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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的纪律天国的纪律 马太福音十六18-19；十八15-17

马太福音专题 ─ 天国的比喻；其他福音书未出现的教会…
天国与教会的关系天国与教会的关系

什么是教会？原文
原意指被呼召出来的会众原意指被呼召出来的会众，

旧约 ─ 上帝选民以色列；新约 ─主耶稣要兴起的新子民
自五旬节圣灵大浇灌之后 教会时代正式展开自五旬节圣灵大浇灌之后，教会时代正式展开，

一群生命被圣灵行过割礼的犹太人、外邦人，

取代旧约 有土地 国家 主权的以色列取代旧约 有土地、国家、主权的以色列，

成为在基督里重生的「真以色列人」。从此 ─
神的国取代了以色列国 神的国取代了以色列国

 教会的权柄取代了以色列的国家主权

耶稣拣选十二门徒 取代以色列十二支派 耶稣拣选十二门徒，取代以色列十二支派，

成为建立教会的根基

天国与教会的关系 ─ 什么是教会？

从圣经中发现，教会 从来不是指一幢建筑物、

一块土地，或是一个教派、一间教堂。

教会在新约原文，常以阴性与单数名词出现，

是有机体，表达出上帝眼中的教会，是有机体，表达出 帝眼中的教会，

不仅是尊基督为元首的新妇与身体

 普世教会无论种族与地域，在他眼中原为一

新约第一次出现教会的名称 在 太十六18 19 十八15 20

普世教会无论种族与 域，在他眼中原为
教会若分门别类，就是在分裂基督的身体。

新约第 次出现教会的名称，在 太十六18-19、十八15-20，

当时教会还没有建立，耶稣从未颁布教会章程、组织条例，

只在这两段经文 谈到赋予教会的权柄只在这两段经文，谈到赋予教会的权柄 ─
教会不等同于天国，但天国是透过教会来见证
日后以彼得为首所建立的教会日后以彼得为首所建立的教会，

必须要明了教会的权柄，彰显天国的纪律

天国 教会

天国与教会的关系

 先有天国，才有教会
 福音书的核心神学之一，论到上帝的国度

使徒行传 保罗书信 大公书信 谈上帝的教会会 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大公书信，谈上帝的教会会
先有耶稣传讲的天国信息，日后才有教会的诞生

 教会并不是天国，但天国包含了教会
 教会建立的头四个世纪，从未有人把国度视为教会，教会建 的头四个世纪， 未有 把 度视为教会，

但国度与教会是相关的 ─ 教会源自于国度，

是一群被召的人，回应耶稣宣扬的天国而形成的团体是 群被召的人，回应耶稣宣扬的天国而形成的团体

 不需、无法用高标准期待地上的教会活出天国的样式，

不过，地上的教会需要朝着见证天国的目标努力不过，地上的教会需要朝着见证天国的目标努力

教会只是上帝国度部份的彰显，过程中，
执行纪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了彰显权柄外执行纪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 除了彰显权柄外，

也是为了挽回，使人回归天国子民的样式



马太福音 十六18-19 的含义

教会与盘石 ─ 太十六18a

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询问门徒：人子是谁？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询问门徒 人子是谁？
彼得清楚的认信 ─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彼得的话，成为建立教会的认信基础，彼得的话，成为建立教会的认信基础，

成为上帝的会众，必须是一位认信耶稣是基督的人。

希腊文 P t 希腊文 P t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

希腊文 Petros 希腊文 Petra

耶稣运用旧约先知在传递神喻时的文学笔法 ─

亚兰文 Kephas 亚兰文 Kephas

耶稣运用旧约先知在传递神喻时的文学笔法
 文字游戏、一语双关…
无论从希腊文或亚兰文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无论从希腊文或亚兰文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

耶稣都采取了一语双关

教会与盘石 ─ 太十六18a

盘石按天主教的传统，认为是彼得，被视为第一位教宗。

初代教会时期五大主教 ─
罗马、耶路撒冷、君士坦丁、亚历山大、安提阿，

彼得在罗马殉道，罗马主教将自己视为五大主教之首

中世纪，在圣彼得的坟墓上兴造梵蒂岗圣彼得大教堂
历任教宗佩戴「渔夫戒 Fisherman’s Ring」g

宗教改革时期，
马丁路德 盘石就是基督马丁路德 ─ 盘石就是基督
加尔文 ─ 彼得对基督的「认信」，

耶稣就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成了建造教会的盘石

彼得是十二门徒之首 代表所有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彼得是十二门徒之首，代表所有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

