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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僕⼈⾏捆綁與釋放的權柄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4 分鐘

經⽂文
⾺馬太福⾳音16:15-21節:「15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16⻄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
帝的兒⼦子。』17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 你是有福的, 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
在天上的⽗父指⽰示的。18我還告訴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 不
能勝過他。19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
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20當下, 耶穌囑咐⾨門徒, 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21從此耶穌纔指⽰示⾨門
徒, 他必須上耶路路撒冷去, 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每⽇日讀經的紀律律
我不斷地提醒各位每⽇日讀經的重要性, 這是百利利⽽而無⼀一害的紀律律。這種⽇日⽇日站在主寶座前領受
靈糧的⽣生活習慣, 必習慣主再來來的那⽇日, 不以為主是忽然來來到, ⽽而是⾃自然的事。基督說:「若若有⼈人
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來跟從我。」(路路9:23)(注意紅字) 當我們天天背起我
們的⼗十字架跟從主基督, 那麼啟⽰示錄15:4b節之「羔⽺羊無論往那裏去, 他們(⼗十四萬四千⼈人)都跟
隨他」就是件⾃自然的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在我們誦讀查究聖經的過程中看⾒見見基督, 與保
羅有同樣的⽣生命,「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
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 為我捨⼰己。」(加2:20)

耶穌責備猶太律律法師, 說他們把知識的鑰匙奪了了去(路路11:52a), 依此⾔言, 天國鑰匙即關乎真理理的
知識。基督徒養成⽇日⽇日讀經紀律律⽣生活的⼀一⼤大利利, 就是可以贏得基督所賜之天國的鑰匙, 以真理理
的知識⾏行行綑綁與釋放的權柄。

積儹財寶在天上
我看主耶穌對彼得指⽰示的這句句話, 最感驚奇的詞語當是「凡你在地上...」, 因這話告訴我們, 我
們在地上⾏行行綑綁與釋放之為, 關係到我們在天上之得; 天上記著我們在地上捆綁與釋放的事蹟。
基督在不同場合教訓聚集在他⾯面前的群眾, 說「你(們)的財寶在那裏, 你(們)的⼼心也在那裏」, 不
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 要為⾃自⼰己豫備永不壞的錢囊, ⽤用不盡的財寶在
天上(太6:19-21; 路路12:33-34)。問, 當如何積儹財寶在天上呢? 我們在基督這「凡你在地上...」
的教訓裏得著具體的指⽰示。

因此, 我們不可就這樣輕輕地唸過主基督這權柄恩賜, 也不能以義和團般壯膽宣告⽅方式來來⾏行行使
這權柄, 我們必須細細地思想這句句話的意義。主基督賜的鑰匙是既可捆綁, ⼜又可釋放, 所以我們
應當擁有捆綁與釋放兩兩⽅方⾯面的能⼒力力; 唯兼具這兩兩者能⼒力力者, 才是尊重⼿手中所賜給之天國鑰匙的
⼈人, 才是發揮基督所賜權柄的⼈人, 才是忠⼼心於基督之託付的⼈人, 才是基督⼝口中之忠⼼心, 良善, ⼜又有
⾒見見識的⼈人。請注意, 基督在此親⼝口說出「教會」⼀一詞, 有耳的教會就當聽, 聽了了之後的教會就當
按主的指⽰示⾏行行, 包括所有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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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磐⽯石
論及教會(和基督僕⼈人)之捆綁與釋放的權柄, 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教會的磐⽯石為何。教會的磐
⽯石就是耶穌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他必須上耶路路撒冷去, 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 並且被
殺, 第三⽇日復活(太16:16,21)。基督僕⼈人必須站穩在這磐⽯石上, 論捆綁與釋放才有意義, 即基督
僕⼈人唯⼀一⽤用於捆綁的繩索與釋放的利利器就是教會的磐⽯石, 捆綁與釋放的焦點乃是在基督的認知
上。今⽇日我們啟應經⽂文讀到世間的智慧在狂風海海浪中「搖搖幌幌, 東倒⻄西歪, 好像醉酒的⼈人, 他
們的智慧無法可施。」(詩107:25-27) 請⼤大家注意, 教會磐⽯石不可裂分, 我們不僅要傳講基督的
榮耀, 同時也要傳講基督的羞辱。

