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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耶穌 Knowing Jesus，太 16:13-23 

 

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人子是誰？」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浸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裡的一位。」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

示的。」（太 16:13-17） 

 

彼得的回答被稱為「大認信 The Great Confession」，是對觀福音的分水嶺。在這之前，耶穌從未

告訴門徒他將在耶路撒冷受難。在這之後，「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並且

被殺，第三日復活。」（太 16:21）為何這個「大認信」如此重要？ 

 

耶穌來到人間的目的，是為了要死在十字架上，為世人贖罪。如果不認識耶穌，以為他只是一個

凡人，耶穌的死就無救贖的意義。唯有認識耶穌是誰，知道他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信他，

他的死才有救贖的意義。大認信之所以重要，因為救贖是建立在對耶穌的正確認識之上。 

 

耶穌問了門徒兩個問題，他先問：「人說我人子是誰？」再問：「你們說我是誰？」一個是問別

人的意見，一個是問門徒自己的意見。彼得所說的，是他個人對耶穌的認識。世人怎麼說，教會

怎麼說，宗派怎麼說，那是別人的事。你自己呢？你說耶穌是誰？ 

 

彼得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基督的字面意義是「受膏者」，實際意義是「救主」。

「永生神的兒子」不是天使，也不是先知，而是神自己來到人間。彼得認識到耶穌是神自己來到

人間做救主，耶穌聽了彼得的話，就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

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在每個人得救的過程中，神會啟示你，對你的心說話。你去聽福音，去慕道，神告訴你耶穌是基

督，是神的兒子。你若接受神的啟示，就得救；你不接受神的啟示，就不得救。每個人得救都有

這兩個成分：神的啟示，人的接受啟示。 

 

教會 The Church 

 

彼得說出他的信念之後，耶穌進一步啟示他（我還告訴你…）教會的特性：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作門），不能

勝過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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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6:18-19） 

 

這是「教會」一詞第一次在聖經中出現。耶穌說你是彼得，「彼得」是一個人的名字，成為相同

信念者的代名詞，代表接受天父啟示、對耶穌有正確信念的人。耶穌要把「他的教會」建立在

「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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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簡短的話，說明了教會的三個特性。第一，教會是有主的。耶穌說「我的教會」，教會是屬

於耶穌的。第二，教會是堅固的。耶穌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磐石上。第三，教會是得

勝的。耶穌說，陰間的門不能勝過他。教會不是躲在城牆裡，防備撒旦的攻擊；而是一支進攻的

軍隊，連陰間的門都能攻破。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所說的我們要牢記：教會是耶穌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不可因為我的

貢獻大、奉獻多、資歷久，就在教會裡擅自為大。有些信徒，甚至牧師，私心太重，將教會當作

自己的所有物，干犯了基督的主權。教會是建立在「彼得」的磐石之上，由一群信念堅固的人所

組成。有些教會貪圖人多，無論是否真心信主，都收為會員，結果進來許多閒雜人，引狼入室。

因為信念不同，吵吵鬧鬧，鬧得烏煙瘴氣，整天忙著收拾殘局，無法做正經事。教會是大有能力

的軍隊，能夠攻破陰間的大門。有些教會膽小害怕，只談彼此相愛，不敢傳福音。只想聚在一起

取暖，不敢面對時代。翻開使徒行傳，當時的教會何等有氣魄！時代那麼險惡，逼迫那麼大，他

們卻猛力進攻，靠主節節得勝，在撒旦設立座位之處，將人心奪回歸主。感謝讚美主，真正的教

會是有主的、堅固的、得勝的！ 

 

天國的鑰匙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耶穌對彼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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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6:19） 

 

瞭解這句話的關鍵，在於瞭解甚麼是「給鑰匙」。鑰匙是複數，代表「權柄」和「責任」。主人

委任管家之時，會將全家大大小小的鑰匙交給他。管家拿了鑰匙之後，對下有管理的權柄，對主

人有當盡的責任。耶穌把天國的鑰匙交給彼得，是要他盡管家的職分。以賽亞書講到神委任以利

亞敬為管家，這樣說： 

 

