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10大卫、米非波设、以及神的恩慈5/9-15
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I撒下九章一至十三节记载大卫以恩慈待约拿单的 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儿子米非波设:
E我们只看神所摆在我们面前的丰富和恩典，我们
A大卫因着约拿单的缘故，觉得有义务以恩慈待扫 就会有平安，我们的心就会得着满足｡
罗家存留的任何后裔，他问扫罗家的一个仆人说， IV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表征神的恩慈:
“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撒 A恩慈是一种仁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怜悯和爱｡
下9:3)。
B乃是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爱拯救了我们，使我们
B仆人对大卫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米非波设， 与人有别:
是两腿残废的｡
1神的恩典将救恩带给人；我们因主的恩典得救｡
C大卫告诉米非波设，他必因他父亲约拿单的缘故， 2提多书三章五节说，神救了我们，乃是照着祂的
以恩慈待他，并应许米非波设，要将他祖父一切 怜悯:
的地都归还他，并且米非波设可以常在王的席上 b我们可怜的光景造成了我们与神恩典之间广阔的
吃饭｡
缺隙｡
D大卫王保存他的性命，归还他一切的产业，并邀 c神的怜悯乃是横跨这缺隙的桥梁，把我们带到祂
请他同席吃饭｡
恩典的救恩里｡
撒下9:7 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 3a爱是恩典的源头；在约翰一书我们摸着父神的
拿单的缘故，以恩慈待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 爱作恩典的源头｡
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在我席上吃饭。
b父神的心里有爱，这爱借着子彰显出来时，就成
II米非波设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 了恩典｡
着了；关于我们与神也是一样:
c恩慈是神赐恩典给我们的态度｡
A1他的蒙恩不是因着自己，乃是因着另一个人｡
d我们有怜悯、爱和恩慈，自然就会有恩典｡
2一个罪人在神面前，也是如此。
e我们的神与父已向我们显示爱、怜悯和恩慈；
罗2:4 还是你藐视祂丰富的恩慈、宽容与恒忍， 祂借此拯救我们｡
不晓得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
多3:4 然而，当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祂对人的
B米非波设住的地方“罗底巴（Lo-debar）”，是 爱显现的时候，
希伯来字，意思是“没有草，没有草场的地方”； 5 祂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
今天的世界就是“罗底巴”:
乃是照着祂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
2一个远离神的罪人，也是住在无草之地。
更新。
C不是米非波设去找大卫，乃是大卫打发人去把米 C在要来的诸世代—千年国时代和将来的永远—
非波设接来｡
中，神要显示“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
D大卫说“米非波设”时，心里有一种怜恤的感觉， 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弗2:7):
声音里有令人喜悦的声调:
1神的恩典是在神的恩慈中赐给我们的｡
1在这句话的深处，有一个心表明神的心是如何｡
D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项是恩慈:
撒上20:14 我活着的时候，你要以耶和华的慈爱 西3: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别蒙爱的人，
待我，免我死亡｡
就要穿上怜恤的心肠、恩慈、卑微、温柔、恒忍。
III就属灵一面说，我们都像扫罗王的孙子两腿残 林后6:4 在各样的事上，证荐自己是神的执事。
废的米非波设一样:
6 以纯洁、…以无伪的爱．
A米非波设虽然常与王同席吃饭，但他的两腿仍是 3爱是有恩慈，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
瘸的。
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B米非波设蒙大卫恩待之后，他只看大卫桌上的丰 弗4:32 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
富，而不看桌下自己的瘸腿。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C我们像米非波设一样，虽然仍是瘸腿的，却能在
王的席上吃饭:
撒下9:13 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常
在王的席上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
1我们的两腿虽瘸，不过是“在桌下”｡
2a每当我们看自己，发现自己是瘸腿的，我们就
沮丧｡
b我们只当看主桌上的丰富，并享受这些丰富｡
3神为我们摆在这里的，不知有多好，有多丰富，
有多甘甜；我们只管吃｡
