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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异象和启示 

第十八篇 使徒彼得（之九） 

基督的启示 — 天国（三）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权柄）不能

胜过她。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必是在天上已经捆绑

的；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必是在天上已经释放的。”（太十六 18-19，另译） 

 

（八）捆绑与释放 

这个门开以后，就有释放，就有捆绑。怎么释

放、捆绑呢？是根据主已经捆绑和释放的：“凡

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

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十六19下。）

更好的翻译是：“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就是我

在天上所已经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就是我在天上已经释放的。” 

这是从哪里来呢？从主耶稣的救赎来。主耶

稣死了，祂不仅死了，祂也把定罪我们的字据，

就是律法上的规条，也钉在十字架上；人可以宣

告，他不在律法之下了，他在基督里了。祂也把

撒但的权势，钉在十字架上了，叫我们这些人，

可以自由的来跟随主。 

1. 捆绑壮士，抢夺家财，得回器皿 

主举了个例子。怎样来得着壮士的家呢？要

捆绑那壮士，就是撒但。我要捆绑那壮士，抢夺

牠的家，得回原本是属于主的众器皿。主耶稣把

撒但叫作壮士，表示牠是很有能力的。牠作了什

么事呢？牠把原本所有属于神的，神的儿女们，

都抢到牠家里去了（牠是强盗），所以牠很富有；

可是，所有牠这个富有的，没有一样是属于牠的，

原本都是属于神的。现在主耶稣来了，祂说，我

捆绑了那壮士，抢夺了牠的家，（或者牠家中的器

皿，或者牠的家财）；我抢夺牠的家，得回了原本

是属于主的众器皿。 

1) 掳掠了那些被掳的 

怎么有这个实际呢？保罗说：祂升上高天的

时候（祂从死里复活了，祂也升上了高天），祂就

掳掠了那些被掳掠的（弗四8，另译）。 

你知道你是谁吗？你说：我现在作买卖，我现

在有个很好的职位，我现在在某一个大学读博士，

我现在成家立业，我现在正在打拼啊。我告诉你，

这是你以为。从主那里看，你是一个被撒旦所捆

绑的。再好的大学的博士，是撒旦所得去的器皿、

是撒旦所掳掠去的器皿；再平凡的一个养家糊口

的人，也是撒旦所掳掠去的一个器皿。主耶稣来

了，主耶稣来藉着祂十字架的死，祂捆绑了那壮

士，得回那些原来是属于神的、后来给撒旦得去

的、后来给阴间的权势得去的、后来给壮士（就

是撒旦）得去的。 

弟兄你很难相信，你说“我是一个好学生，我

是一个正派人”。主说：“不！你是被那个壮士掳

去的。”为什么呢？你人生的目的属于那壮士；你

人生生活的方式属于那壮士；你存在的意义属于

那壮士；你这个人和壮士（和撒旦）没有办法分

的。我希望发财，是撒旦的；我希望有名声，是

撒旦的；我希望得诺贝尔奖，也是撒旦的；我希

望得着什么什么，是恶者，是撒旦的。但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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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我要把撒旦捆绑起来，我要把你们这样

的人掳回来，我要叫你们成为祝福神的器皿。”你

不觉得喜乐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也许你现在正在一个很

好的大学，读一个硕士或博士，也许读营养，也

许读管理，也许读物流，也许读生物，研究一种

虫的特别功用。但是，我告诉你，到末了岂不都

是属于撒旦的吗？ 

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先生，我们不觉得了不起

吗？是美国的开国先锋吗？现在那些黑人要把红

漆泼在华盛顿的身上。他是个铜像，他也不能起

来讲，我是开国的啊！没有我，就没有美国，你

怎么泼漆呀？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撒旦的。难道美

国属于撒旦的？是的！但是，美国可以属于主。

那么谁属于主呢？那些得救的、那些蒙恩的、那

些成为教会的、那些被浸入一个身体的，这一班

人可以成为美国存在的价值。认真说，一个城没

有教会，这个城就没有价值。一个地方没有圣徒，

这个地方就没有价值。一个地方如果不能见证基

督，没有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这个地方的价值

就失去了。要等着人来传福音，再把它的价值得

回来，掳回来。 

2) 达秘的翻译是 Wherefore he says, 

Having ascended up on high, he has led 

captivity captive... 

