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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倫理天國的倫理馬太福音五 – 七章

天國與神國

馬太福音很重要的神學主題 ─

五 - 七章被稱「登山寶訓」所談到的天國，

主要闡釋天國的倫理。

「天國」是馬太習慣採用的語彙，

因為寫作的對象是猶太人，

傳統猶太人眼中，神這個字太聖潔、太崇高，

比較喜歡用「天」來等同於上帝

以「天國」來等同於神國

登山寶訓被視為 天國倫理的教導，

也就是 天國的大憲章、

天國子民的根本憲法

什麼是天國？

無論新約、舊約，天國…
都不是指人間國度的地域觀念 ─ 德國、荷蘭…

而是指超越時空的上帝權能 ─

超越人所能想、地上、地區、地理的觀念

上帝的權能透過基督彰顯，

太廿八18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上帝的國包羅全宇宙、全人類，所有都在上帝國的統治中。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進得了天國，

登山寶訓 ─ 五3 靈裡貧窮、七21 遵行上帝旨意、

五20 勝過文士及法利賽人之義的人，才能進入上帝的國

約三3-5 只有從上頭生的才能進入上帝的國

進入上帝的國，是沒有辦法靠人的努力，

只能透過神的恩典、幫助，我們能遵行祂的意旨

天國的倫理與法則

進入神國有其絕對性 ─ 絕對的跟隨，不打折的委身。

可能會帶來某方面人際關係上的隔閡 ─

遵行的是天國倫理，與世間倫理有差異的

因遵行主的旨意，個人的性格被扭轉、改變、破碎 ─

記恨的人學習饒恕，驕傲自誇的人渴慕做謙卑的人

十六24 若有人要跟從祂就必須捨己，背起十架來跟從祂。

世間的道德、倫理，乃至法律強調外在行為的表現，

耶穌要求不只是外在的行為，更看重內在的動機 ─

五20 必須要有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外在行為)，
內在動機也受到上帝的審核，才能獲准進入天國。

我們是不完全的人，只能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來進入

耶穌要求天國倫理是內在生命的改變 ─ 從恨轉變成愛；

從復仇轉變成饒恕；從外在的行善轉變成自省內在動機



天國的倫理與法則

新約學者賴德 G.E.Ladd ─

如果登山寶訓是決定能否進入神國的律例法則，

實在沒有人能進得去。

福音雖是白白的，但也代表願意跟隨、接受福音的人，

要付上決志跟隨的代價。

正因福音是恩典、是好消息、是禮物，

跟隨的過程無法靠個人的修練，

而是以單純的信心 ─

回轉像小孩、來到天父上帝面前

以禱告尋求祂賜予力量，來改變我們

比起燒香、拜拜、做法會，

登山寶訓的要求實在太高了，

沒有人能達到這種標準。

登山寶訓的內容

五3-12 八福 ─ 八個進入天國者的品格

主題

虛心

哀慟

溫柔

飢渴慕義

憐恤

清心

使人和睦

為義受迫

應許

天國是他們的

必得安慰

必承受地土

必得飽足

必蒙憐恤

必得見神

必稱為神的兒子

天國是他們的

特質

謙卑信靠

因罪哀慟

謙和自制，上帝看重內心生命

愛慕公義、上帝、神的國

慈悲憐憫

純正清潔

和平之子，非喧嚷動亂

堅持真理、跟隨基督、為主受苦

登山寶訓的內容

五13-16 天國的見證 ─ 不是等我們安息，天國才開始，

從接受基督的救恩、重生得救…就開始在地上天國的日子。

成為上帝的子民，在地上我們是鹽…
五13 你們是世上的鹽 ─ 有防腐、調味的功能；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耶穌用平易近人、當地素材做一個形容 ─

