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的伦理

马太福音五–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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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很重要的神学主题 ─
五-七章被称「登山宝训」所谈到的天国，

天国的伦理

主要阐释天国的伦理。
 「天国」是马太习惯采用的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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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
因为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
传统犹太人眼中，神这个字太圣洁、太崇高，
 比较喜欢用「天」来等同于上帝
喜
「天」来等
上帝
 以「天国」来等同于神国


请按

也就是天国的大宪章、
天国子民的根本宪法

开始播放

什么是天国？
无论新约、旧约，天国…
 都不是指人间国度的地域观念 ─ 德国、荷兰…
 而是指超越时空的上帝权能 ─
超越人所能想、地上、地区、地理的观念
 上帝的权能透过基督彰显，
太廿八18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上帝的国包罗全宇宙、全人类，所有都在上帝国的统治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得了天国，
 登山宝训 ─ 五3 灵里贫穷、七21 遵行上帝旨意、
五20 胜过文士及法利赛人之义的人，才能进入上帝的国
 约三3-5 只有从上头生的才能进入上帝的国
 进入上帝的国，是没有办法靠人的努力，
进入上帝的国 是没有办法靠人的努力

只能透过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能遵行他的意旨

登山宝训被视为天国伦理的教导，

天国的伦理与法则
 世间的道德、伦理，乃至法律强调外在行为的表现，
道德 伦
法律
外 行为的表

耶稣要求不只是外在的行为，更看重内在的动机 ─
五20 必须要有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外在行为)，
内在动机也受到上帝的审核，才能获准进入天国。
 我们是不完全的人，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进入
 耶稣要求天国伦理是内在生命的改变 ─从恨转变成爱；
从复仇转变成饶恕；从外在的行善转变成自省内在动机
 进入神国有其绝对性 ─ 绝对的跟随，不打折的委身。


可能会带来某方面人际关系上的隔阂 ─

遵行的是天国伦理，与世间伦理有差异的
遵行的是天国伦理
与世间伦理有差异的
 因遵行主的旨意，个人的性格被扭转、改变、破碎 ─
记恨的人学习饶恕 骄傲自夸的人渴慕做谦卑的人
记恨的人学习饶恕，骄傲自夸的人渴慕做谦卑的人
十六24 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必须舍己，背起十架来跟从他。

登山宝训的内容

天国的伦理与法则
新约学者赖德
新约学
赖德 G.E.Ladd ─
如果登山宝训是决定能否进入神国的律例法则，
实在没有人能进得去。

五3-12

比起烧香、拜拜、做法会，
登山宝训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没有人能达到这种标准。
 福音虽是白白的，但也代表愿意跟随、接受福音的人，

要付上决志跟随的代价
要付上决志跟随的代价。
 正因福音是恩典、是好消息、是礼物，
跟随的过程无法靠个人的修练，
跟随的过程无法靠个人的修练
而是以单纯的信心 ─
 回转像小孩、来到天父上帝面前
回转像小孩 来到天父上帝面前
 以祷告寻求他赐予力量，来改变我们

登山宝训的内容
五13-16

主题
虚心
哀恸
温柔
饥渴慕义
怜恤
清心
使人和睦
为义受迫

八福 ─ 八个进入天国者的品格
应许
天国是他们的
必得安慰
必承受地土
必得饱足
必蒙怜恤
必得见神
必称为神的儿子
天国是他们的

特质
谦卑信靠
因罪哀恸
谦和自制，上帝看重内心生命
爱慕公义、上帝、神的国
慈悲怜悯
纯正清洁
和平之子，非喧嚷动乱
，
嚷
坚持真理、跟随基督、为主受苦

登山宝训的内容

天国的见证
的见证 ─ 不是等我们安息，天国才开始，

五17-48

耶稣没有废掉律法，耶稣是来成全律法…

从接受基督的救恩、重生得救…就开始在地上天国的日子。

旧约律法

 成为上帝的子民，在地上我们是盐…

你们是世上的盐 ─ 有防腐、调味的功能；
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

五13

凡杀人的，
难免受审判

五21

耶稣用平易近人、当地素材做一个形容
耶稣用平易近人
当地素材做 个形容 ─
让跟随的人知道要做盐、防腐者、调味者
 我们也是光，照亮在人前…

量谷物
的量器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五15-16

天国的律法 ─

靠着圣灵结实累累的人，也靠着圣灵，在社会上是盐、是光。

五27

肉体犯奸淫，

耶稣的教导
五22

奸淫

五28

就要被石头丢死
五31

对弟兄动怒的，就是杀人；
骂弟兄是笨蛋的，都要受审判
五23-26 解决之道 ─与他和好
他

杀人

男人另结新欢 休妻
男人另结新欢…，
给休书，
就可以休妻

动淫念就是犯法、犯奸淫

五29-30

解决之道 ─面对、对付罪

五31 32若不是犯奸淫，就不可休妻；
五31-32
若不是犯奸淫 就不可休妻；

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
就是犯奸淫

登山宝训的内容 ─

五17-48

天国的律法

旧约律法

耶稣的教导

五33 不可背誓，
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都要遵守

五38 以眼还眼，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怕报仇的人过当…
怕报仇的人过当
五43 爱邻舍，恨仇敌

