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朋友 

马太福音 18章 15-20节 

 

今天要看一看主耶稣谈论友谊的教导。我相信友谊是一种无法

用言语来描述的美好关系，一旦经历到了，它就会改变我们的生

命和价值观，带给我们温暖，填补我们内心的虚空和冷漠。不知

道你是否有个朋友，每当想起他，你心里都会好温暖？ 

有时候听见一个人谈起他的一位朋友时，脸上立刻就有了光

彩。他说：“你认识我这位朋友吗？”于是他开始描述那人，他正

描述的时候，你见得到他内心、脸上洋溢着温暖。这肯定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朋友，所以每每提到他时，就会兴高采烈。你有这样

的朋友吗？有些人，你每每想到他，内心都会好甜蜜、畅快。有

一个让你觉得如此甜蜜的朋友，真好！这种人太少了。你一想到

他，就好温暖、舒畅，心里倍受安慰。你有多少这样的朋友呢？ 

有一个这种朋友，你就太幸运了。有两个这种朋友，你实在是

得天独厚。有三个这种朋友，我就黔驴“词”穷了，不知道怎么

形容你有多幸运了。能有一位如此亲密的朋友，实在太好了！跟

他在一起，你觉得完全轻松自如。真朋友的标记是，你无需想着

要说些什么。你要是很害怕两人没话说，那就太累了。你注意到

了吗？如果你们是好朋友，则不需要说什么的，只要在一起就行

了，不必想着：已经沉默两分钟了，沉默太可怕、太尴尬了，我

得拼命想些话题说。 

你有没有发现，好朋友在一起，沉默最舒服了？你不必说什么，

不必娱乐他。你不必想：“那人一定会觉得我很没趣，所以我得快

快想出一个笑话来。”于是你讲一个笑话，可是这个笑话很平淡，

你就再讲一个笑话。结果越来越沮丧，因为这根本不是友谊，他

好像是你的观众，你得娱乐他。有一个朋友，多么让人轻松啊！

并肩而坐，看着湖水，或者什么风景，不必说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心有灵犀一点通！ 

你有一个这种朋友吗？我真怀疑。很难找到这种朋友，好像珠

宝那么稀少！珠宝要比朋友好找多了，愿意付钱就可以买到珠宝，

但哪里找到这种朋友呢？你不能用钱去买。问题是这种朋友不但

难找，还很难保持。原因是我们很难建立这种友谊，因为害怕被

伤害。为什么很难找到一个这种朋友呢？我们害怕被伤害。一旦

如此亲密，你就会觉得很容易受伤。而我们不喜欢受伤，害怕受

伤，所以筑起一堵围墙。 

一方面是深邃的友谊，一方面是害怕受伤，如何处理这两样事

呢？这恰恰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18章这段经文中所教导我们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从中学习什么是友谊，学习神希望

我们有的这种友谊。试想如果整间教会都是知心朋友，那该是什

么样的啊！知心朋友！彼此知心的朋友！我们多渴望有这种友谊！ 

然而我们害怕这种友谊，之所以害怕，是因为友谊让我们太脆

弱。因为若想建立友谊，你就必须敞开自己；而你一敞开，就会

受伤。你封闭自己，那么人只不过打到你的围墙而已。希望你的

围墙很厚，反而让他们的手打痛了。要是他们用头来撞你的墙，

就得后果自负了。所以你封闭自己，保护自己。你敞开自己，就

会受伤。可是你不敞开自己，就不会有朋友。你要做何选择呢？ 

路得和拿俄米动人的友谊 

路得和拿俄米的关系是旧约一个最感人的故事，每次读，我都

很感动，百读不厌。拿俄米是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已过世的儿子

曾是路得的丈夫。拿俄米要走了，就对路得说：“现在离开我吧，

我儿子死了，我没什么能给你的，所以你自由了，跟我无关了。”

