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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4/29/2018 

 
基督建立國度-01 

 
國度建立的樣式-01 

 
馬太福音 Matthew 9:35-38 

 
唐興 

A. 前言： 

當我們剛成為基督徒的時候，可能只是把教會看為是⼀個宗教活動的聚會 。當我們對聖

經有更清楚正確的理解之後，就會發現教會就是神的國度。⽽新約的教會開始於耶穌在地

上的職事設⽴⼗⼆使徒開始。今天的經⽂就是在紀錄和描述這個開始點。 

 

這⼀段經⽂是⼀個新段落的開始。⾺太福⾳把耶穌在地上所傳講的信息分為五個部分。解

經家稱為「五段話/五段講道/五個信息」（five discourses）這五段的講道都是在論述神的

國度，說明了什麼是神的國度，神國度的特質，神國度的發展。1）5-7 章，教導神國度的

律法和義的要求︔2）10:5-11:1，耶穌教導訓練建造教會的⼗⼆個同⼯/使徒︔3）13 章，

耶穌⽤ 7 個比喻教導他們關於天國的真理（撒種，⿆⼦和稗⼦，芥菜種⼦，麵酵，寶藏，

尋珠，撒網）︔4）18 章，耶穌教導⼗⼆個同⼯使徒：謙卑和饒恕的⽣命特質︔5）24-25

章，「橄欖山的信息」講到兩個問題：以⾊列地上國度的結束，神國度終極完成的情況。 

（我們都知道，前⾯的段落開始於 4 章 23 節，與 35 節是幾乎完全相同的語⾔。4:23 節，

「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5：

35 節，「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

症。」這兩節經⽂中間的是 5-7 章的登山寶訓，和 8-9 章的 9 個醫治神蹟。5-7 章是基督作

為神國度君王，以君王的權柄告訴祂的百姓，祂要成全律法，把天國的義賜給祂的百姓。

祂解釋了律法的義的要求，也說明了祂的百姓要如何回應（結出義的果⼦）。9 個醫治神

蹟證明了耶穌的權柄出於神，證明耶穌的神性︔9 個醫治神蹟也啟⽰了救恩的真理︔9 個

醫治神蹟也應驗了舊約關於彌賽亞的預⾔，把神國度帶入了最後完成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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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節，具有雙重的功能，它既是前⾯段落的結束總結，也是下⾯段落的開始經⽂。

9:35-38 節，今天的經⽂是第 10 章的序⾔，也可以說是耶穌正式在地上建⽴教會，建⽴神

的國度的序⾔。為什麼這段經⽂是在講耶穌在地上建⽴國度呢︖很明顯的，耶穌⽤了兩個

圖像來描述當時的情況：第⼀，「⽺與牧⽺⼈」︔第⼆，「莊稼和⼯⼈」。這兩個圖像都

是神國度的⽤語。在這個序⾔中，耶穌啟⽰了建⽴神國度的樣式，動機和⽅法。 

 
B. 中心思想：基督開始建立國度並啟示其樣式，動機，和方法。 

耶穌在地上開始建⽴祂的國度，同時也在啟⽰建⽴教會的樣式，動機，和⽅法。我們要⽤

兩個主⽇來思想這段經⽂。今天我們要從基督在地上建⽴神的國度使所啟⽰的教會建造樣

式。下個主⽇我們要看建⽴教會的動機和⽅法。我們⾸先要問的問題是：教會的建造有⼀

定的模式/樣式嗎︖ 最容易理解的是：建造地上的房屋都需要建築的施⼯圖，建造天上的

房屋就⼀定也需要建造的樣式。有聖經的根據嗎︖有的： 

 
5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上帝警戒他，

說：「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

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來 8:5-6） 

 

這兩節經⽂把摩西按照神所啟⽰的樣式建造會幕的⼯作，作為得榮耀升天的耶穌在天上的

執事的預表。摩西作為舊約的中保，謹慎的按照神所執事的樣式建造會幕︔基督作為更美

新約的中保，不是更要謹慎的按照神所啟⽰的樣式建造神的家，就是教會嗎︖8:1 節說，

主耶穌是「已經坐著天上至⼤者的右邊」的⼤祭司，在天上的帳幕在做執事

[λειτουργός]。復活升天的基督作為教會的元⾸，按照⼀定的樣式在地上建造教會。我們

可以推論，這個樣式就是祂在地上建⽴教會的時候所啟⽰的。 

 

耶穌在地上的職事不但實際上建⽴了神的國度，成為教會建造的基礎， 也啟⽰了教會建

造的樣式。⾸先，我們要從舊約的聖經中會幕和聖殿的建造去思想教會建造的原則，然

後，再回到今天的經⽂的第 35 節來看耶穌所啟⽰的教會建造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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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比喻。聖經⽤許多不同的⽅式來啟⽰和教導關於神國度/教會的真理：耶穌⾃⼰⽤