起誓

报复

什么誓都不要起
五37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在言语上学习炼净、诚信
五33 36
五33-36

五39 42 不要报复，要以德报怨
五39-42
不要报复 要以德报怨

登山宝训的内容 ─

六1-18

何谓敬虔？

 敬虔的法利赛人、文士，

透过施舍、祷告、禁食，
在明处招摇，让人知道他们是敬虔人。
耶稣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
喜欢做在人面前的，已经得着人的称赞
六2b、5b、16b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了
赐。
 在暗处真正出于敬拜、敬虔动机，

仇敌

从耶稣在诠释天国律法上，看到更高的标准 ─
 背后是用爱，做为成全律法的出发点及动机
做为成全律法的出发点及动机
 不再只是拘泥在仪文的条例上

登山宝训的内容 ─

做关于祷告、禁食、施舍的人，
六4、6b、18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察 ，

五44-48 爱仇敌，为他们祷告
祷告

六19 –七12

天国的考验

我们在地上已经开始操练在地如在天
我们在地上已经开始操练在地如在天…
 六19-24 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六21 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
财宝在哪里 心也在哪里
 六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
知道物质 金钱 属灵事物上 前后的次序
知道物质、金钱、属灵事物上，前后的次序…
 六25-34 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六25-31
六
野地的花 天空的鸟 天父都呵护
野地的花、天空的鸟，天父都呵护…
天父岂不更加看顾他的儿女
 六33-34
六33 34 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其他的主就加给你
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 其他的主就加给你

强调内在的动机，不在于外在的行为去做炫染，
强调内在的动机
不在于外在的行为去做炫染
而在于内心真实的敬虔，父自己察看、就会报答。

登山宝训的内容 ─

论断人的，自己也被论断；
论断人的
自己也被论断
不要五十步笑百步，看弟兄有木屑，
却没有发现自己眼中有梁木。
却没有发现自己眼中有梁木
看人不顺眼，没想到自己的光景比别人更糟

天国的考验

 学习分辨 ─ 七6 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 ─

在最恰当的时间，给予最适合的人
 把好东西拿给狗、猪，还以为你要伤害他们，
结果他们践踏，转过来咬你




祷告 ─ 七7-11 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主不会推却人的祷告
 在我们祈求圣灵、对灵性生命有益的事上，
主愿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七1-5 不要随便论断人。
七
七2-5

六19 –七12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学习怎样待人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学习怎样待人 ─
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已所不欲、勿施与人，心中更多的充满爱
已所不欲 勿施与人 心中更多的充满爱
 希望人以恩慈待你，你也以恩慈学习对待别人

七12

登山宝训的内容 ─

七13 – 29

天国与世界的差别

两条路
通往灭亡的路，路是宽的，进去的人多
通往灭亡的路
路是宽的 进去的人多 ─
按人的邪情私欲，灭亡的路更吸引人；
通往窄门的路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少 ─
通往窄门的路，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
并非隐藏，人的心不喜欢走这条道路。

七13-14

两种树
种 ─ 慎防假先知
七15-20坏树结坏果、好树结好果

─
个人生命彰显的是世界的样式、
一个人生命彰显的是世界的样式、
或是天国的样式，
从他生命结出来的果子就可以看出。

登山宝训的内容 ─

七13 – 29

天国与世界的差别

两种人
种人
有一类会行异能且呼喊主名，却不愿遵行天父旨意；
另一类人…生命活出是顺服神的话。
我们可能懂很多、知道很多、有很多恩赐才干、
呼求主名，但不是遵行主旨意的人…

七21
21--23

两种房子
七24-27听见神的话却不去行的人，好比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听见神的话却去行，好比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当耶稣提到天国子民、世界子民，活出生命的差别时，
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法利赛人。
那是生命的流露 ─ 耶稣讲的是一篇道，生命又是另一篇道，
耶稣讲的是一篇道 生命又是另一篇道
带给当时世代、今天的人，一样的受用、发人省思。
七2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