祂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那些被掳掠的

（弗四8，另译）。达秘的翻译是：“Wherefore he 

say所以他说, having ascended up on high 祂一直

升上去了，He has led captivity captive 祂让那些被

掳的成为俘虏。”这里有两个“虏”。 

你说“我活着，我活的很好”。不！你是俘虏，

你或者被撒旦俘虏，你就成为一个器皿、一个物

件，在撒旦的家里，需要主把你救回来。你说“我

信了耶稣了，从此以后我就自由了”。不！主救你，

是叫你成为主耶稣的俘虏。ascended the high，我

升上高天了，我就掳掠了那些被掳掠的仇敌。我

们原来是被撒旦掳掠，现在是被基督掳掠。神不

仅要得着一班得救的人，神要得着许多的俘虏。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现在问你：“你是个自

由人呢？你还是耶稣基督的俘虏呢？”我得救了，

我得救以后，我还可以读一个最好的大学，我还

可以读一个最好的研究所，我还可以继续我的研

究，但是我是基督的俘虏。我本来是撒但的俘虏，

一心为着这个，现在我知道了，我不是为着它，

它乃是为着我。本来我要得博士，我是为博士，

现在我要得着博士，好叫我更能服侍主。本来我

想发财，现在我信主了，主可能还是叫我富足，

但是这些富足不是“我属于钱”，而是“钱属于我”。

我本来是个俘虏，是钱的俘虏，是名的俘虏，是

地位的俘虏，是亨通的俘虏，是在地上享乐的俘

虏，是罪的俘虏。现在我被神掳回来了，我成为

基督的俘虏，我可能还是有追求，我可能还是要

学习，我可能还是要做事业，但做这一切的时候，

我要宣告“我是基督的俘虏”！ 

所以这里达秘说 “having ascended up on high，

he has led captivity captive”，他让那些被俘虏者成

为俘虏。我本来是被撒但俘虏的，现在我是基督

的俘虏。这不是一件小事，太多的基督徒以前被

撒但俘虏，现在蒙恩得救了，就是不肯让基督俘

虏：我有我的人生，我有我的打算，我有我的盼

望，我有我的拣选。不！你要成为基督的俘虏。 

3) 把那些真正成为主俘虏的构成为恩赐：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人

和教师 

如果你成为基督的俘虏，神就能在你身上作

事、作工，就要把你作成一个恩赐。不是每一个

得救的人都让神作恩赐，太多得救的人不肯成为

基督的俘虏。太多得救的人，宣告“我信了耶稣，

我就不下地狱了，我就上天堂了！”可怜不可怜？

多少基督徒肯讲：“我信了耶稣了，我不仅不下地

狱，我成为基督的俘虏了。我爱祂、我侍奉祂、

我追求祂、我得着祂。当我这样爱祂、侍奉祂、

追求祂、赢得祂的时候，也就是祂来制作我、把

我作成一个恩赐的时候。” 

4) 赐给教会，好藉着他们的尽职叫教会

得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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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们啊，我现在问你：“你现在信主了、