我必將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他開，無人能關；他關，無人能開。（賽 22:22） 

 

耶穌引用了舊約的典故，門徒一聽就懂。只不過，以利亞敬拿的是大衛家的鑰匙，彼得拿的卻是

天國的鑰匙。耶穌所說的「天國」，正確的理解是「神在人間掌權」，而不是「死後上天堂」。

天國如芥菜種，天國如麵酵，是指神在人間建立國度，先小後大，而不是指天堂原來很小，後來

變得很大。彼得拿到天國的鑰匙，可在神的國度裡行使管家職分，管理全家，對主人（耶穌）盡

忠。 

 

只不過，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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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是甚麼意思？難道無論管家做甚麼，主人都要同意麼？這不變成天上要聽地上的？

在希臘原文，這句話不是未來式，而是「未來完成被動式 future perfect passive」。翻成英文就是 

“whatever you tie up on earth will have been tied up in heaven, and whatever you untie on earth will 

have been untied in heaven.” 正確的翻譯是「凡你在地上綑綁的，將是在天上已經被綑綁的；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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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所釋放的，將是在天上已經被釋放的。」地上的管家，體會天上主人的心意；看起來他好

像是在行使權柄，其實他不是在「行使權柄」，而是在「執行命令」。 

 

耶穌所講的是管家職分。耶穌將「鑰匙」交給管家，賜給他管理的權柄和責任。好管家體貼主人

的心意，按照主人的意思行使權柄。教會是天國的雛形，其中有管家掌管鑰匙，為主盡忠。天國

是進展的，不斷向外擴張。教會擴張的時候，必須體貼神的心意。以彼得為例，他在關鍵的時刻

引導教會做出正確的決定，確定外邦人無需受割禮也可以得救，使福音的大門向外邦人敞開。

（徒 15:6-11） 

 

耶穌為何稱彼得為撒但？Why did Jesus call Peter Satan?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

三日復活。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

貼人的意思。」（太 16:21-23） 

 

這是聖經中唯一一次，一個人被稱為撒但。而且此人不是別人，居然是彼得！怎麼回事？耶穌才

稱讚過彼得，並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他，怎麼一轉眼就稱他為撒但？ 

 

耶穌的反應，在乎彼得是否順服神的旨意。順服，主就稱讚；違抗，主就斥責。彼得兩次得到指

示，兩次的反應完全不同。第一次，天父指示他耶穌是誰，彼得接受指示，說耶穌是基督，是神

的兒子，得到耶穌的稱讚。第二次，耶穌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在那裡被殺，第三日復

活。彼得不接受這個指示，勸耶穌說：「主啊，萬不可如此！」因此才被耶穌斥責。只不過，斥

責彼得為撒但，這不會太過分嗎？ 

 

「撒但」的定義是「與神作對者」。神最大的旨意，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人贖罪。撒但最大的敵

對行動，是攔阻基督為人贖罪。耶穌說出他將在耶路撒冷被殺之後，彼得立刻拉住耶穌，勸耶穌

萬萬不可！「勸」是緩和的翻譯，多數的英語聖經直接譯出原文的意思：rebuke，斥責。彼得是

門徒，居然斥責耶穌，說「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彼得所說的和所做的，完全符合撒但的心意。 

 

彼得是受害者嗎？或許撒但入了他的心，影響了他的言語行為？耶穌並不這麼認為！耶穌對彼得

說：「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耶穌並未說彼得體貼撒但的

意思，只說他體貼人的意思。耶穌看出，彼得所表達的是他自己的意思。 

 

彼得和其他的門徒一樣，認為彌賽亞來是要「復興以色列國」。（參考徒 1:6）現在事情尚未成就，

怎麼可以被殺？彼得對耶穌應當如何表現，意見很大。大到一個程度，他不但不接受耶穌的話，

甚至還伸手拉住耶穌，並且斥責他！在這種情況之下，耶穌才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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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人最嚴厲的斥責，稱一個人為撒但，發生在門徒彼得身上。不是法利賽人，不是羅馬人，而