基督僕⼈人的⾝身份
基督指⽰示彼得,「凡你在地上...」, 這個⾝身為基督僕⼈人的⾃自知, ⾃自知是何樣的⾝身份⾄至為重要。基
督僕⼈人當知道⾃自⼰己的地位是上帝的兒女, 唯有這認知的⼈人才會竭⼒力力地使⽤用基督指⽰示這教會的磐
⽯石, 從其取得無窮的資源, 這樣, 才能發揮捆綁與釋放的能⼒力力, 才能有效地進⾏行行捆綁與釋放的⼯工
作。位份有別, 資源亦有別。新任的⾏行行政院院長賴清德原是台南市市長, 兩兩個職位都是有權柄
的, 但⼿手中掌握的資源卻⼤大⼤大有別, ⼀一個掌握的是偏區⼀一地的資源, 另⼀一個掌握的則是全國的資
源。基督徒是上帝的兒女, ⼿手中擁獲的資源是基督, 這位充滿萬有者的基督, ⽽而他賜給我們的資
源就是他的是(基督, 永⽣生上帝的兒⼦子), 與他的⾏行行(受苦, 被殺, 復活, 升天)。

捆綁什什麼?
若若問, 基督僕⼈人要捆綁什什麼? 從基督磐⽯石的原則即知這問的答案就是捆綁錯誤, 捆綁那些使⼈人離
開基督磐⽯石的錯誤教訓。受捆綁者對基督的認識有別於上述之磐⽯石認知, 他們乃是不站在這磐
⽯石上的⼈人, 故他們認識的基督是有偏差的, 無知的, 且錯誤。捆綁後, 繼之⽽而來來的是讓這些受捆
綁的⼈人知獲正確的基督教義。當他們這捆綁鬆開⽽而得蒙釋放之後, 他們就是站穩在這磐⽯石上的
⼈人, 他們是真正認識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並他釘⼗十字架, 復活的⼈人。

箴⾔言書26:4-5節說:「4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恐怕你與他⼀一樣。5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
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這是⼀一個捆綁與釋放的典範作為,「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
他」是捆綁的作為, 知道對象在想些什什麼, 受什什麼樣的捆綁;「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是釋放的作為, 知道如何傳揚正道使對⽅方得釋放。基督徒明⽩白世⼈人哲學並非無⽤用, 就連保羅亦
知當時斯多亞派(stoicism)與以彼古羅派(epicurism)之思想內容, ⽽而我們今⽇日也正處在這兩兩派思
想的氛圍下。不過, 需提醒⼀一句句, 我們必須謹慎, 不要將哲學摻入教義中。譬如說, 現今否定絕
對, 我們就不可受此影響, 以相對的態度⾏行行捆綁和釋放的事。

如何施⾏行行捆綁與釋放的權柄?
基督僕⼈人如何施⾏行行捆綁與釋放的權柄? 答案是⾔言語。⾔言語的重要性不在話下, 詩篇20:7節說:
「有⼈人靠⾞車車, 有⼈人靠⾺馬, 但我們要提到主我們上帝的名。」(注意紅字) 基督是道, 是上帝的道, 
是道的本體, 故基督教會乃以⾔言語展現出捆綁與釋放的權柄作為。基督特別責備猶太律律法師, 
因為他們乃是站在群眾⾯面前負教導之責, ⽽而這責備也落落在那些不站在基督磐⽯石上⾔言真理理的牧師, 
傳道, 主⽇日學老師等。上帝責備祭司未盡教導之責, 廢棄了了祂與利利未所立的約(瑪2:7-8)。