讓跟隨的人知道要做鹽、防腐者、調味者

我們也是光，照亮在人前…
五15-16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量穀物
的量器

靠著聖靈結實累累的人，也靠著聖靈，在社會上是鹽、是光。

登山寶訓的內容

五17-48 天國的律法 ─

耶穌沒有廢掉律法，耶穌是來成全律法…

舊約律法 耶穌的教導

五21 凡殺人的，

難免受審判

五27 肉體犯姦淫，

就要被石頭丟死

五31 男人另結新歡…，

給休書，

就可以休妻

五22 對弟兄動怒的，就是殺人；

罵弟兄是笨蛋的，都要受審判

五23-26 解決之道 ─ 與他和好

五28 動淫念就是犯法、犯姦淫

五29-30 解決之道 ─ 面對、對付罪

五31-32 若不是犯姦淫，就不可休妻；

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

就是犯姦淫

殺人

姦淫

休妻



登山寶訓的內容 ─ 五17-48 天國的律法

舊約律法 耶穌的教導

五33 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都要遵守

五38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怕報仇的人過當…

五43 愛鄰舍，恨仇敵

五33-36 什麼誓都不要起

五37 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在言語上學習煉淨、誠信

五39-42 不要報復，要以德報怨

五44-48 愛仇敵，為他們禱告禱告

起誓

報復

仇敵

從耶穌在詮釋天國律法上，看到更高的標準 ─

背後是用愛，做為成全律法的出發點及動機

不再只是拘泥在儀文的條例上

登山寶訓的內容 ─ 六1-18 何謂敬虔？

敬虔的法利賽人、文士，

透過施捨、禱告、禁食，

在明處招搖，讓人知道他們是敬虔人。

耶穌責備他們是假冒為善的，

喜歡做在人面前的，已經得著人的稱讚

六2b、5b、16b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在暗處真正出於敬拜、敬虔動機，

做關於禱告、禁食、施捨的人，

六4、6b、18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強調內在的動機，不在於外在的行為去做炫染，

而在於內心真實的敬虔，父自己察看、就會報答。

登山寶訓的內容 ─ 六19 – 七12 天國的考驗

我們在地上已經開始操練在地如在天…
六19-24 不要積攢財寶在地上，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

六21 財寶在哪裡，心也在哪裡

六24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

知道物質、金錢、屬靈事物上，前後的次序…
六25-34 不要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

六25-31 野地的花、天空的鳥，天父都呵護…
天父豈不更加看顧祂的兒女

六33-34 先求神的國與神的義，其他的主就加給你

七1-5 不要隨便論斷人。

七2-5 論斷人的，自己也被論斷；

不要五十步笑百步，看弟兄有木屑，

卻沒有發現自己眼中有樑木。

看人不順眼，沒想到自己的光景比別人更糟

登山寶訓的內容 ─ 六19 – 七12 天國的考驗

學習分辨 ─ 七6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珍珠丟給豬吃 ─

在最恰當的時間，給予最適合的人

把好東西拿給狗、豬，還以為你要傷害他們，

結果他們踐踏，轉過來咬你

禱告 ─ 七7-11 祈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主不會推卻人的禱告

在我們祈求聖靈、對靈性生命有益的事上，

主願意把最好的賜給我們

七12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學習怎樣待人 ─

這是律法和先知的總綱，

已所不欲、勿施與人，心中更多的充滿愛

希望人以恩慈待你，你也以恩慈學習對待別人



登山寶訓的內容 ─ 七13 – 29 天國與世界的差別

兩條路
七13-14 通往滅亡的路，路是寬的，進去的人多 ─

按人的邪情私慾，滅亡的路更吸引人；

通往窄門的路，路是小的，找著的人少 ─

並非隱藏，人的心不喜歡走這條道路。

兩種樹 ─ 慎防假先知

七15-20 壞樹結壞果、好樹結好果 ─

一個人生命彰顯的是世界的樣式、

或是天國的樣式，

從他生命結出來的果子就可以看出。

登山寶訓的內容 ─ 七13 – 29 天國與世界的差別

兩種人

七七2121--2323 有一類會行異能且呼喊主名，卻不願遵行天父旨意；

另一類人…生命活出是順服神的話。

我們可能懂很多、知道很多、有很多恩賜才幹、

呼求主名，但不是遵行主旨意的人…
兩種房子

七24-27 聽見神的話卻不去行的人，好比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聽見神的話卻去行，好比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七28-29 當耶穌提到天國子民、世界子民，活出生命的差別時，

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

不像文士、法利賽人。

那是生命的流露 ─ 耶穌講的是一篇道，生命又是另一篇道，

帶給當時世代、今天的人，一樣的受用、發人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