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第廿四课第廿四课……

冲突冲突--群体之路群体之路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太十八15~20冲突冲突--群体之路群体之路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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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16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 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 定准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17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 样。

18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19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心合意地求 么事 我在 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同心合意地求甚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20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马太福音有五个讲论：

第第第第第

马马马马第马马马第马马

通常称为登山宝训 或是说 上宝训通常称为登山宝训、或是说山上宝训

第第第第第

马马马马第马马马马马马第马马

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马马马马第马第马

用比喻带出天国的意思用比喻带出天国的意思

第第第第第

马马马马第马马马马马马马第马马马

有关于教会的生活，

关注的是教会里面出现了冲突的时候，

怎么样处理、怎么样面对

马马马马马马马 基基基基基信仰群体的生活讲论，

焦焦基边缘的成员焦焦基边缘的成员，

就是一无依持、只能靠神的边缘成员。

如如如如 第比喻的第的 就基小孩如如如如第第比喻的第的，就基小孩，

这这这这这这，有有有有有有马耶稣面这，

耶稣说 「要进入上帝国的 就是像小孩子 样 」耶稣说： 「要进入上帝国的，就是像小孩子一样。 」

进天国的人就好像小孩子一样，毫毫毫毫，

没有随着自己可以靠什么 仗什么的 只能仰仗别人没有随着自己可以靠什么、仗什么的，只能仰仗别人，

完全靠成年人、靠父母。

进入神国的人就好像小孩子，进入神国的人就好像小孩子，

 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任何的条件，

只能够倚靠神只能够倚靠神
在 马马马 第第这这，有有有小孩子有马

耶稣面前的的的、从这从第第这这从马 马马马，耶稣面前的的的 从这从 第这这从马 马马马

说的小子，就是承接前面那个小孩的一个概念



教会不不第一的公司、组组、合合合…，

组成最核心的 就是最厉害 最优秀的人；组成最核心的，就是最厉害、最优秀的人；

在天国、在教会，不不这不不焦不不有，

反而倒过来说 边缘的人才是重要的人反而倒过来说，边缘的人才是重要的人，

「边缘的小子」是不可缺的 (马马6~10)。

所不所所所离开的时候所不所所所离开的时候，

必必必尽一切的努力去寻找他们，

在信仰的群体里、在信仰的群体里、

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不、不来来的来，

一个边缘、好像看起来个边缘、好像看起来

最不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离开，

你还是要寻找他 (马马12~14)(马马 )