⾔言語說話是每⼀一個⼈人常態性的⾏行行為, ⼈人的⾔言語內容反應出他內⼼心所想。基督說:「11入⼝口的不能
污穢⼈人, 出⼝口的乃能污穢⼈人。...18惟獨出⼝口的, 是從⼼心裏發出來來的, 這纔污穢⼈人。」(太15:11,18) 
以⾊色列列⼈人⼀一說話就顯出他們是悖逆上帝的⼀一群, 他們居然⼤大膽到⼀一個地步, 反質問上帝, 說,「祢
在何事上愛我們呢?…我們在何事上污穢祢呢?…我們在何事上煩瑣祢呢?」(瑪1:2,7; 2:17)

就連⽂文⼠士和法利利賽⼈人亦深知此道理理, 路路加記「53耶穌從那裏出來來, ⽂文⼠士和法利利賽⼈人就極⼒力力的催逼
他, 引動他多說話,  54私下窺聽, 要拿他的話柄。」(路路11:53-54) 耶穌近受難之前, 再次回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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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之處, 許多⼈人來來到耶穌那裏, 這些⼈人⾒見見證⼀一件事, 他們說:「約翰⼀一件神蹟沒有⾏行行過, 但約翰
指著這⼈人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約10:41) 簡⾔言之, 在教會裏⾏行行講道與教導之職的基督徒要
特別留留意他的⼝口, 這是定⾃自⼰己⽣生死, 也是定他⼈人⽣生死的⼝口。屬基督的教會的標準就是指著基督
所說的⼀一切話必須都是真的。

在地上⾏行行捆綁與釋放的權柄
基督僕⼈人⾏行行使基督所賜權柄的地⽅方乃是在地上, 這樣, 他就必須⾯面對⼈人, ⽽而這些⼈人乃是在捆綁中, 
需要被釋放的⼈人。(註: 不是綑綁魔⿁鬼.) 這看似簡單的事, ⾏行行做起來來就不簡單, 因為這在捆綁中的
⼈人是在罪中的罪⼈人, ⽽而罪⼈人⽣生來來最能幹的事就是抵擋上帝, 罪⼈人的⼰己是強壯的壯丁, 是以⾃自我為
中⼼心的⼈人。故, 基督僕⼈人⾯面對在捆綁中的罪⼈人時, 罪⼈人⼀一定會進⾏行行反捆綁的攻勢。這是無可避
免的事。作牧師傳道的若若試圖避免這番衝擊, 這是不切實際, 並企圖逃避⾃自⼰己責任的⾏行行為。

在這個捆綁與反捆綁的交鋒中, 戰況必是慘烈的, 因為這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屬靈之戰。基督僕
⼈人說出捆綁的話絕不是⼈人的⼼心與耳喜歡聽的話, 請聽基督與使徒說的話, 基督說:「⼈人都說你們
好的時候, 你們就有禍了了。」(路路6:26a) 保羅說:「上帝既然驗中了了我們, 把福⾳音託付我們, 我們
就照樣講, 不是要討⼈人喜歡, 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上帝喜歡。」(帖前2:4) 也說:「我現在是
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要得上帝的⼼心呢? 我豈豈是討⼈人的喜歡麼? 若若仍舊討⼈人的喜歡, 我就不是基
督的僕⼈人了了。」(加1:10)

保羅為道迫切, 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聖經記猶太⼈人的反應是既抗拒, ⼜又毀謗(徒18:5-6)。
有基督徒問我們教會的名字, 聽畢則以戲謔的⼝口吻回說,「你們好歸正喔!」他們無知於歸正之
名(Reformed)乃是教會歷史的寶藏。這些都是交鋒的必然, 我們當記住主對保羅說的話,「不要
怕, 只管講, 不要閉⼝口, 有我與你同在, 必沒有⼈人下⼿手害你, 因為在這城裏我有許多的百姓。」(徒
18:9-10)
可惜地是, 許多(⾃自以為是基督僕⼈人的)在交鋒中便便敗陣下來來。我舉⼀一個實例例便便知這就是事實。
教會運作(包括牧師傳道的薪⽔水和會堂的維持)來來⾃自會眾的奉獻, 若若傳逆會眾耳的道, 會眾聽了了之
後便便不來來教會了了, ⽽而⼈人數的減少即刻造成教會運作上的困難, 請問, 牧師傳道三思之後, 他們還
會講捆綁的話嗎? 繼續照講的就是基督的僕⼈人, 有所顧慮的不可能積儹財寶在天上。事實顯明, 
有建物的教會已經沒有教會磐⽯石的教訓了了。請聽基督的話:「這百姓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理教導
⼈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可7:7)

