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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八 15~20衝突衝突 -- 群體之路群體之路

15「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

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著 處 來

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16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定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

17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

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18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們在 所 在 要

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19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20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馬太福音有五個講論：

第一個講論

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常 登山寶訓 寶通常稱為登山寶訓、或是說山上寶訓

第二個講論

馬太福音第十章馬太福音第十章

耶穌差遣門徒出去傳道

第三個講論第三個講論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用比喻帶出天國的意思用比喻帶出天國的意思

第四個講論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馬太福音第十八章

有關於教會的生活，

關注的是教會裡面出現了衝突的時候，

怎麼樣處理、怎麼樣面對

馬太福音十八章基本是環繞信仰群體的生活講論，

焦點是邊緣的成員焦點是邊緣的成員，

就是一無依持、只能靠神的邊緣成員。

如果說用 個比喻的講法 就是小孩如果說用一個比喻的講法，就是小孩，

這段經文之前，有人把小孩帶到耶穌面前，

耶穌說： 「要進入上帝國的 就是像小孩子 樣耶穌說： 「要進入上帝國的，就是像小孩子一樣。 」

進天國的人就好像小孩子一樣，毫無遲疑，

沒有隨著自己可以靠什麼、仗什麼的，只能仰仗別人，沒有隨著自己可以靠什麼、仗什麼的，只能仰仗別人，

完全靠成年人、靠父母。

進入神國的人就好像小孩子，進入神國的人就好像小孩子，

就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任何的條件，

只能夠倚靠神只能夠倚靠神

在 十八章講論之前，有人把小孩子帶到

耶穌面前的背景、從這樣一個經文轉到 十八章，耶穌面前的背景 從這樣 個經文轉到 十八章

說的小子，就是承接前面那個小孩的一個概念



教會不像一般的公司、組織、合作社…，

組成最核 的 就是最厲害 最優秀的人組成最核心的，就是最厲害、最優秀的人；

在天國、在教會，不以這種觀點來看人，

反而倒過來說，邊緣的人才是重要的人，反而倒過來說，邊緣的人才是重要的人，

「邊緣的小子」是不可缺的 (十八6~10)。

所以當他們離開的時候，所以當他們離開的時候，

必須要盡一切的努力去尋找他們，

在信仰的群體裡、在信仰的群體裡、

用神的國和神的義來看、來量度的話，

一個邊緣、好像看起來個邊緣 好像看起來

最不怎麼樣的一個人，他離開，

你還是要尋找他 (十八12~14)你還是要尋找 (十 )