是門徒。門徒是對耶穌有想法的人，當這個想法很大，大到「絆耶穌的腳」，「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他就可能變成了彼得。 

 

但是感謝主，耶穌對彼得的斥責雖然很嚴厲，卻只是暫時的。彼得並非一直都是「撒但」，只有

那一瞬間才是。後來彼得為主所重用，為天國成就了大事。只不過，我們會不會像彼得一樣，一

下子順服主被主稱讚，一下子違抗主被主斥責？答案是會的，而且經常發生。我們是否順服主，

其實都有自己的意思在內。如果合我的意思，我就順服；如果不合我的意思，我就違抗，起碼一

開始是這樣。感謝主，很多時候在聖靈的引領之下，漸漸地，我們將起初的違抗改為順服。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若自己的意見很大，就可能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願我們對

主有一顆柔軟的心，體貼神的意思，不體貼人的意思。 

 

得著生命和失去生命 Finding Life and Losing Life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

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

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太 16:24-26） 

 

「生命」的原文是 psyche，通常譯為「靈魂 soul」，也可譯為「生命 life」。它代表一種對生命的

觀念：人的生命不只是肉體的，還有屬靈的，形成他獨特的人格（unique personality），簡稱靈

魂。這個觀念將生命的定義擴大了，生命不只是一個呼吸的身體，還有身體裡的靈魂。如果一個

人的身體活著，靈魂死了，他就成了「行屍走肉」，雖然活著，其實已經死了。耶穌將這個觀念，

應用在門徒與他的關係上。 

 

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捨己」應當先從字面解

釋，就是「喪失己命」的意思。十字架是死刑的工具，背十字架的是即將被處死的人。跟從耶穌

是一件危險的事，有可能會死。若有人要跟從耶穌，就當做好「喪命」的心理準備，像一個背著

十字架的人，來跟從他。歷史證明，耶穌的門徒大多被逼迫，殉道而死。其中有些人被釘十字架，

包括彼得在內。 

 

耶穌說：「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救自己的

生命是指今生的、肉體的生命。耶穌給人兩個選擇（兩個「要」）：一、要跟從我。二、要救自

己生命。只想救（保有）肉體生命的人，必喪失真正的生命。因跟從耶穌而喪失肉體生命的人，

卻必得著真正的生命。在這裡，psyche 的意義就開始明顯了。生命不只是肉體的部分，還有靈魂

的部分，真正的生命是在靈魂裡。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這裡的「生命」

是指真正的生命，多數英語聖經直接翻譯為 soul。若有人賺得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他

是賺了，還是賠了？耶穌用一個商業名詞「益處」（利潤 profit）來解釋這個觀念：有利潤嗎？沒

有，這是完全是賠本生意！人還能用甚麼來換靈魂呢？只為今生而活，只為肉體而活，結果卻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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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自己的靈魂，成為一個沒有真我的軀殼，就算這個軀殼擁有金山銀山，擁有全世界，也毫無

利潤可言。 

 

親愛的弟兄姊妹，真正的生命是在基督裡。有基督才有生命，沒有基督就沒有生命。耶穌應許我

們，若因跟從他而受到逼迫，甚至喪命，也必得著生命。若只為今生的、肉體的生命而活，必失

去真正的生命。 

 

謙卑與饒恕 Humility and Forgiveness 

 

馬太福音有五個寶訓，18 章是第四個：品格寶訓。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有二，一個是謙卑，一個

是饒恕。驕傲是眾罪之根，所有的罪都可追溯到一顆驕傲的心。人因驕傲而高抬自己，不再順服

神，因此而犯下各樣的罪，與神隔離。唯謙卑者肯認罪悔改，從驕傲的道路上回頭歸向神，並保

持與神同行。饒恕是神的美德，唯神能恕。基督徒是天父的兒女，父如何饒恕我們，我們也當如

何彼此饒恕。 

 