但路得不愿离开婆婆，她说：“我会跟着你。”在路得记 1章 16-17
节，路得这样对她的婆婆拿俄米说： 

16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
神就是我的神。17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雅伟重重地降罚与我。 



 

 

最后一句话是一句誓言：“不然，愿雅伟重重地降罚与我。”爱

胜过死亡！我在神面前起誓，死亡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你找得到

这种忠诚、开放、舍己的友谊吗？这就是“有一朋友，比弟兄更

亲密”（箴 18:24）。真美丽！我觉得人生中最美好的事就是这种友
谊（你要是不信，请告诉我还有什么更美丽的事，我想不到了）。 

我并不是在说所有的友谊。我们有很多朋友，到了关键时刻，

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哪一种朋友了。没做基督徒以前，我有很多朋

友，可谓前呼后拥！如果你口袋里有很多吸引人的东西，那么朋

友自然会源源不绝。朋友的确是喜欢你，但更喜欢你口袋里的东

西。他们想透过你得到你口袋里的东西。要是不能透过你拿到口

袋里的东西，那么还需要你做什么呢？想必你知道这种朋友。一

旦你口袋空了，朋友也就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谈的并非这种友谊，而是路得此处展现出来的友谊：“你

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不要再叫我离开你，死亡也不会将我

们分开，因为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就葬在你旁边。”这就

是友谊，完全舍己、忠诚，不贪图你口袋里的东西，面对死亡也

不退缩，经得起最悲痛的考验。这才是友谊！ 

约拿单与大卫的属灵友谊 

想一想大卫与约拿单，多么动人的友谊！大卫这样说约拿单：

“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大卫结识了很多

女人；跟女人打交道，可以说大卫是专家了。但大卫并未说女人

的爱最美好，却说约拿单的爱“过于妇女的爱情”。为什么呢？因

为完全没有外在、肉体的吸引，是属灵的爱，这种爱胜过死亡。 

男女之间的爱往往是外在的爱，一旦外在吸引过去了，友谊也

就终结了。这往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所在，友谊是建立在

外在事物基础之上的。这不是属灵的友谊，惟有属灵的友谊才能

胜过外在一切困难。务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你爱一个人是因为他

漂亮，那么一旦他出了车祸，你就不再爱他了，因为美貌已经毁

了。 

 



 

 

如果你爱一个人是因为他富有，那么有一天他穷了，你就不再

爱他了，他身上吸引你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如果你爱一个人是因

为他很聪明，那么有一天他出了车祸，大脑受损，你就不再爱他

了，因为他已经不再才华横溢、口吐珠玑、才思敏捷。 

我在伦敦认识一个人，他恰恰经历了这种事。有一天他过马路

时被车撞了，大脑受损。他是个聪明的学医的学生，但大脑受损

后，无论什么科目，他连最基本的课程都跟不上，所以没办法继

续学业。如果你爱一个人是因为他非常聪明，那么一旦他失去了

这一切，怎么办呢？爱若要经得起考验，就必须有属灵的联合，

并非靠物质东西来联系。到哪里找得到这种属灵关系呢？ 

主教导了属灵友谊的原则 

回到主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 18章，主耶稣恰恰就是在处
理这种问题。我们已经查考过了马太福音 18 章 10 节，查考过了
天使。神非常爱我们，差派天使来照看我们，而且这些是最高级

的天使。接下来是迷失的羊的比喻。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 18 章
15-20节。这段经文跟我们所谈论的属灵友谊的原则有关。 

15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
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16 他若
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17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
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
天上也要释放。19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
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20 因为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
中间。 

如何处理基督徒之间的罪 

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已经留意到，我们害怕开放的一个

原因是不愿受伤，所以便封闭自己。15节就是弟兄伤害你的例子。



 

 

关键是要明白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整个马太福音 18章是在处理一
个根本问题：教会中的罪，基督徒当中的罪。如何处理基督徒间

的犯罪问题呢？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如果某人犯罪得罪了你，到一个地步，可能令你跌倒，你怎么