D我们该从我们的内顾自己转离，并且望断以及于
主｡
来12:2 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

CP1 神临到并施恩于人，不是出于人的行为，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而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
见证在我来教会聚会遇到主耶稣得救之前，为了来
II米非波设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 到主这里，曾经想，“自己必须要变好以后才能
着了；关于我们与神也是一样:
去”。但令人吃惊的是，当我按自己的本相来教会
撒下9:3 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以神的 聚会时，主耶稣访问了我。在我走进由三间六个榻
恩慈待他。
榻米大小的和室合并而成，弟兄姊妹坐着聚会的场
A1米非波设的蒙恩不是因着自己，乃是因着另一 所，那个瞬间，主访问了我。当我看到他们大声赞
个人｡
美，脸上充满了喜乐，闪耀着光辉的时候，光就进
2一个罪人在神面前，也是如此。
到我里面。我在那个瞬间得救了。去聚会之前，我
B米非波设住的地方“罗底巴（Lo-debar）”，是 考虑了各种各样宗教性的问题，但是那个瞬间所有
希伯来字，意思是“没有草，没有草场的地方”； 的问题都被吹跑了，警惕心很强的我，应该是第一
今天的世界就是“罗底巴”。
次敞开心。虽然完全不记得在聚会里说了什么，但
C不是米非波设去找大卫，乃是大卫打发人去把米 我清楚地记得“弟兄姊妹们充满喜乐和发光的脸”、
非波设接来｡
“看到那个的瞬间，我的心一点点向主敞开了”、
D大卫说“米非波设”时，心里有一种怜恤的感觉， “同时光也进入我里面”。耶和华是仁慈的，即使
声音里有令人喜悦的声调:
我向他是关闭，他依然爱着我，来访问我。
1在这句话的深处，有一个心表明神的心是如何｡ 弗2:1 而你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
撒下9:6 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
2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这世界的世代，
7 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 顺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现今在悖逆之子里
缘故，以恩慈待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地都归 面运行之灵的首领。
还你；你也可以常在我席上吃饭。
3 我们众人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在我们肉体的私
8 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 欲里，行事为人，行肉体和思念所意欲的，生来就
狗一般，竟蒙你这样看顾！
是可怒的儿女，和其余的人一样。
10 …要常在我席上吃饭。
4 然而神富于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许多人想，我先作一点好，才能得神的喜悦； 5 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一同与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无缘无故地爱我们。 基督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我们在神面前本来没有地位，不该得着祂的眷顾， 7 好在要来的诸世代中，显示祂在基督耶稣里，向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约拿单，就是耶稣基督，因 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
着祂的缘故神就恩待我们。我们得救，是因在神 8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
的面前有了主基督；有了主，所以我们能到神的 们，乃是神的恩赐。
面前。
9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夸口。
在米非波设这一方面，他不敢去见王，因他
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过着下沉的Going
的祖父是王的仇敌；他不能去见王，因他的两腿 down的人生，为此我烦恼了很久，但却无能为力。
是瘸的。我们想，或者哪一天我作好些了，我再 但是，我可以清楚地见证，从主进入我之后，开
去寻求神，恳切地求祂赦免我的罪，那时也许我 始了上升的Going up反转的生活。当然，得救后
可以得救。但是……圣经说，是神要你，是神呼 也会变得软弱，虽然也经历过“上上下下”的经
召你，是神打发人来告诉你说，祂要你。罗马十 历，但从整体来看，还是在继续上升。内在的基
章六、七节……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到天上去求 督是我人生中Going up的原动力。
主来替死；也没有人能到阴间去求主从死里复活。 腓4: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
底下接着说，“‘这话与你相近，就在你口里， I am able to do all things in Him who empowers
也在你心里。’……因为人心里信，就得着义； me.
口里承认，就得救。”（8、10）。…今天在这里， 主的怜悯临到远离神的我。感谢赞美主!