謙卑 Humility 

1. 謙卑的人與神同行，先知彌迦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
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6:8）  

2. 神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
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

（賽57:15） 

3. 謙卑的人心裡得享安息，耶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
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 

4. 十字架是基督的謙卑，他倒空自己，從至高降為至低：「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

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饒恕 Forgiveness 

 

1. 耶穌為釘他十字架的人求天父饒恕：「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路 23:34） 

2. 十字架的本身就是饒恕，神的兒子替人擔罪，使人白得赦免：「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

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一切的不義。」（約一 1:7，9） 

3. 教會生活必須有饒恕，主怎樣饒恕了我們，我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

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西 3:13） 

 

天國裡誰是最大的？Who is the Greate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6 
 

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

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

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太 18:1-5） 

 

門徒很直爽，想到就問。這一天，他們向耶穌提出一個問題：「天國裡誰是最大的？」門徒關心

地位，關心排名，互相爭論誰為大。雅各和約翰的母親甚至親自出面，要求耶穌給予她兩個兒子

「左丞右相」的地位。（太 20:20-24） 

 

耶穌聽了門徒的問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耶穌是甚麼意思？若想瞭解

耶穌的意思，我們必須回到兩千年前的猶太社會。現代人以小孩子為寶貝，特別是美國，乃是兒

童的天堂。耶穌的時代正好相反，小孩子的社會地位很低，他們沒有力氣做工，不能賺錢，只消

耗糧食。從門徒的一些動作，就可看出他們對小孩子的看法。（參考太 19:13） 

 

耶穌接著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這句話的關鍵是「回轉」，回到從前的樣子：Stop! Turn around. Go back to where you were. 每個

人都曾經是一個小孩子，也曾經像小孩子那麼謙卑。隨著年歲的增長，驕傲的心也增長。耶穌叫

我們回轉，因為若不變成小孩子的樣式，就斷不得進天國！ 

 

甚麼是天國？W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瞭解福音書，乃至於瞭解整本聖經的關鍵，在於瞭解甚麼是天國（神的國度）。神的國度就是神

掌權之處，從今生開始，直到永遠。多數基督徒卻認為「天國」就是「天堂」，「進天國」就是

「死後上天堂」，這種觀念與福音不合。耶穌傳天國的福音，說天國近了，天國就在你們中間；

我若靠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耶穌所講的天國不是「死後上天堂」，而是神的

掌權，是現在的、立即的。神若在你生命中掌權，你就在天國之內；神若不在你生命中掌權，你

就在天國之外。 

 

人若心裏謙卑，才會讓神掌權。若心中驕傲，不讓神掌權，他就在天國之外。門徒爭論誰為大，

耶穌警告他們，要回轉像小孩子，謙卑下來，否則不得進天國。耶穌接著說：「所以凡自己謙卑

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天國裡都是謙卑的人，謙卑的人最大。因為神阻擋驕

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 5:5）高舉非從東，非從西，也非從南而來；惟有神斷定，他使

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詩 75:6-7）。 

 

接著，耶穌更進一步，將「像小孩子」提升到「接待小孩子」，他說：「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

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耶穌與小孩子認同，接待小孩子就是接待主。這是「以馬內利」

的具體實現，在信徒之間，若接待像「小孩子」這樣沒地位的人，就是接待主到他們中間，也就

是神與人同在。耶穌多次強調這一點，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40） 

 

我見過有愛心的基督徒，關心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行了善事也不宣揚。也見過有學問的教授，

聽年輕的牧師講道，感謝牧師的教導。見過在社會上有成就的人，在教會做瑣碎的雜事，服事大

家。這些基督徒使教會變得和諧美好，滿有神的恩典。相反的，我也聽過長老執事將牧師當作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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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說：「他不聽話就叫他走，再雇一個！」也見過學生時代很謙卑的弟兄，一旦功成名就之後，

彷彿換了一個人。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能勝過驕傲的試探，保持謙卑，就是最有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