办呢？通常你如何反应呢？会做什么呢？一脸不开心？生闷气？

怨恨？别人如此羞辱你，你灰心失望？或许你决定：“算了吧，我

不再去教会了，因为这些人这样无理待我。”你觉得受了伤害，便

封闭了自己。 

罪会导致彼此间的沟通终止。如果你跟某人关系很差，显然你

会减少甚至停止与对方沟通。两人之间若有罪，那么明确的标记

就是不愿沟通。有人得罪你，或者你得罪了别人，结果会如何呢？

正如小孩子会说：“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算了吧！不理你了。”

这样一来，所有沟通都关闭了。就像两个国家开战，一方说：“我

跟你断交，因为你得罪了我，我召回大使，你也召回大使。如果

你不召回大使，我就把他们驱逐出境。” 

这就是问题了，如果每次吵闹，我们就停止一切沟通，则怎能

有友谊呢？因为这正是最需要沟通的时刻！要想挽救友谊，就必

须沟通！这正是主耶稣所说的意思。不要对另一人说：“你得罪了

我，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不理你了，你是我的眼中钉。”该如何

做呢？保持沟通！问题是，我们不明白友谊最基本的原则。 

友谊最基本的原则是沟通，而罪关闭了沟通 

友谊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沟通！没有沟通，就不能有

朋友。很多人渴望有朋友，却不愿意与人沟通。他们对于沟通的

概念就是谈论自己。很抱歉，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枯燥无味。可能

你是世上最有趣的人，一生丰富多彩。但问题是，无论你的人生

多么有趣，大多数人都没有兴趣听。要是你试过跟人谈你自己，

相信你一定会发现这一点。沟通远非告诉别人你自己的事情。 

什么是沟通呢？如果你以为沟通就是谈话，那么你很快就会发

现，其他人会戴上耳塞，因为不想再听见你的声音。沟通远非谈

话那么简单，我们极其不懂得沟通。你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吗？你



 

 

想交朋友，想沟通吗？不要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而是要尽量了

解别人，这是沟通的第一步。比如说，问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也

许你觉得这太简单了，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交谈了十分钟，还

不知道对方名字！ 

沟通是建立在真正关心对方的基础上的。如果你关心、在意对

方，至少要了解一些他的人生（如果他愿意告诉你的话）。但不要

好像是在做调查：“你什么时候出生的？”他会说：“你是海关人

员吗？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呢？”沟通的意思是关心对方，也向对

方敞开自己。不是勉强别人接纳你，而是你接纳别人。而你接纳

对方的方式就体现在你对他的关心、在意。 

但罪会砍断了这种沟通，怎么办呢？这就是教会的问题，我在

教会里看见一群人防范心理极强，我明白是因为每个人都受过伤

害，否则也不会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很多次我问起他们一些事

情，他们几乎都想逃之夭夭。他们以为牧师的工作大概就是让每

个人信主，真可怕，所以最好避开牧师，否则的话，牧师就会硬

要你接受福音。也许最好的防御方法是说：“我受洗了！”意思就

是说：“不必劳烦你劝我信主了。” 

我看得出大多数人都非常封闭自己，因为我们都很害怕别人会

强人所难、伤害我们，于是变得对人极其防范。这样的话，我们

就不能沟通，无法建立友谊。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开放，即便冒着

受伤的危险，而这正是主这段话的意思。 

甘愿冒受伤危险建立友谊就是十字架的精神 

不妨从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谈起。“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这句

话内涵非常丰富。除非我们甘愿受伤，否则不会愿意背起十字架

跟从基督。背起十字架意思就是接受做门徒的代价，即愿意受伤。

我特别要对参加培训的弟兄姐妹说：服侍主就会受很多次的伤害。

你的好意、行动会遭到误解，你会一再地受伤。 

然而我们已经蒙召背起十字架！我们甘愿受伤。当沟通渠道已

经损坏，我们该怎么做呢？这就是主耶稣在 15节所说的：去找弟
兄谈，尽一切可能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虽然你是受伤的，他是应



