自己所欠的债的看法是现实的。他不像那个不怜恤人的仆人那

样，他没有承诺把一切都还清，只是承诺偿还。但那个不怜恤人的仆人仍然不肯免去他的债，还把他下在监

里。因为他的同伴所欠的债款很小，法律不容许把他卖为奴仆，但法律容许把他下在监里，强迫劳动，直到他

还清所欠的债为止。把这样的人下在监里，甚至拷打他们，查出他们可能把财产藏匿的地方，或诱使他们的亲

戚朋友还债，这都是普遍的做法。这个比喻的第二部分展示那个仆人的残酷无情，他的债免去了，但他仍然不

怜恤别人。 
 

王重新执行之前对这个残酷无情的仆人所定的刑罚，甚至加重刑罚。当其他仆人看见这个不怜恤人的仆人那残

酷无情的行为时，就去把一切都告诉了王。王就召这个他免除了债务的仆人来，指责他是个恶奴才，是个恶

棍。这个残酷无情的仆人理应怜恤他的同伴，正如王所作的那样。他有义务不但感激王的怜悯，也要确实在行

为上以王为榜样去对待他的同伴。他要饶恕所有得罪他的人，这是他要持续履行的责任。王就大怒，把这个残

酷无情的仆人交给掌刑的，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释或应用”。比喻的背景或指出讲述比喻的场合
，或描述讲述比喻时的情形。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释或应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后找到。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太十八：15-22。 
 

管教的原则。在太十八：15-17，耶稣教导祂的门徒，要主动与得罪他们的弟兄和好。虽然第 15 节中的“得罪

你”这个词在最好的古代圣经抄本中并没有出现，但它们是隐含的（路十七：3-4），因为与犯错的弟兄会面

是“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再者，彼得在第 21 节所提出的问题也暗示这是涉及个人的罪。然而，因教

会的利益而需要或容许运用这原则时，就应当运用太十八：15 中的原则，它不仅适用于涉及个人的罪，也适

用于涉及公众的罪。 
 

饶恕的问题。虽然彼得意识到基督徒必须采取主动促成完全的和好，但他想知道基督徒向犯错的弟兄施怜悯要

多少次（太十八：21-22）。这种看待属灵问题的方式和这种议论的方式，看起来好像犹太律法师所采用的方

式。他们教导说，一个人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受冒犯，都必须饶恕，但第四次冒犯就要加以惩罚了！

听起来“饶恕”仿佛是一种可以衡量和操纵的商品；仿佛它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分配的，直至达到某个明确的限

度，若超过了这个限度，一个人就不应再饶恕了！彼得的问题是关乎饶恕的程度，他自己认为“七次”是非常

合理的！ 
 

然而，耶稣回答说，饶恕不是一种商品，也无法用可衡量的数量来表达的。饶恕是对曾经得罪你的人的一种态

度。祂说一个人必须饶恕他那个犯错的弟兄“七十个七次”！祂的意思不是字面上的四百九十次。祂使用了犹

太的象征数字来表示超越完全的次数。耶稣将两个完全的数字“七”和“十”与另一个完全的数字“七”相

乘，旨在表明真正的饶恕是没有界限的，也没有特定的限度。饶恕是内心的状态，而不是一种算计。 
 

这时候，耶稣讲述不怜恤人的仆人的比喻。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十八：23-34。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太十八：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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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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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引言。耶稣无意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一些属灵意义。比喻不是寓言！相关的细节是指比喻故事中

那些加强比喻的中心思想、主题或教训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应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独立的属灵

意义。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 
 

耶稣没有给这个比喻故事中的任何细节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因此，相关的细节必须根据上下文或圣经中的其

他部分推断出来。 
 

王与他的两个仆人。在太十八：35 的应用部分，耶稣将中心要点应用在神、基督徒和犯错的弟兄身上。只有

这几方面是相关的。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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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慈心和

怜悯”代表神的怜悯。“仆人的慈心和怜悯”（也就是仆人本该向他的同伴仆人显明出来的）代表饶恕，基督

徒应当饶恕犯错的弟兄。 
 

一万他连得和一百得拿利。“一万他连得”这笔巨额债务代表人犯罪得罪神的巨大罪债（罪疚）！人本性亏欠

了神这笔巨债。数额如此庞大，是为了表明没有人能够给神偿还这笔债！人是没有可能偿还这笔因自己犯罪和

偏行己路而欠神的债！只有神自己才能赦免这巨大的罪！ 
 

“一百得拿利”这笔小额债款代表另一个基督徒欠第一个基督徒的债。数额仍然相当大（相当于三个月的工

资），但人是可能偿还这笔债的！一个基督徒总是能够饶恕另一个基督徒相对较小的罪！ 
 

这两个数额不是代表特定的罪，也不是代表特定的数量。它们只是代表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数额，以及相比之