釋放者必須⾃自⼰己親⾝身經歷捆綁的釋放
我問, (⾃自稱是)基督僕⼈人的明知主這捆綁與釋放的指⽰示, 為什什麼不遵之⽽而⾏行行? 答案很簡單, 因為
他們沒有經歷過捆綁得釋放的⽣生命過程。罪⼈人在捆綁中卻以為是⾃自由的, 因此罪⼈人必須被光照, 
真理理的光照出他的現況, 讓他看到他正處在⿊黑暗的捆綁中。所以, 基督徒要被釋放, 他則必須經
歷捆綁, 且經由聖經的啟⽰示指出他在捆綁中。這真理理的光無他, 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看到, 即便便偉⼤大如施洗約翰和使徒之⾸首彼得亦必須經歷這樣捆綁得釋放的過程。施洗約翰
雖然指著基督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 ⾒見見證受他洗的這位耶穌是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但這羔⽺羊基督要死的道理理實在令約翰難以消化, 以致對耶穌說出懷疑的話,「那將要來來的是你
麼? 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太11:3)。彼得雖然⾒見見證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但耶穌
要在他⾯面前死去, 他便便無法接受這事, 以致他起⾝身阻⽌止之。

綑綁⾄至釋放的轉折點: 基督⼗十架
施洗約翰與使徒彼得這兩兩位的事蹟告訴我們, 捆綁與釋放的轉折點就在基督的⼗十架。基督徒不
知道別的, 只知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他看似貧乏, 但卻在釋放中; 基督徒知盡所有, ⾔言盡⼀一
切, 但獨缺基督⼗十架, 他還是在捆綁中。所以, ⼀一個沒有基督⼗十架在他⼼心中的講道者因⾃自⼰己在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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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中, 所講的盡是綑綁, 他不會因⼤大放厥辭地述說上帝的榮耀⽽而在釋放中。須知, 猶太⼈人比我們
這外邦基督徒更更知道如何述說上帝的榮耀, 但他們卻在捆綁中。

捆綁能⼒力力與釋放能⼒力力當兼具
捆綁的動作之鑰乃指出錯誤⽅方⾯面, 釋放的動作之鑰乃提供正確⽅方⾯面, 教會與基督的僕⼈人必須同
時擁有捆綁的能⼒力力與釋放的能⼒力力。只會捆綁⽽而不會釋放者, 評論批判⾔言語居多; 只會釋放⽽而不
會捆綁者, 則護教無⼒力力, 且容易易受到驚嚇。記憶是⼈人具永恆性的標誌之⼀一, 基督徒在地上⾏行行捆綁
與釋之為, 將來來在天上必然記得。當基督說,「在天上也要捆綁」, 這表⽰示我們以後在天上所⾔言
不需要論及捆綁的事, 因此, 當我們只會捆綁⽽而已, 那麼我們以後在天上便便無話可說。另⼀一⽅方⾯面, 
我們只知道釋放, ⽽而沒有捆綁的經驗, 那麼我們以後在天上便便沒有美好回憶。

我們不可把捆綁等同於評論, 因為基督徒耳朵聽道久了了, 學得的是批評講道者講的道, 但要他講
出⼀一篇道理理來來, 卻是詞窮。這就好像, 吃飯吃久了了, 便便染上評菜的惡惡風, 但要他做出這菜更更好的
味道來來, 卻是不能。所以, 基督徒應當在教會外顯能⼒力力, ⽽而不是在教會內爭⾾鬥; 當立志努⼒力力, 補上
⾃自⼰己不⾜足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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