 

 

该道歉的，但你主动去找他，跟他谈，不要断了联系。这个原则

非常重要，我恳请你牢记。教会中有人得罪了你，你是不是每每

在教会碰见他，便赶紧扭过头去；等到他走了，你才松一口气？ 

做基督的门徒是需要勇气的。正因为你已经受伤了，对曾经伤

害你的人说“你得罪了我”，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会害怕再次

受到伤害。可能你想：“一次足矣，现在你想叫我跟他谈？他会再

次伤害我，他会说：‘都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为什么你要找我

谈？应该认错的是你。’那我就再次受伤了。你看，如果我不找他

谈，就只会受一次伤；现在我找他谈，就会受两次伤。” 

主耶稣的教导是建基于“爱邻舍” 

主耶稣在教导我们：无论如何，无论付上什么代价，都要尽力

保持沟通。其实主耶稣的教导是源自利未记 19章 17节：“不可心
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你如何因他

担罪呢？因为你恨他。但圣经此处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

要指摘你的邻舍……”不要恨他，但要规劝他。你不规劝他，就

会恨他，因为他得罪了你。 

留意下一节经文（18 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
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雅伟。”你不可报仇，不可说因为他伤

害了你，所以你要“投桃报李”，也去伤害他；你要爱人如己。可

见马太福音 18章这段经文跟圣经的中心教导多么接近，它教导我
们如何实际地处理我们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以及如何实际地爱

我们的邻舍。 

爱邻舍就要与他沟通 

我们经常听说要“彼此相爱，爱邻舍”，如何去爱呢？可以从

沟通开始。有人得罪过你吗？圣经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如

果你不对他说，那么你就会做更危险的事，你会心里恨他。留意

这两个关键字“心里”。你可能不表露出来，但心里恨他。你可能

很老成，见到他也不至于扭过头去，反而冲他微笑，跟他谈话；

但心里却咒骂他。 



 

 

 

关键就是，两人之间的问题无论多么小，要讲出来，否则你就

会怀恨于心。虽然是他得罪了你，但你怀恨于心，最终你就会犯

罪，因为恨是罪。你不明白吗？所以他得罪你，就让你跌倒，落

入了罪中。而整个马太福音 18章所谈的跌倒，是指跌倒到一个地
步，已经不能再起来。主耶稣说，生活在这世界上，试探、诱惑

是无可避免的。你的弟兄姐妹一定会偶尔不小心得罪你，于是你

就心存不满。不要这样！弟兄姐妹这样做，教会就会垮了。我们

都是不完全的，我可能真的是无意中、不小心得罪了你，而我自

己还不知道已经伤害了你。 

结果就生成了两样事：一是你对我心存怨恨、苦毒；二是我不

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如果你不指出我的错，我怎能改善呢？结

果我们两人都受了伤害，因为你没有讲明我的错。透过沟通，我

们两人都受益。你不必再恨我，我也能够改正错误。我们两个都

得到了祝福！ 

这就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的。要想建立一个爱的团体，就必须

从最基本的事做起，即彼此沟通。我们必须学习沟通！要是我不

小心伤害了某人，他能够来找我，对我说“你伤害了我”，那我真

是感激不尽，因为我知道了自己的错，可以道歉、改正。 

如果沟通不管用，那么需要采取以下步骤： 

① 带两、三个见证人去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我指出你的错，你接受了，当然就没问

题了。如果你不接受，那该如何是好呢？主也有办法处理这个问

题。第一步是在没有人的时候，你自己去告诉那人，这是一对一

的沟通。可是如果他说“我不接受，这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

那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一下子就僵住了。

但主有办法解决，就是你带上两、三个人一起去找他。马太福音

18章 16节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现在一共

是两三个人，在这两三个见证人面前，你说出你的弟兄或者姐妹

的错。 



 