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额而已。 
 

掌刑的。这些细节没有任何特定的意义，但它们代表最后的审判，那时各人必得到应得的报应。“因为我们众

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林后五：10）。 
 

这个比喻故事中的所有其他细节都不应赋予任何特定的意义。它们只是用来加强比喻的故事。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中心主题）可以在解释或应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我们可以从耶稣基

督解释或应用比喻的方式知道应当如何解释那个比喻。一个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主要的教训，表明一个要点。因

此，我们不要尝试从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寻找属灵真理，而是要寻找一个主要的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太十八：23-35 中，不怜悯人的仆人的比喻教导我们有关“神国里的饶恕”。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神的赦免和人的饶恕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换句话说，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赦免和

我们给予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的饶恕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一个罪得赦免的基督徒总要愿意饶恕任何得罪他的

人。” 
 
 

他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感谢神赦免了他的罪，也是因为神命令他跟随神的脚踪行，神怎样待他，他也要怎样待

人。因为神已赦免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必须饶恕所有得罪他的人！基督徒必须放弃要求自己的权利，让恩典胜

过他的权利！真正的爱需要排除与生俱来的自爱！ 
  

饶恕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神国的子民不可不怜恤犯错的弟兄，也不可恶待他们，而是要不断地饶恕他

们的过犯（太六：12，14-15）。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圣经中其他经文也有教导相似或

相对的真理。可尝试找出最重要的参考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比喻。总要以圣经直接明确的教导来检视比喻的解

释。  
 

(1) 被告人的比喻。 
阅读太五：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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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讨论。这两个关于神国里的饶恕的比喻有何异同？ 
笔记。在太五：25-26 中的“被告人的比喻”也是一个关于“神国里的饶恕”的比喻。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

下。“现在总是与敌人和好的时刻！” 
 

饶恕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不可拖延与他们所恼怒的弟兄或姊妹和好，因为“明天”
可能太迟了！如果一个人不肯真诚地尝试与人和好，就永远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 
 

“不怜恤人的仆人的比喻”教导我们，与犯错的弟兄或姊妹和好是绝对必要的，这对于与神和好也是必不可少

的，“被告人的比喻”则教导我们，这样的和好是不可迟延的！ 
 

(2) 奴隶制度和酷刑。 
探索和讨论。对于奴隶制度和酷刑，圣经有何教导？ 
笔记。 
 

把人卖为奴仆的做法。阅读出二十二：3；利二十五：8-10，39-43；王下四：1；尼五：4-6；赛五十：1；摩

二：6；八：6。根据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把人卖为奴仆的做法只有在小偷或盗贼身上才容许。根据利未记第

二十五章，一个以色列人若被卖为奴仆，他不可被视为奴仆，而是临时雇工，到了禧年必须让他离开。列王纪

下第四章不是赞成奴隶制度，但只是指出有这事。后来，在尼希米记第五章，把人卖为奴仆来还债的做法受到

斥责。 
  

根据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主透过两个情景来说明，祂没有赶走以色列人，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为奴；

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在那里为奴，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神没有给以色列人休书，以证明祂离弃了以色列人。

祂也没有把以色列人卖为奴仆。事实上，以色列人被弃绝，被卖为奴，是因为自己的罪！ 
 

根据先知阿摩司所说，主斥责把人卖为奴仆的做法！总而言之，把人卖为奴仆的做法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获得批

准。在以色列以外的国家，把无法偿还债务的人卖为奴仆的做法是很普遍的。不怜恤人的仆人的比喻所指的就

是这种做法。 
 

施行酷刑。阅读启九：5；十八：6-7。太十八：34 说：“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第 34 节），等他还

