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憐憫
The mercy of God



馬太福音Matt.

20:120:120:120:1 「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
萄園做工，
20:220:220:220:2 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
進葡萄園去。
20:320:320:320:3 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
20:420:420:420:4 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
當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
20:520:520:520:5 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



馬太福音

20:620:620:620:6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就
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裡閒站呢？』
20:720:720:720:7 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他說：
『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20:820:820:820:8 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
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
20:920:920:920:9 約在酉初雇的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錢銀
子。 』



馬太福音

20:1020:1020:1020:10 及至那先雇的來了，他們以為必要多得；
誰知也是各得一錢。
20:1120:1120:1120:11 他們得了，就埋怨家主說：
20:1220:1220:1220:12 『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
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嗎？』
20:1320:1320:1320:13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
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嗎？



馬太福音

20:1420:1420:1420:14 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
是我願意的。
20:1520:1520:1520:15 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因為我
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
20:1620:1620:1620:16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
在後了。（有古卷加：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

少。）」



1.天國是不是一個很公平的地方？
Is Heaven a fair place?



2.今天的主題是“神的憐憫”。
“正義”( Justice )是我們應該得
的；而憐憫是我們極需要的！
The Theme: Mercy of God. 
“Justice”is what we deserve, 
while mercy is what we are in 
dire need. 



3.有三個答案，很準確的告訴我
們神是如何選擇人來施憐憫的.
The 3 answers tell us clearly 
how God choose to show 
mercy to people. 



A.祂要施憐憫給向祂求憐憫的人祂要施憐憫給向祂求憐憫的人祂要施憐憫給向祂求憐憫的人祂要施憐憫給向祂求憐憫的人！！！！
（（（（To those who ask for it!））））

(路加福音18：10～14)



路加福音Luke

18:1018:1018:1018:10 說：「有兩個人上殿裡去禱告：一個是法
利賽人，一個是稅吏。
18:1118:1118:1118:11 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說：
『 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
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
18:1218:1218:1218:12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
十分之一。』



路加福音Luke

18:1318:1318:1318:13 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
只捶著胸說：『 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
人！』
18:1418:1418:1418:14 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
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
升為高。」



B.因為神只能憐憫那些能夠憐憫人的人，
祂要憐憫能夠把憐憫傳遞給人的人
For the Lord would only show mercy to those 

who will in turn show mercy to others, and 

to those who would pass on his mercy to 

others.

（馬太福音Matt. 18：23～35)



馬太福音Matt.

18:2318:2318:2318:23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帳。
18:2418:2418:2418:24 才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
的來。
18:2518:2518:2518:25 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
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
18:2618:2618:2618:26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啊，寬容我
，將來我都要還清。』



馬太福音

18:2718:2718:2718:27 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
並且免了他的債。
18:2818:2818:28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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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把所欠的還我！』
18:2918:2918:2918: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吧，
將來我必還清。』



馬太福音

18:3018:3018:3018:30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裡，等他還了所
欠的債。
18:3118:3118:3118:31 眾同伴看見他所做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
事都告訴了主人。
18:3218:3218:3218:32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
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18:3318:3318:3318:33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



馬太福音

18:3418:3418:3418: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
了所欠的債。
18:3518:3518:35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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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讓憐憫從你身上流出去，神的憐
憫才能流進你的生命。這是我對如何
讓神的憐憫臨到你的第二個答案。
Second answer: God’s mercy will flow 

into your life only when you pass it on 

to others. 



C.第三個答案是；神要向不再糟
蹋憐憫的人施憐憫！
Third answer:  He  shows his mercy to 
those who do not exploit it.
這是什麼意思呢？
(約翰福音John 8：3～11)



約翰福音John

8:38:38:38:3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
來，叫她站在當中，
8:48:48:48:4 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
被拿的。
8:58:58:58:5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
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
8:68:68:68:6 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
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約翰福音

8:78:78:78:7 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
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
先拿石頭打她。」
8:88:88:88:8 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8:98:98:98:9 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
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
在當中。



約翰福音

8:108:108:108:10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
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8:118:118:118:11 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
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不要跟神玩遊戲！祂救了你，就是
要你不要再犯罪！祂不會永遠無止
盡的赦免你！祂會施恩憐憫那些不
會糟蹋憐憫的人！
Do not play games with God!He saves you so 
that  you  would sin no more! He will not 
pardon endlessly. He will show mercy to those 
who do not exploit mercy. 



結語與呼召！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莫把我漏掉莫把我漏掉莫把我漏掉莫把我漏掉！！！！Pass me not !



莫把我漏掉莫把我漏掉莫把我漏掉莫把我漏掉 Pass Me Not (Hymn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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