 

 

你可能会说：“这太麻烦了，变得太复杂了。”其实不然，不妨

仔细想一想，你是在尽力拯救教会生命。教会生命是什么呢？就

是彼此沟通的爱。不要说太麻烦，这并非纯粹你的私人问题，那

人的救恩可能悬于一线，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他可能会对其他人

做同样的事，结果一再地绊倒人。所以不要只考虑自己方便，要

考虑教会整体生命的利益，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太麻烦了。你带上

两三个人同去，他们未必会站在你的立场上，因为他们并非跟你

合伙，而是见证你如何正确、恩慈、有爱心地处理这件事。 

注意，不要心里恨你的弟兄，这是关乎爱的命令。见证人会在

教会面前证实你的举动是否合宜。假设你在两三个见证人面前冲

这位弟兄大吼——“瞧你做了什么！假冒为善，你不是基督徒”；

你在大吼，这两个见证人当然不会支持你，他们会报告教会说：

你的举动是错的，并非那人的举动错。因为惟有透过两三个见证

人，教会才能掌握当时你们谈话的真正情况，知道你的行为举止

是否合乎基督徒的体统。 

② 如果他还刚硬，就告诉教会 

所以并非你带上两三个人，结伙去欺负另一人；他们是见证人，

见证人必须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做了这一步，你已经在见证人

面前告诉了这位弟兄他的错处，而他依然不认同，不承认自己有

错，那该怎么办呢？显然他相当顽固，不开放，非常封闭。于是

让教会知道这件事，如果他还是顽固、封闭，坚持己见，那么会

如何呢？他就会被逐出教会！这是早期教会的行事方式，教会保

持一切沟通渠道完全畅通，谁不开放，想关闭与人的沟通渠道，

就会被赶出去。 

17节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
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是真以色列

民，加拉太书 6 章 16 节称基督徒为“神的以色列民”。教会是以

色列，正如主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以色列）夺去，赐给那

能结果子的百姓”（太 21:43）。即神的国赐给了教会，教会成了新



 

 

的神的以色列民。所以在加拉太书 6章 16节，保罗称教会为“神

的以色列民”。即是说，凡不在教会里的，不属于神的以色列民的，

即属灵的以色列民，就不是基督徒。他就被视为外邦人，不属于

属灵的以色列国，不是神国的国民。 

举止不像基督徒的，会被视为外邦人 

基督徒如果行为举止不像基督徒，对另一个弟兄不开放，甚至

对两三个弟兄、对整个教会都不开放，这就表明他不懂得做基督

徒是什么意思。按照定义，基督徒是对其他人、对弟兄姐妹、对

教会开放的。如果你对教会弟兄姐妹不开放，那么可见你不懂得

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所以此处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教

导，是关乎彼此开放的教导。凡不愿开放的，就会被逐出教会，

被视为外邦人、税吏。 

犹太人不与外邦人来往，也不与税吏来往，因为税吏是卖国贼，

为罗马人征税。犹太人看这些税吏就好像中国人看日本傀儡政府

首脑汪精卫一样，是“汉奸”。我们绝不会与这种人来往的。犹太

人就这样看待税吏，视之为卖国贼、变节者，不与他们来往。 

行为举止不像基督徒的，也被视为是外邦人、税吏，即是说不

与他们来往。在哥林多前书 5章 11节，保罗恰恰是这样说的： “若
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

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

可。”若有人自称是基督徒，行为举止却不像基督徒，没有活出基

督徒生命，那么就不要与他来往，甚至不要与他一同吃饭，跟他

毫无瓜葛。这一严厉举措是要警告他，让他回心转意，向他表明

他不是基督徒，免得他还自以为是基督徒！教会的一切纪律处分

都是为了祝福、帮助、拯救犯罪的人。不加以处分，就是容让他

继续自以为是基督徒，继续犯罪。 

警告一个犯了罪的基督徒，若他继续犯罪，他就不再是一个基

督徒，你就是在帮助他明白他必须改变。如果他不改变，就不会

得救。但今天的教会往往容让人行事非常不得体，结果教会每况

愈下。 



 