7 個比喻：撒種、⿆⼦稗⼦、芥菜種⼦、麵酵、尋寶、尋珠，說明了神的國度的特質。 

新約的使徒：說明了教會是神居住的房屋/聖殿（注重建造的樣式⽅法：弗 2:20-22︔林前

3:17︔彼前 2:4-5︔提前 3:15）︔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注重教會肢體和元⾸的關係：羅 12:5-

6︔弗 2:23，4：11-16）︔教會是基督的新婦（注重聖約之愛的關係：弗 5:22-23︔啟 21:1-

2，9-10）︔教會是神的國度（注重權柄和統治：弗 2:19︔彼前 2:9）。 

 

因此，雖然有許多不同特質的教會：有的注重傳福⾳，有的注重社團活動，有的注重神學

教導︔形式上，有的是獨⽴⾃主的教會（會眾制），有的是受到不同層次監管的教會。受

監管的教會中有家族式的監管制度（家庭教會/地⽅教會 ），有法庭式的監管制度（長⽼

會）。 不論是何種教會，都必須是合於教會建造藍圖/樣式。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章

說，末後的時候有⽕要試驗個⼈建造的⼯程，這個⼯程就是神的殿[ναός](naos)，我們就是

神的聖殿殿。 

 

基本原則：建造與被建造。神的國度的建造是屬靈的建造，是聖靈的⼯作，是基督的⼯

作。因此基督是那⼀位設計者、建造者、總⼯程師（Master Builder）。 所有參與教會事

⼯，建造教會的⼈具有兩種身分：1）他們都是按照藍圖來建造教會的⼯⼈︔2）他們⾃⼰

本身也被建造成教會。他們就是（有形的）教會：我們就是教會——我們是基督的身體，

我們是神居住的聖殿。這是最根本，最基礎的原則：「教會是被神建造的，教會成員也是

與神同⼯的建造者」。  

 

「1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2 他為那

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盡忠一樣。3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建

造房屋的(神/基督)比房屋（摩西/我們）更尊榮；4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

的就是神。5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6 但基督為

兒子，治理上帝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房屋）了。」

（來 3:3-5）這裡的「房屋」，「家」希臘⽂都是同⼀個字：[οἶκος]（oik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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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許多的時候我們都可能把參與教會的事奉看為是⼀種與世界上⼀般的⼯作⼀樣。我

若是建築⼯⼈，我有技術和能⼒去蓋房⼦，我僅僅是出⼒的⼈。教會卻是不⼀樣，我們不

僅是出⼒的⼈，我們也是被建造的⼈，在屬靈上被建造的⼈。教會的牧師、長⽼、執事雖

然是被呼召出來治理教會的，但是他們也是在治理教會的同時被基督建造。教會所有的成

員都是被神建造的，這是⼀個基本的，令⼈不得不謙卑的基本原則。 
 

舊約的啟示：舊約會幕的建造。我們都知道舊約的會幕和聖殿預表了基督，預表了基督的

身體——就是教會。舊約的會幕和聖殿，新約的教會是神的居所，是神與祂百姓相會，與

祂百姓說話的地⽅。因此，我們必須從舊約會幕的建造，和聖殿的建造來思想新約教會的

建造（因時間關係我們只能看會幕的建造）。然後，再從這個角度來看主耶穌在地上的職

事。我們現要到舊約《出埃及記》建造會幕的經⽂中來看。有兩處的經⽂： 

 

出 25:1-8。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2 「你告訴以色列人當為我送禮物來；凡甘心樂意的，

你們就可以收下歸我。3 所要收的禮物：就是金、銀、銅，4 藍色、紫色、朱紅色線，細

麻，山羊毛，5 染紅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莢木，6 點燈的油並做膏油和香的香料，7 紅

瑪瑙與別樣的寶石，可以鑲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8 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

中間。9 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出 25:1-8） 

 

這段經⽂描述了會幕建造的原則：⾸先，按神旨意的建造。「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在

25-27 章，啟⽰會幕建造樣式的時候重複了 4 次（25:9，40︔26:30︔27:8）：「要照著在山

上啟示你的樣式立起帳幕」。第⼆，神的呼召：⽢⼼樂意的奉獻︔按神旨意的奉獻︔第

三，建造的⽬的是神的同住。 

 

出 31:1-11。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2 「看哪，猶大支派中，戶珥的孫子、烏利的兒子比撒