一般的情況，如果一個沒什麼能力、不太優秀、

邊緣的，如果他走、就讓他走吧，邊緣的 如果他走 就讓他走吧

這是一般社會的規矩，沒什麼可惜的

剛剛我說的那一個上下文、脈絡，

是了解 15 20 的 個鑰匙 就是是了解 15~20 的一個鑰匙，就是

 1~5 神的國的焦點是那些邊緣的肢體，

告訴我們他們是很重要、不可缺的，告訴我們他們是很重要、不可缺的，

如果他們不在的時候，要去找他們

就拿著 1~14 這個鑰匙來去開 15~20 這段經文就拿著 1 14 這個鑰匙來去開 15 20 這段經文

我們就會發現那個得罪人的、犯了罪的弟兄，

就是 1~14 說的「小子」 ，就是 1~14 說的 小子」 ，

也就是群體裡面的「邊緣者」。

如果是這樣，如果是這樣

經文就把復和的責任放在被得罪的人身上。

這個有點特別，在這個經文的裡面，這個有點特別 在這個經文的裡面

那個被得罪的人，反而是主動去找傷害他的人，

希望能夠挽回他、使得他回到這個群體希望能夠挽回他 使得他回到這個群體

這個是跟一般的做法、剛好是相反的

從經文來看，我們就看到好像有一個程序了…
15 從單獨地去找這個弟兄，沒有結果，

16 就帶證人去，還沒有結果、就告訴教會。

這個目的是在於復和 挽回這個目的是在於復和、挽回、

在於贏得弟兄 (15b)。

所以整個過程 步驟所以整個過程、步驟，

目的不在於定罪、怎麼樣的論斷

目的在於復和 挽回 贏得這個弟兄目的在於復和、挽回，贏得這個弟兄

也就是將這個小弟兄、小姐妹，

邊緣的一員帶回群體。邊緣的一員帶回群體。

整個過程都應該是在

光明、公允地在群體的裡面進行的。光明、公允地在群體的裡面進行的。

那是為什麼需要有兩、三個證人的緣故。

然後告訴教會 不斷地去禱告然後告訴教會、不斷地去禱告。

這章經文告訴我們：饒恕不等於忘記。

太十八饒恕的基礎是面對、不是遮蓋，

如果說饒恕就是忘記的話，那就是說：

你就忘記了 甚至不用去找他你就忘記了、甚至不用去找他，

可是饒恕不等於忘記，真正的饒恕必須要面對，

所以你要去找他 指出他的錯 這是必須的所以你要去找他、指出他的錯，這是必須的

沒辦法了，再要帶兩三個見證人去，

那是為什麼兩三個見證人是那麼地重要，那是為什麼兩三個見證人是那麼地重要，

如果饒恕就是忘記的話，何需要帶見證人呢？

反正都忘記了，說什麼都沒有意思了反正都忘記了 說什麼都沒有意思了

不！兩三個見證人就說明了不是忘記，

是要去面對，而且還需要告訴教會，是要去面對 而 還需要告訴教會

如果忘記就忘記了，還需要告訴教會嗎？

要指出他的錯、兩三個見證人、甚至要告訴教會，要指出他的錯 兩三個見證人 甚至要告訴教會

那是因為「饒恕不等於忘記」。



馬太福音十八章的教導，提示我們要真誠地面對衝突，

變 變不要把饒恕變成廉價的、把饒恕變成忘記。

在把饒恕當成忘記的處境、或是過程，

這種習慣 氛圍 操作當中這種習慣、氛圍、操作當中，

我們通常會忽略罪惡、輕看傷痛。

一個受到非常深的創傷的一個人來到你的面前，一個受到非常深的創傷的一個人來到你的面前，

你跟他說「忘記吧」，是另外一次把他深深地傷害。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可以倒過來去想：如果你不明白的話，可以倒過來去想：