 

教会应该是朋友团体 

我多渴望我们真的学习彼此开放。这样做真不容易！要甘愿受

伤，甘愿付上一切代价去彼此沟通，好建立起相互的理解。怎样

才能相互理解呢？如果不沟通，我们怎能成为朋友呢？你不知道

我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们怎能成为朋友呢？结果根本建立

不起友谊来，因为没有沟通。交朋友的惟一方法就是沟通。透过

沟通，你会发现对方非常可爱，不禁想：“如果不跟他谈话，我就

不会有这么宝贵的朋友了！但感谢神，我有了勇气对那人开放！

结果我又有了一个宝贵朋友。”可以说，教会就应该是朋友的团体！

在这个团体中，人与人都是完全彼此开放的。 

这种友谊有什么益处呢？教会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只是周

日来教会，坐下听一听沉闷的讲道，讲员总是讲友谊，听完了我

就打道回府，那么我为什么需要教会呢？为什么要来教会呢？你

大可以坐在家里，打开电视，看电视布道。如果你不喜欢那个讲

员，就可以关上电视。可是如果你坐在教会，就没办法让讲员闭

口了，他还会一路讲下去，闷得你要死。你不禁思忖：“真希望有

一个按钮，按下去，他就消失了！”应付电视讲员多容易啊！如果

听闷了，你就换一个频道。为什么要来教会呢？很多人坦白对我

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在家里做基督徒？” 

“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重要性 

马太福音 18章 15-20节一再出现“两三个人”这句话，这里
有一个重要的基督徒生命的原则。基督徒生命要想按照神定的旨

意前进，那么至少在两三个人之间，必须有合一、开放、同心合

意。否则就没有属灵生命可言，因为你根本不会有能力，更不会

进步。接下来我想就这个问题分享三点。 

① 需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见证真理 

从 16节可见，需要有两三个人一同见证真理。为什么要两三

个人呢？因为根据旧约律法，确定一件事是否属实，必须有两三

个人作证。正因如此，教会的作用非常重要。 



 

 

今天的教会往往没有发挥到什么作用，因为众人看不见同心合

意的见证，全靠的是个别基督徒。但按照圣经，两个人的见证要

比一个人的见证大多了。比如申命记 32 章 30 节，从中可见三个
人比一个人效率大得多：“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雅

伟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 

留意这里说：“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

一个人追赶一千人，而两个人追赶一万人，并非多了两倍，而是

多了十倍！神透过两个人所行出的大能，远远大于透过一个人所

行的。 

② 与罪作战时，两三个人具有更大的权柄和能力 

马太福音 18章这段经文是在谈与罪作战。在抵挡罪的时候，

一个人比两个人软弱多了。你有否留意到？面对困境，两个人同

心合意，就能够胜过，好过一个人单独面对。抵挡罪也是如此！

我们没能抵挡住罪，往往是因为孤军作战。我们不信任另一人会

帮助我们，会担起我们的难处如同自己的难处，会与我们并肩作

战。如果能彼此信任，就很容易得胜了。一人胜过一千人，真可

谓勇士了。可是如果有两个这样的勇士，就可以胜过一万人，不

只是两千人，实在太宝贵了。 

首先，两三个人见证真理大有功效。其次，从 18节可见，两
三个人具有更大权柄、能力。“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

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

释放。”这里上下文谈的是权柄，权柄不是只给了一个人，而是给

了“你们”（复数形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即两三

个人同心合意捆绑或者释放，在天上就会这样成就。 

权柄赐给了两三个人的团队，如果你们作为一个团队能够同心

合意行事，那么神就愿意将权柄交托给你们，是你们有权柄捆绑

或者释放。如果你们决定应该将这人逐出教会，视之为税吏、外

邦人，那么这就是捆绑了。反过来，如果你们决定留下这人，天

上也会释放。 

 