清了所欠的债。”在古代的中东，这些掌刑的人是由法庭任命的官员，向犯了残暴罪行的人施行酷刑。同样，

圣经不是赞成施行酷刑，但只是指出在世上那个地方有这事发生。这并不是耶稣的教训的一部分，而是耶稣所

述说的“故事”的一部分。 
 

在启示录中，神吩咐祂用来向不洁的巴比伦城所犯的罪发出圣洁的忿怒的工具，要按巴比伦向别人所行的报应

她。祂使用比喻的语言说这话。祂没有具体地说明谁是祂用来执行惩罚的工具。它们是神用来施行审判的所有

人和所有事物。 
 

“加倍的报应”的意思是“把与她应得的惩罚完全相等的报应她”。因为巴比伦的罪没有得赎，所以“她的

罪”和“她犯罪应得的公正刑罚”是相等的，两者是均等并构成一个整体的两部分，因此是完全公正的！她对

别人所行的，包括残酷无情的酷刑和杀害。她给别人带来无法想象的悲痛。到了神审判的时候，她必承受公正

的惩罚！ 
 

(3) 关于饶恕的教导。 
探索和讨论。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笔记。 
 

罗三：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欠债人，都需要神的赦免！（参看诗一三

○：3-4；太十八：23）。 
 

诗四十九：7。“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

休。”没有人可以替别人还债。（参看太十八：25；罗三：20）。 
 

罗三：19。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欠神的债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偿还！（参看太十

八：23-24；创二：17；罗五：18）。 
 

罗三：24。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祂被指派成为赎罪的途径。

这意味着在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耶稣基督就为他的罪成为赎罪祭，他的罪就得赦免了（太十八：

27；二十：28；林后五：21）。 
  

林后九：15。“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饶恕另一个曾经得罪你的人理应不是太难的，因为我们欠神

的，比别人欠我们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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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六：12-15。“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

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经文指出，只有当一个人免除那些得罪他的人欠他的债时，他才能确定他自己的债或

罪已经免除了。只有当一个人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时，他才能得到得赦免的确据。神肯定不会赦免那些心怀仇

恨或报复的人！基督徒应当饶恕别人，正如神饶恕了他们一样。他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犯，神也必不饶恕他们

的过犯。神必不赦免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参看太十八：32-34；弗四：32；西三：12-14）！ 
 

太五：23-24；十八：17。谁应当踏出第一步迈向和好：到底是造成伤害的人，还是遭受伤害的人呢？耶稣的

回答是：“两者都要！”太五：23-24 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

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耶稣在这里指出犯罪的一方应当采取主动。 
 

太十八：15 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耶稣在

这里指出无辜的一方应当采取主动。 
 

在神眼中，是谁引起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好！神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动和好！ 
 
 

6. 总结有关神国里的饶恕的比喻的主要教导或教训。 
 

(1) 神的模样。 
所有人都必须知道神是什么模样的。这些比喻的其中一个重要教训是，它们展示了神怜悯和宽恕的心是无法想

象的。在神眼中，我们的罪好比一万他连得的债，这笔债没有人能够偿还给神！我们因犯罪而欠神的债，永远

没有人能够偿还，但耶稣基督已经为每个相信祂的人偿还了！祂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接待祂的人（参看约

一：12）、所有属祂的人（参看约十：11）赎罪！“凡求告主（耶稣基督）名的，就必得救”（罗十：13）。 
 

(2) 基督徒应有的模样。 
基督徒必须知道自己应有的模样。这些比喻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它们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以及

要我们做什么。它教导我们要去与每一个我们向他怀怨的人和好，也与那些可能向我们怀怨的人和好！它教导

我们不可拖延饶恕与和好。我们现在就要饶恕人，马上就要与人和好，因为“明天”可能太迟了！饶恕是神国

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不向人怀怨，也不计算别人得罪自己的过犯，而是马上采取主动去饶

恕与和好（林前十三：5）。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不可不怜恤犯错的弟兄，也不可恶待他们，而是要不断地饶恕

他们的过犯（太六：12，14-15）。 
 

5 
祷告（8 分钟）                                                      ［回应］ 

以祷告回应神的话语 
 

在小组中轮流作简短祷告，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建立教会，并且传扬神的国。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不怜恤人的仆人的比喻”。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诗七十一，七十三，七十八，八十二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罗马书的五节经文：(6) 罗四：5，(7) 罗五：1-2 上，(8) 罗五：3-4，(9) 罗六：

13，(10) 罗六：23。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罗六：12-23。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记下笔记。 
6.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7. 更新你关于传扬神的国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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