你是被傷害的人，當去找別人告訴、處理時，

那個人告訴「你就忘記吧」那個人告訴 你就忘記吧」…

也許到了有一步的確是要忘記的，可是在忘記之前，

不能不很真誠地面對衝突、面對矛盾。不能不很真誠地面對衝突、面對矛盾。

不是我們隨便說說的，

而是 十八章 很清楚這樣講的 –而是 十八章 很清楚這樣講的

先單對單地去跟他面對，指出他的錯…

我們把這個經文放在今天的處境，

如果得罪人的 犯了罪的 不是小子 是領袖如果得罪人的、犯了罪的，不是小子、是領袖，

今天的教會、信仰群體，是怎麼樣操作呢？

個真實的案例發生在美國 2015 三月一個真實的案例發生在美國，2015 三月，

美國門諾聖經神學院院長，在學校的崇拜當中，

代表校方向遭基督教倫理學泰斗的尤達，代表校方向遭基督教倫理學泰斗的尤達，

性侵犯的受害人道歉。

原來 2015 月發表了尤達多年來侵犯女孩子的報告顯示：原來 2015 一月發表了尤達多年來侵犯女孩子的報告顯示：

被尤達侵犯的受害者多達百人、

犯案的時間長達二十年，犯案的時間長達二十年，

在這二十年裡面，被他侵犯、傷害的人

無數次地向著尤達來質問，沒有辦法跟他講，無數次地向著尤達來質問，沒有辦法跟他講，

這個是大學者，每次那個受害人跟他講的時候，

都給他講回來；都給他講回來

好了，不行，帶了兩三個見證人去，兩三個人也講不過他…

然後到了教會去講吧，教會因為

尤達是宗派裡第 把交椅的學者尤達是宗派裡第一把交椅的學者，

教會沒有接受這些投訴。

二十年之久 使得尤達 再地犯案二十年之久，使得尤達一再地犯案，

在這二十年，教會做了教會應該做的嗎？

藉著光明 公義 挽回贏取那在黑暗中流浪的弟兄尤達嗎？藉著光明、公義，挽回贏取那在黑暗中流浪的弟兄尤達嗎？

安慰、醫治那被罪的受傷者、那些上百的女孩子嗎？

不！信仰群體失去了她的憧憬不！信仰群體失去了她的憧憬，

教會信仰群體扭曲聖經，

跟那些女孩子說：妳要順服啊，跟那些女孩子說：妳要順服啊，

如果這個事情揚出去，教會有失見證啊

還有用手段、滅聲、威嚇、欺壓、矇混、掩飾還有用手段 滅聲 威嚇 欺壓 矇混 掩飾

教會已經不再是山上的城，

是藏汙納垢的、不斷焚燒、黑暗的煙直冒，是藏汙納垢的 不斷焚燒 黑暗的煙直冒

教會成了可怕的權勢！

我們對類似的創傷、類似的荒謬並不陌生，

聽過 知道 甚至可能經歷過很多聽過、知道、甚至可能經歷過很多。

我們可記得有哪一個群體，

曾經正面地挽回犯罪的弟 ？曾經正面地挽回犯罪的弟兄？

能夠正面地醫治那些被侵犯、

被傷害的小肢體呢？被傷害的小肢體呢？

還是更多的是在繼續包庇罪惡、捨棄弱小，

以致讓施罪者一再地重施故技呢？以致讓施罪者一再地重施故技呢？

今天的信仰群體錯將愛心用在施罪者身上，

使得他們一再重複這些惡行，以順服包裝對權勢的懼怕、使得他們一再重複這些惡行，以順服包裝對權勢的懼怕、

以和諧粉飾群體。

今日的信仰群體害怕衝突，今日的信仰群體害怕衝突，

因為衝突動搖了權勢的張狂，

暴露了那經粉飾的罪惡，暴露了那經粉飾的罪惡

揭開創傷不過是被麻醉，而沒有得到真正的醫治。



2015 八月，教宗對青年人就「衝突」提出三個建議：

1 不要害怕衝突 因為它使我們成長1. 不要害怕衝突，因為它使我們成長

2. 不要失去自己的身分，通過對話來化解衝突，

對話能使人團結 能夠找出 條共同的對話能使人團結、能夠找出一條共同的

行走的道路，無論在家或是在朋友圈中

3 不要對衝突耿耿於懷，因為這樣對你有害3. 不要對衝突耿耿於懷，因為這樣對你有害

群體裡的領袖是不是應該聽這番話，

群體、教會的領袖是不是應該好好地讀 馬太福音十八章，群體、教會的領袖是不是應該好好地讀 馬太福音十八章，

好好地去聽一聽耶穌在這個講論裡面所講的。

教會不就是在衝突裡面成長嗎？教會不就是在衝突裡面成長嗎？

教會不就是在這樣的一種衝突、

光明地面對衝突中，經歷耶穌的同在嗎？光明地面對衝突中，經歷耶穌的同在嗎？

不就是在光明、真實地面對衝突中，經歷真正的醫治嗎？

只有這樣子才有真正的饒恕、只有這樣子才有真正的饒恕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謝謝你，

藉著你自己的兒子不斷地提醒我們 –
應當如何地跟隨你，

僅僅 個 就 整個 群體不僅僅是個人的，就是整個的群體，

如何地真誠在你的裡面成長。

我們巴不得我們每 次的聚集我們巴不得我們每一次的聚集，

無論是要解決問題、無論是面對衝突，

都能夠經歷你的同在。都能夠經歷你的同在

願意你自己的教會，

常常經歷真正的饒恕、真正福音的能力，常常 歷真正的饒恕 真正福音的能力

使得我們可以彰顯天父的完全。

幫助我們在我們不同的處境當中，

能夠忠心地跟隨主。

這樣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這樣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 求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