 一般的情况，如果一个没什么能力、不太优秀、

边缘的，如果他走、就让他走吧，边缘的， 果他走、就让他走吧，

这基一般社会的规矩，没没没没没的

刚刚刚如的刚第第上下文、脉络，

基是是 15 20的 第钥匙 就基基是是 15~20的第第钥匙，就基

 1~5神的国的焦点基刚是边缘的肢体，

告诉我们他们是很重要 不可缺的告诉我们他们是很重要、不可缺的，

如果他们不在的时候，要去找他们

就就就 1~14这第钥匙不去来 15~20这这这这就就就 1 14这第钥匙不去来 15 20这这这这

刚所就我我我刚第得罪人的、犯了罪的弟兄，

就基 1~14如的「小子」 ，就基 1~14如的 小子」 ，

也就基也也里面的「边缘者」。

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

经文就把复和的责任放在被得罪的人身上。

这第有焦这这，在这第这这的里面，这第有焦这这 在这第这这的里面

 那个被得罪的人，反而是主动去找伤害他的人，

希望能够挽回他、使得他回到这个群体希望能够挽 他、使得他 到这个群体

 这个是跟一般的做法、刚好是相反的

从经文不不，刚所就不马我不有一个程序是…
单 弟 有15 从单独地去找这个弟兄，没有结果，

16 就带证人去，还没有结果、就告诉教会。

这第这的基在这复和 挽回这第这的基在这复和、挽回、

在这赢得弟兄 (15b)。

所不所第所所 步步所不所第所所、步步，

 目的不在于定罪、怎么样的论断

 目的在于复和 挽回 赢得这个弟兄 目的在于复和、挽回，赢得这个弟兄

也就基也这第有也也、有小小，

边缘的一员带回群体。边缘的一员带回群体。

整个过程都应该是在

光明 公允地在群体的里面进行的光明、公允地在群体的里面进行的。

刚基那没没那必有两、三个证人的的的。

然然告诉教会 不不不去祷告然然告诉教会、不不不去祷告。

这马经文告告刚所：饶恕不不这忘记。

饶恕的基础 对 遮盖马马马饶恕的基础是面对、不是遮盖，

如如如饶恕就是忘记的来，刚就基如：

你就忘记了 甚甚不用去找他你就忘记了、甚甚不用去找他，

可是饶恕不等于忘记，真正的饶恕必须要面对，

所以你要去找他 指出他的错 这是必须的所以你要去找他、指出他的错，这是必须的
没没的是，再必有两三个见证人去，

刚基那没没那第第那那有基刚没不那必，刚基那没没那第第那那有基刚没不那必，

如果饶恕就是忘记的话，何需要带见证人呢？

反正都忘记了，说什么都没有意思了反正都忘记了，说什么都没有意思了

不！那第第那那有就如两是不是忘记，

基必去面对，而而而那必告诉教会，基必去 而 而那必 诉教
如果忘记就忘记了，还需要告诉教会吗？

必指出他的错、那第第见证人、甚甚必告诉教会，必指出他的错 那第第见证人 甚甚必告诉教会
刚基那那「饶恕不不这忘记」。



马马马马马马马 的的的，提提刚所必真诚地面对冲突，

把饶恕变成廉价的 把饶恕变成忘不要把饶恕变成廉价的、把饶恕变成忘记。

在有饶恕所当当当的处境、或基过程，

这不这这 氛氛 操合所操这不这这、氛氛、操合所操，

我们通常会忽略罪恶、轻看伤痛。

一个受到非常深的创伤的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一个受到非常深的创伤的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

你跟他说「忘记吧」，是另外一次把他深深地伤害。

如如你不两如的来 没不可所不去可：如如你不两如的来，没不可所不去可：

你是被伤害的人，当去找别人告诉、处理时，

那个人告诉「你就忘记吧」那个人告诉「你就忘记吧」…

也也马是有一步的的基必忘记的，没基在忘记之前，

不能不很真诚地面对冲突 面对矛盾不能不很真诚地面对冲突、面对矛盾。
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