若有一个人不得救，并非神不救他，乃是他拒绝 祷告哦，主耶稣，感谢你的怜悯和慈爱。我是个
神的恩典。
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地位，我没有任何理
由配得祢的恩典。但是，祢却“无缘无故”地爱
我，访问了我，赐我恩典。曾经我没有寻求你，
但祢却用怜悯向我施慈爱，访问我，拯救了我。
感谢主！

CP2:我们要彼此怜悯，彼此饶恕，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见证公司的董事会上，两位在公司很有经历的董
IV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表征神的恩慈:C在要来 事老是争吵不休。一个人提出建议时，另一个人
的诸世代—千年国时代和将来的永远—中，神要 就强烈反对。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想知道原因，
显示“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 就去问另一个很有经历的董事为什么，他说“大
超越的丰富”:1神的恩典是在神的恩慈中赐给我 约30年前，刚进公司时，两人之间有了不愉快，
们的｡D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项是恩慈:1我们既已 从那时起，他们一直无法原谅彼此”。
穿上了新人，是神的选民，圣别蒙爱的人，就需
我不仅对这两个人感到惊讶，而且对其他拿
要穿上怜恤的心肠和恩慈。
这件事没办法的董事感到惊讶。我也认识到虽然
西3: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别蒙爱的人， 我们日本人具有勤奋工作和擅长细致工作的美德，
就要穿上怜恤的心肠、恩慈、卑微、温柔、恒忍。 但相反的，我们会记住各种小事，很难赦免别人。
2使徒保罗以恩慈作神的执事，并且他嘱咐我们要 还有，我也感谢主，我是因为召会生活，我发现
常留在神的恩慈中。
我的心扩大了一点。
林后6:4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在多方的忍耐上、
在召会生活的福音和牧养中，我常常觉得
在患难上、在贫困上、在困苦上、
“这个人不太好”，就不想继续传福音和牧养。
6 純以纯洁、以知识、以恒忍、以恩慈、以圣别 然而，那时，我想起“我自己也没有寻求，是靠
的灵、以无伪的爱、
主的怜悯得救的。于是祷告说：“主耶稣，我讨
罗11:22 你看神的恩慈和严厉：对那跌倒的人是 厌牧养这个新人。但我记得神对我的怜悯和慈爱，
严厉，对你却是神的恩慈，只要你常留在祂的恩 使我得救。我想摸着你无限的爱来牧养。愿我不
慈中；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是照着自己，乃是照着神来牧养新人。” 这样祷
3爱是有恩慈，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 告，我就能摸着神的爱，被感动，能照着神继续
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牧养。
林前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詩歌24 神的大爱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神的大爱真是远超笔所能描、口所能陈；
弗4:32 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 它比最高星宿还高，它比最深地狱还深。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始祖犯罪，惊恐自危，神赐爱子来救；
我们原是顶撞神的人，并且随着这世界的世 当人痛悔，神就迎归，所有罪案全勾。
代，顺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但，凭肉体的私欲 哦，神的爱，何其丰富、何其无法测量！
而行，在神面前是可怒之子。然而神富于怜悯， 它是坚强，存到永古，天使、圣徒同唱。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就对我们满有恩慈。祂虽是 祷告哦，主耶稣，神爱顶撞神、随着这世代的潮
严格的神，威严的神，但是祂没有弃绝我们，却 流、凭肉体的私欲而行的我，赦免了我。在主的怜
怜悯了我们；祂的怜悯和祂的爱叫祂向我们施恩 悯中赐给我祂丰富的恩典。所以，作为神所拣选，
慈，就是对我们宽厚、慈良、慈善。神向我们所 蒙神神圣的爱所爱的人，我也需要穿上怜悯、慈
施的恩慈，乃是根据祂的爱，且因着祂的怜悯。 爱、谦卑、温柔和忍耐。留在神慈爱中，操练赦免
在这恩慈里，祂把祂恩典的丰富给了我们。
人，就像神已经赦免人一样。阿们！
只有享受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和我们的喜
乐，才能叫我们心存慈怜。我们若是心存慈怜，
就会彼此饶恕。在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里，我们
需要饶恕别人，也需要求别人饶恕我们。这是必
须的，因为我们很容易被人得罪，也很容易得罪
别人。我们若得罪某人，我们需要求他饶恕。但
是我们若被人得罪，我们就需要饶恕别人，正如
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在这段劝勉里，使徒也摆出神作我们日常生
活的模型。我们在神的灵里，并凭着神的生命，
就能像神一样饶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