列，我已經提他的名召他。3 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

做各樣的工，4 能想出巧工，用金、銀、銅製造各物，5 又能刻寶石，可以鑲嵌，能雕刻

木頭，能做各樣的工。6 我分派但支派中、亞希撒抹的兒子亞何利亞伯與他同工。凡心裏

有智慧的，我更使他們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7 就是會幕和法櫃，並其上的施恩

座，與會幕中一切的器具，8 桌子和桌子的器具，精金的燈臺和燈臺的一切器具並香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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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燔祭壇和壇的一切器具，並洗濯盆與盆座，10 精工做的禮服，和祭司亞倫並他兒子用以

供祭司職分的聖衣，11 膏油和為聖所用馨香的香料。他們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

做。」（出 31:1-11） 

 

這⼀段經⽂告訴我們：第⼀， 建造會幕的⼯⼈是神揀選和呼召出來的︔第⼆，神賜下聖

靈的能⼒和智慧︔第三，他們順服神的啟⽰和旨意︔第四，他們是合⼀的製作。這裡講所

啟⽰的原則是：不同的恩賜，同⼀的呼召，合⼀的順服，同⼯的製作。  

 

舊約會幕的建造分為：1）會幕樣式的啟⽰（包括所有材料，施⼯細節）︔2）製作會幕的

呼召（所有以⾊列⼈）︔3）揀選同⼯賜能⼒（指定的⼈選）︔4）按照樣式的製作（同⼯

⼈的順服）︔5）按照樣式的⽴起（摩西按照神的指⽰） 
 

來 8:5-6。5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上帝

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6 如今耶穌所

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我們也可以看到耶穌在地上建⽴新約的教會有有這五個階段。1）耶穌在地上啟⽰教會建

造的樣式︔2）耶穌呼召所有⾨徒︔3）基督呼召塑造⼗⼆個使徒/同⼯︔4）使徒按照基督

啟⽰的樣式建造教會︔5）基督在天上⽴起帳幕就是教會。 

 

我們可以從今天的經⽂中看到基督在地上建⽴祂教會的樣式，⽬的，和⽅法。這就是經⽂

的中⼼思想： 

 
C. 經文結構：  

35 節，講到基督建⽴國度/教會的樣式︔36 節，講到建⽴國度/教會的動機和⽬的︔37-38

節，講到建⽴國度/教會的⽅法。 

 
D. 經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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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耶穌的職事：國度建立樣式的啟示（35）。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1a-事件本身：35 節告訴我們耶穌在地上的職事：祂⾛遍各城各鄉，祂在會堂教導⼈，祂

傳講神國度的好消息，祂醫治各樣的疾病。  

 

經文意思：耶穌在地上建⽴國度的樣式包括了三件事：「教訓，宣講，醫治」。雖然耶穌

還做了許多其他的事，包括在曠野四⼗天擊退撒旦，向撒⾺利亞婦⼈設⽴新約的敬拜規

範，向⾨徒設⽴聖餐，被釘⼗字架。這些都是祂在地上職事的⼀部分，但卻是不可重複

的。不可否認的是：「教導，宣講，和醫治」是祂在地上職事，在地上建⽴神的國度，在

地上建⽴教會的核⼼，⽽且延續到使徒時代，教會建⽴根基的時期。醫治的部分我們要在

下⾯仔細的思想。 其中屬於歷史性的是不重複的，屬於原則性的是延續的。（你會發現

延續性的原則會在新約書信中重複出現）	
 

1）祂走遍各鄉各城。祂是⼀個⼈在做這些事，雖然有⾨徒跟隨著祂，但是祂是獨⾃在建

造。也許你會說，施洗約翰也在建造。但是嚴格的說，施洗約翰是舊約時期的最後⼀個先

知，他是⼀位先驅者。耶穌則是啟動新約時期的終極的先知，祂獨⾃開始建⽴神的國度，

啟⽰建⽴教會的樣式。原則：基督在這裡啟⽰了教會是往外擴張發展的，教會不是靜⽌不

動的。基督復活之後的⼤使命 

 

2）在會堂裡教訓人。猶太會堂是當時的猶太⼈接受神的話的教導的地⽅。他們除了在安

息⽇的時候在那裏聚會，並且⼀週內會有兩次的聚會，加上其他的節⽇聚會。每次的聚會

都有⼀位會堂的職事向會眾讀摩西五經，讀律法，讀先知書︔並且有⼈把希伯來⽂翻譯為

亞蘭⽂（當時普遍的語⾔）︔然後有猶太拉比就會起來講⼀篇釋經的講道解釋前⾯讀的經

⽂。猶太歷史學，亞歷山⼤的菲洛(主前 25-主後 40 年)，寫的當時歷史這樣說：「會堂的

主要特點是仔細的閱讀和解釋聖經。」並且，若是有任何路過造訪的拉比，都可以在會堂

解釋聖經。因此，耶穌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然地在各地的會堂教導和解釋聖經。祂解