而基 马马马 很很很这从第的–而基 马马马 很很很这从第的

先单对单地去跟他面对，指指所的指…

刚所有这第经文放在今天的处境，

如果得罪人的 犯了罪的 不是小子 是领袖如果得罪人的、犯了罪的，不是小子、是领袖，

今天的教会、信仰群体，是怎么样操作呢？

第真实的案例我发在发发 2015第三第第真实的案例我发在发发，2015第三，

发发门诺圣经神学院院院，在在在的在在所操，

代表校方向遭基督教伦理学泰斗的尤达代表校方向遭基督教伦理学泰斗的尤达，
性侵犯的受害人道歉。

原不2015 三发表了尤达多多不多多多有多的报告显提：原不2015第三发表了尤达多多不多多多有多的报告显提：

被尤达侵犯的受害者多达百人、
犯案的时间长达二十年犯案的时间长达二十年，

在这第马多里面，被所侵犯、伤害的人
无数次地向着尤达来质问 没有办法跟他讲无数次地向着尤达来质问，没有办法跟他讲，

这个是大学者，每次那个受害人跟他讲的时候，

都给他讲回来；都给他讲 来；

好了，不行，带了两三个见证人去，两三个人也讲不过他…

然然马是教会去第去，的我那那

尤达基是是里第 有是是的在是尤达基是是里第第有是是的在是，

教会没有接受这些投诉。

二十年这之 使使尤达 再地犯案二十年这之，使使尤达一再地犯案，

 在这二十年，教会做了教会应该做的吗？

 借着光明 公义 挽回赢取那在黑暗中流浪的弟兄尤达吗？ 借着光明、公义，挽回赢取那在黑暗中流浪的弟兄尤达吗？

 安慰、医治那被罪的受伤者、那些上百的女孩子吗？

不！信仰群体失去了她的憧憬不！信仰群体失去了她的憧憬，
教会信仰群体扭曲圣经，
 跟那些女孩子说：你要顺服啊 跟那些女孩子说：你要顺服啊，

如果这个事情扬出去，教会有失见证啊

 还有用手段、灭声、威吓、欺压、蒙混、掩饰 还有用手段、灭声、威吓、欺压、蒙混、掩饰

教会已这不再基山上的城，

是藏污纳垢的、不断焚烧、黑暗的烟直冒，是藏污纳垢的、不断焚烧、黑暗的 直冒，

教会成了可怕的权势！

我们对类似的创伤、类似的荒谬并不陌生，

听过 知道 甚至可能经历过很多听过、知道、甚至可能经历过很多。

刚所没当使有哪一个群体，

曾经正面地挽回犯罪的弟兄？ 曾经正面地挽回犯罪的弟兄？

 能够正面地医治那些被侵犯、

被伤害的小肢体呢？被伤害的小肢体呢？

而基还多的基在继续包庇罪恶、舍弃弱小，

以致让施罪者一再地重施故技呢？以致让施罪者一再地重施故技呢？

今今的信仰群体指也爱心如在施罪者身身，

使使所所一再重复这是这这，以顺服包装对权势的惧怕使使所所 再重复这是这这，以顺服包装对权势的惧怕、

以和谐粉饰群体。

今日的信仰群体害害害害，今日的信仰群体害害害害，

因为冲突动摇了权势的张狂，

暴露了那经粉饰的罪恶，暴露了那 粉饰的罪恶，

揭开创伤不所基被麻醉，而没有使马真正的医治。



2015 马三，教宗对青年人就「冲突」提指第第提提：

1 不要害怕冲突 因为它使我们成长1. 不要害怕冲突，因为它使我们成长

2. 不必失去自己的身分，通所对话不化解冲突，

对话能使人团结 能够找出 条共同的对话能使人团结、能够找出一条共同的

行走的道路，无论在家或是在朋友圈中

3 不必对冲突耿耿于怀，因为这样对你有害3. 不必对冲突耿耿于怀，因为这样对你有害

群体里的领袖基不基是是听这番话，

群体、教会的领袖基不基是是我我不是 马马马马马马马，群体、教会的领袖基不基是是我我不是 马马马马马马马，

好好地去听一听耶稣在这个讲论里面所讲的。

教会不就基在冲突里面成长吗？教会不就基在冲突里面成长吗？

教会不就基在这从的第不冲突、

光明地面对冲突中 经历耶稣的同在吗？光明地面对冲突中，经历耶稣的同在吗？

不就是在光明、真实地面对冲突中，经历真正的医治吗？

只有这从多只有真正的饶恕、只有这从多只有真正的饶恕
刚所只我我我我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借着你自己的儿子不断地提醒我们 –

应当如何地跟随你，
不仅仅是个人的 就是整个的群体不仅仅是个人的，就是整个的群体，

如何地真诚在你的里面成长。

我们巴不得我们每 次的聚集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次的聚集，
无论是要解决问题、无论是面对冲突，

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

愿意你自己的教会，
常常经历真正的饶恕、真正福音的能力，常常经历真正的饶恕、真正福音的能力，

使得我们可以彰显天父的完全。

帮助我们在我们不同的处境当中，
能够忠心地跟随主。

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