他们的认信是教会被建立的根基

 太十六18b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
新约圣经所谈的阴间新约圣经所谈的阴间 ─

启一18b 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启六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作死 阴府也随着他启六8a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
启二十13b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这句话的动词是形容 死亡像是侵略者 要 侵教会这句话的动词是形容 ─ 死亡像是侵略者，要入侵教会，

仇敌的权势永远无法吞吃消灭那些真正跟随基督的人…

教会不是指一个教派、一个教会、一栋建筑物，
圣经中教会的观念 ─圣经中教会的观念

重生得救、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超越地理环境 时空的观念超越地理环境、时空的观念

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因着认信、依靠，

会透过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胜过邪恶的势力会透过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胜过邪恶的势力，

正如弥赛亚耶稣胜过死亡一样

 太十六19 天国的钥匙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是上帝赋予教会的权柄 ─
取决于捆绑和释放，取决于捆绑和释放，

可能源自拉比用语 ─ 禁止或准许，

逐出属上帝子民的团体 ─ 教会惩戒

新约学者赖德 教会的纪律执行 包括行政管理在内

逐出属上帝子民的团体  教会惩戒
犯人得着释放 ─ 赦罪

新约学者赖德 ─ 教会的纪律执行、包括行政管理在内，

赛廿二22 神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以利亚敬的肩头上。

这行动包括这行动包括 ─
神要使用以利亚敬担任管理的委任，

所以，教会是上帝国的管家。



 太十六19 天国的钥匙

使徒行传十五章 ─ 彼得、保罗、雅各召开耶路撒冷会议，

就是展现出教会得到的管理委任 ─
以执行上帝委任的权柄来解决问题，

这就是大公会议 Ecumenical Councils 的由来。

教会史上大公会议召开，都在解决教义纷争与异端端…
管理委任伴随而来的是惩戒权 ─

约二十23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教会有权柄决定惩戒不悔改的人、赦免悔改的人。

约二十23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太廿三 耶稣提到天国钥匙 因为法利赛人把门关了太廿三 耶稣提到天国钥匙，因为法利赛人把门关了，
天国的钥匙指交付认信者一副开启认识真理的钥匙，

捆绑与释放 准许人进入 或不准人进入真理之中捆绑与释放 ─ 准许人进入、或不准人进入真理之中，

有时人的无知蒙昧，使人无法进入真理。

马太福音 十八15-17 的含义 ─ 教会的惩戒权

 并不是一开始就把过犯公诸于世，而是进行几个程序 ─
十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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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16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十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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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形同逐出教会

 为什么教会要施行惩戒？ 为什么教会要施行惩戒？
1. 为了挽回犯罪的人，使对方不要继续误入歧途

2 为了让教会依然保有荣耀上帝与神国的见证2. 为了让教会依然保有荣耀上帝与神国的见证，

避免让罪成为引发全团发酵的机会

3 为了保有教会在地上持守圣洁3. 为了保有教会在地上持守圣洁，

上帝说 ─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被神使用为十八世纪英国教会复兴器皿的约翰卫斯理，

在 40 岁那年某个主日 口气宣布开除六十四名会友在 40 岁那年某个主日，一口气宣布开除六十四名会友 ─
说脏话、说谎、吵嘴、骂人、不守安息日…

在不敢动用惩戒权柄的教会看来 简直是 思在不敢动用惩戒权柄的教会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教会历史告诉我们，

复兴往往从认罪悔改 生命的洁净 始复兴往往从认罪悔改、生命的洁净开始
有时我们不敢得罪人，无形当中却常常得罪神。

透过耶稣教导教会与天国的关系 ─
教会，由爱慕与追求真理所组成、属上帝的百姓，教会，由爱慕与追求真理所组成、属上帝的百姓，

神原是要透过教会彰显他的心意与荣耀
过程当中 包括执行教会管理 惩戒的权柄过程当中，包括执行教会管理、惩戒的权柄，

为要保守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

继续在神的国里能够无瑕疵 无玷污继续在神的国里能够无瑕疵、无玷污，

可以献给耶稣基督做荣耀的新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