得救了、爱主了、爱教会了，你是不是基督的俘

虏？”怎么证明呢？就是你信主五年了、信主八

年了，你是不是一个恩赐来祝福教会？如果你还

仅仅是听道的、做礼拜的，那就说出这些年你不

是基督的俘虏！你脱离了撒但的权势，你还过你

自己的生活。现在主说：“我要叫你成为俘虏，然

后，我要把你制作成为恩赐。”这是什么恩赐呢？

有的是使徒，有的是先知，有的是传福音的，有

的做牧人或者做教师（弗四11，另译）。这一班人，

在神面前就有高的价值了。神把这一班人赐给教

会，藉着他们尽职叫教会得着建造。你要告诉主：

“主啊，叫我不要再平凡！叫我成为你的俘虏！

让你制作我，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教会的建造

者。”神把这一班人赐给教会，藉着他们尽职叫教

会得着建造（弗四12，另译）。 

5) 主耶稣藉着十字架上的死，把执政的、

掌权的，就是撒旦和牠的跟随者掳来，

显明给各人看。（西二 15。）所以使徒

彼得可以与主同工来捆绑、来释放。 

使徒们与主同工，我们也照样可以与主同工。

我们不是彼得（彼得开了整体的门），但是你总可

以说：“我开了某一个城的门，我开了某一个区的

门；我到那儿去，门开了，我传了福音了，人得

救了，教会产生了。”我也求主：“当我不断地开

门的时候，主啊，求你制作我，把我制作成教会

的祝福。我没有别的盼望，我只有一个盼望，主

啊！叫我成为你的俘虏！”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 

2. 这“捆绑和释放”也是赐给教会的，

当教会中老练的弟兄们能同心合意的

时候，就能执行这权柄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必是在天上已经捆

绑的；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必是在天上已经

释放的。（太十八18，另译） 

主耶稣告诉彼得，“你捆绑的，天上已经捆绑

了，你释放的，天上就释放了。”怎么做的？马太

十八章，有个弟兄不合宜了，弟兄劝他，他也不

听，就要告诉教会。教会负责的弟兄们再来劝他，

他还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外邦人一样，至少停

止他的聚会，或者停止他和圣徒来往，免得让教

会被糟蹋。这个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凡你

们（一处处地方教会的老练的圣徒们、负责弟兄

们、关心教会权益的弟兄们）在地上捆绑的，天

上已经捆绑了，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已经释

放了。 

弟兄们，你知不知道啊？天上已经捆绑啦！

天上已经释放啦！所有那些属于不健康的，与撒

旦有份有关的，与撒旦的国度有份有关，与神的

经纶无关的，神把它都捆绑起来了。所释放的什

么呢？释放了生命，释放了神圣的主权，释放了

教会在地上彰显神的权益，释放了教会健康地活

在神面前那个生命的情形。 

弟兄姊妹们啊！你不是作礼拜的，你要成为主

的俘虏，你还要成为一个恩赐，来祝福神的儿女

们！不仅这样，你还要说：“主啊，我只有一个简

单的盼望。主啊，我这一生愿意所有我所捆绑的，

都是你天上已经捆绑的。”我看见一个弟兄因为爱

钱，就忘记了主，我捆绑那一个“爱钱”，我要释

放那个弟兄，来跟随耶稣！这是何等的服侍啊！

我看见一班博士弟们给捆绑了，我把他们释放出

来，叫他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学识，来侍奉

神！ 

捆绑和释放，是每一个基督徒、爱主的基督

徒、跟随主的基督徒，每一个健康的教会、爱主

的教会、有基督的教会，最罗曼蒂克的生活！我

不是作礼拜，我不是来聚会，我不是讲道，我不

是听道，我们是同心合意来捆绑那些拦阻神的、

让神心意不能满足的、让教会受摧残的。我们一

同来释放那些属于基督的、该属于基督的、以神

的权益为中心的、让神的权益满足的。 

地上捆绑的，在天上都捆绑了。为什么？天比

你更不喜欢你所厌恶的。你看一个弟兄拼命想要

发大财（发财不是罪，想发财是罪），你说“捆绑！”

我把这个弟兄救回来，叫他从钱财的权势里被释

放出来。难道主不是这样吗？当他要发财的时候，

主已经把他捆绑了，当你把他释放回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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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说，“我老早就把他释放，我愿意他回来成为一

个爱主的弟兄、干净的弟兄、单纯的弟兄、在教

会中尽职的弟兄、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彰显基督的

弟兄。捆绑和释放乃是基督徒美妙的事。” 

如果弟兄们可以在一起，凡不是出于基督的，

凡是拦阻教会建造的，凡是使教会不得祝福的，

我们都捆绑！凡是那些可以把神释放出来的，把

基督释放出来的，凡是可以见证基督的，叫教会

得建造的，叫圣徒得益处的，叫圣徒喜乐的，叫

圣徒安详的，叫圣徒有生命的，叫圣徒能够起来

说有主真好的、有教会真好的，凡是这些，我们

愿意都被释放出来，好叫一处处地方教会，都成

为彰显基督的教会。 

（九）神心意的满足 

在这个时候，神心意满足了。 

1、神不再仅仅是外面的神，而是与每一

个蒙恩得救的人产生生命的联结、调

和。神可以作我们的神，我们可以作

祂的儿女，成为基督身体的见证。这

就是天国。 

神不再是外面的，神是里面的。神不仅在天上

作神，神也在我里面做主了。同时，我有这些奇

妙的经历，我可以成为主的俘虏，我可以被神制

作，我可以从撒但的权势里，被主掳掠回来，而

成为被主掳掠的。然后，神可以把我制作成一个

祝福教会的份。当我可以祝福教会的时候，神会

因我蒙恩。 

不仅这样，我和弟兄姊妹可以捆绑所有拦阻

神权益的、捆绑所有让弟兄姊妹被糟蹋的、捆绑

所有让弟兄姊妹不能健康往前的，我们把它捆绑

起来。然后，我们释放那些曾经在掳掠里的，释

放他们回来归给主。我们也释放出神圣的生命、

神圣的真理、神圣的爱、神圣的运作，我们也释

放出基督所要做的，这些都经过我们释放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天国就是我们的实际。

愿意每个地方教会都可以起来见证：天国就是我

所在地方教会的实际，这里就是天国，这里就是

神掌权的地方，这里就是神作生命的地方，这里

就是捆绑撒但的地方，这里就是让神完全满足的

地方，这里就是我们在祂里面得着满足的地方。

求神祝福我们。（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 弟兄在信息里大声疾呼的问我们，我们自己

也回到主的面前，认真的问问自己：“我今

天到底是谁的俘虏呢？” 

2. 你有什么恩赐？ 

3. 今天，在个人一面，在我身上，神要捆绑什

么？释放什么？ 

4. 在团体教会一面，神要捆绑什么？释放什

么？ 

二、彼此分享： 

1、 哪些话，最触动你？ 

2、 哪些话，让你转了观念？ 

3、 哪些话，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4、 哪些话，你蒙了光照？ 

 

三、诗歌： 

1、 生命诗歌 743 首 我王必定快要再临   

2、 生命诗歌 728 首 前进！基督精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