釋舊約聖經，祂教導聖經，祂作釋經學的講道。保羅在提摩太前書 4:13 節，吩咐命令：

「13 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今天，許多正統的基督教教會仍然持

守著這個原則：教會以教導解釋神的話為核⼼的事⼯。保羅在以弗所教會 3 年之久，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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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κηρύσσων τὴν βασιλείαν] ，教導神整個的計劃 (the whole plan of God) [ ἀναγγεῖλαι 

πᾶσαν τὴν βουλὴν τοῦ θεοῦ]（徒 20:25-27）。《健康教會的 9 個標誌》的作者，正確的指

出⼀個健康教會的⾸要標誌是：釋經學的講道。 

 

3）宣講天國的福音。宣講[κηρύσσω]（kiruso）就是講道傳講信息的意思。耶穌所教導和

講道的內容是天國的福⾳，是神國度的好消息。祂教導的核⼼信息都包含在前⾯兩⼤段的

經⽂中：登山寶訓的教導（5-7 章），和醫治神蹟（8-9 章）中所啟⽰的關於救恩的真

理，都是天國福⾳的內容。當然，祂在其他地⽅的教導和所作的事，都是在說明天國的福

⾳。使徒們在地上的職事，就是繼續說明天國的福⾳，繼續解釋耶穌的作為和教導 。保

羅對提摩太說，也是對我們說：「13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ὑποτύπωσις]，要用在

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14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裏

面的聖靈牢牢地守著」（提後 1:13-14）。今天，忠⼼正統的基督教教會仍然持⾸著這個

原則：教會以純正的教義為神話語事⼯的核⼼。這裡的「純正話語的規模」，（sound 

pattern of word） 是從使徒所傳下來的「從神的話⽽來的教義」（加爾⽂）。今天也有許

多教會偏離了這個原則，在沒有規範的教導下，在許多核⼼福⾳教義上變得混亂、扭曲、

和模糊不清，每個⼈都有⾃⼰主觀的解釋和理解，教會最後就失去了成為真理柱⽯的神聖

功能。 

 

4）醫治各樣的疾病。約翰福⾳ 21:25 告訴我們，「25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

地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太只是選擇性的記錄了 9 個醫治

神蹟。但我們可以推論耶穌在當時幾乎巴勒斯坦所有的疾病都除去了。我們如何看耶穌的

醫治神蹟呢︖醫治神蹟是否屬於延續性的，還是屬於救贖歷史性不再重複的，是⼀個值得

探討的問題。不論如何，單從教會歷史看來，並沒有延續和重複。但是，這裡要教導我們

什麼原則呢︖⾸先，耶穌的職事不只是身體的醫治，也是屬靈的醫治︔並且是個⼈的醫

治。耶穌的醫治事奉是⼀種對個⼈的事奉。每⼀個身體被醫治，並且得新⽣命的⼈，都親

身經歷祂靈魂的救恩。教會的最重要的功能：個⼈屬靈的醫治，靈魂的醫治包括了末後身

體復活終極性的醫治。每⼀個基督徒，事實上，都領受了主耶穌藉著聖靈親⾃的醫治。今

天教會建造的原則是：⽤以純正的福⾳作為話語的事奉，使每⼀個基督徒⽣活在福⾳的原

則和祝福中，使得屬靈的疾病得到醫治。當教會的牧養偏離了正確嚴謹的釋經講道，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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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放棄了教會歷史傳承下來的教義，就很容易偏離了純正的福⾳的教導和在⽣活上的應

⽤。夫妻關係，⼈際關係產⽣問題的時候，因為不知道如何從福⾳的角度領受祝福，只能

在律法下，在世上粗淺的道德原則下去克制本性，結果是毫無功效的（西 2:20-23）。 

 
結論：基督所啟示的教會建造樣式是：1）教會是向外擴展的；2）教會是以教導神的話
為整個事工的核心；3）教會是以純正的福音作為神話語事工的核心；4）教會是靠著聖
靈的能力，以純正的福音信息作為話語的事奉，服事每一個神的百姓得著屬靈的醫治，在

末後得著身體復活的終極醫治。 

 

應用：教會不是⼀個⼈間宗教團體的集會活動。像會幕的建造⼀樣，教會所擔負的是⼀個

神聖的⼯作，教會是⼀個屬靈⼯作的場所，為了要建造神居住的屬靈的房屋。教會的成員

都是這個房屋的⼀部分，也是參與建造房屋的⼯⼈。神呼召建造教會的同⼯，神也呼召所

有的百姓要⽢⼼樂意的參與教會的建造。⽽且所有參加建造的同⼯都必須看到教會建造的

樣式，然後同⼼合⼀，順服謙卑的去共同建造神的家。你看到了教會建造的樣式嗎︖你願

意接受神的呼召，願意同⼼合⼀，順服謙卑的來建造神所居住的屬靈的房屋嗎︖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