 

 

这个教导非常重要。教会是具有权柄的。权柄并非交托给个人

的。有时候权柄的确交托给了个人。主耶稣也对使徒彼得说了同

样的话，但此处这番话是对教会说的。这种赐给使徒的权柄（太

16:19），现在交托给了在属灵上合一的团队。看仔细了：属灵上合

一。 

我们也许可以同心合意办一个机构，但这不是属灵合一，并非

靠神的灵行事。我们可以有两三个人志趣相投，两三个罪犯可以

一同去抢银行。这并非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合一。我们是在谈属灵

的合一——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完全降服、顺服神，行神的旨意。

这两三个人组成的团队，在属灵上合一，那么神就愿意将使徒的

权柄交托给他们。这是能力的秘诀，我们必须学习能力的秘诀。 

③ 两三个人在属灵上合一，就会蒙神喜爱 

再看 19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

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第三点是蒙神

喜爱。如果你们在神面前有属灵的合一、同心、开放，那么你们

向神求什么，神必会应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属灵上能

够合一，那么你们无论求什么，一定是符合神旨意的，因为是神

的灵在成就这份合一，所以你们所求的当然能够蒙应允。多么美

丽！ 

有时候我们独自祷告挣扎，祷告来、祷告去，似乎毫无果效，

似乎天门紧锁，无法进入。然而两三个人属灵上合一，一同祷告，

神就会应允。每次这样祷告，神就会应允，真奇妙！因为神将他

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在神的爱里联合，而神见到我

们彼此相爱，就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 

总结“两三个人合一”的福气 

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开放，为要见证真理。唯有这样我们才会

有能力、权柄去做出属灵的决定，要么捆绑、要么释放，好有属

灵的权柄去做神的工，不是去荣耀自己！因为一旦想到荣耀自己，

神就会收回这种权柄。有权柄为的是做神的工！没有能力就没办

法服侍神。你有没有这种体会？你根本什么都做不了。有了这种



 

 

能力、权柄，服侍上就会大有功效。 

第三点是蒙神喜爱，你求神，神就应允。当你需要战胜罪，神

会赐你得胜；当你需要特别的鼓励，神会鼓励你；当你为有需要

的弟兄姐妹祷告，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当你有经济困难，神会供

应你。你不是在利用神，而是因为你完全为神而活。你是基督的

门徒，是属于基督的人，所以可以奉耶稣的名求神。 

由两三个人开始，在教会中建立友谊 

以上三点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教导我们的，非常重要。我切

切祷告求神，愿我们开始建立友谊。我们可以先跟另一个人开始

建立友谊。同时间跟所有人开放有一点困难。可能你看了一下四

周：“这么多人！我如何开放呢？”先从一个人开始。神希望我们

以一对一的友谊开始，不妨先这样试一试。找到一个人，为他祷

告，说：“主啊，我想向那人敞开，从心里接纳他为朋友，跟他建

立友谊，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主里彼此建立。” 

找一个祷告同伴，你不断为他祷告，他也不断为你祷告。知道

有一个人（即这个祷告同伴）经常为你祷告，多么好啊！这里主

将人数减到最少，只有两三个。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将难度降低

到了我们的水平上。如果你不能同时间跟每个人沟通，那么就跟

一两个人沟通，建立亲密的属灵关系。这样你就会有一个比弟兄

更亲的朋友。透过这种友谊，透过学习成为朋友，你就会体会到

基督给予我们的友谊。 

我祷告神，愿你们都积极行动。跟一个人建立友谊，到了一定

时候，神会将我们都联系在一起。你跟一个人联系，我跟一个人

联系，人人都在彼此联系，很快我们就会联系在一起。透过一对

一之间的彼此开放，透过这种联系，教会就会真的经历到这三样

事：见证真理，有权柄能力，蒙神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