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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十六章 

馬太福音第十六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請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

們看。耶穌回答說，晚上天發紅，你們就說，天必要晴。早晨

天發紅，又發黑，你們就說，今日必有風雨。你們知道分辨天

上的氣色，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馬太福音 16:1-3)   

主責備他們是因為他們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他們說“從天

上顯個神蹟給我們看”。耶穌說晚上天發紅，你們就說明天天

必要晴。早晨天發紅，你們就說：啊！今天天氣不好，會有

風。t 祂說，你們從天空的顏色就可預知氣象，然而你們卻不

知道這時候的神蹟。 

他們若是好好的讀過聖經，他們就應該知道這是彌賽亞來臨的

時候。因為在但以理書中提到，神應允在 483 年從王出令重新

建造耶路撒冷城，之後彌賽亞救世主就會來。他們不能分辨這

個現象和時候，是因為他們不熟悉聖經裡的經節。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主耶穌對現今許多看不清楚祂要再來這個事

實的人們說。愚昧的人啊！你們知道如何從研究大氣層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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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風向等等現象來預報氣象，卻不知道主要再來的時候。 

然後他說，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

神蹟給他看。(馬太福音 16:4) 

他又重覆說他先前講過的話。 

耶穌就離開他們去了。(馬太福音 16:4) 

之前你們要求看神蹟。我已告訴你們有關約拿的神蹟，這是你

們唯一能得到的神蹟。 

門徒渡到那邊去，忘了帶餅。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

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馬太福音 16:5-6) 

我已經講過在聖經裡提到“酵”都是用來表示罪惡的意思。酵

可以使一團麵粉藉著腐化作用發起來作成麵包。所以，酵可以

用來代表罪或假冒為善。在這例子裡，耶穌說， 

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16:6) 

這個酵的說法在另一本福音書裏，是指假冒為善的意思。 

門徒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罷。耶穌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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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你們這小信的人，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彼此議論呢？你

們還不明白麼？不記得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又收拾了多

少籃子的零碎麼也不記得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又收拾了

多少筐子的零碎麼？(馬太福音 16:7-10) 

你們真以為我會為你們沒有餅而擔憂嗎？難道你們不明白我能

夠供應你們所需的餅嗎？我不是說你們忘了帶餅這件事。 

我對你們說、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這話不是指

著餅說的，你們怎麼不明白呢？門徒這纔曉得他說的，不是

叫他們防備餅的酵，乃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

(馬太福音 16:11-12) 

他們離開加利利海邊到了加利利的北邊。這地方今日叫巴奈亞

斯(Banias)。當時叫做 Cesarea Philippi該撒利亞 腓立比。

這裡有從黑門山谷流出來的約旦河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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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卷無我字〕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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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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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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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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勝過他。〔權柄原文作門〕(馬太福音 16:13-18) 

現在我們從兩個裏選一個。就是教會是建造在彼得之上或者教

會是建造在彼得所承認的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之上。 

現今天主教聲稱教會是建造在彼得這個人之上。對於這點我提

出些問題來。第一，耶穌對他說，“你是彼得”，在希臘文是

小石頭的意思。他宣告說在這“Petras”一是磐石的意思。

“我將建造我的教會”。教會不是建造在小石頭上，而是建造

在磐石上的。你是彼得（Petros），小石頭，是在磐石

（Petras）之上。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3:11告訴我們，“因為那已經立好根基

的”，並不是西門彼得，“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

別的根基”。 

我知道有人試著樹立別的根基—彼得。可是很明顯的，彼得不

是教會的根基，教會也不是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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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身上的。但是教會是建造在耶穌基督之根基和彼得的宣

告，耶穌是彌賽亞，是永生神的兒子。也是真神，這就是教會

的真根基，教會是建造在耶穌基督之上。祂就是教會建立的根

基。 

現在，我覺得很有趣的是當我想到彼得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他

根本不知道這是聖靈的啟示。當他說， 

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馬太福音 16:16) 

耶穌說“彼得你說的真好，這不是屬血氣的指示你的，乃是我

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彼得你得到了屬靈的啟示。這不是從你自己頭腦裡的電流和化

學作用所傳導的，而是來自神。我很確定彼得那時不知道這是

從神而來的，因為他一下子就說了出來，就像閃電般一樣快。

我們知道彼得是個很衝動的人，我想當耶穌問人的時候， 

“你們說我是誰？”(馬太福音 16:15) 

他就衝動的說， 

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馬太福音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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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你說對了，你是有福的，因你得了神的啟示”。 

“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

的”。(馬太福音 16:17) 

神常常用很自然的方式對我們說話，但我們許多時候都不覺得

是神在對我們說話。我們期望神會以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向我們

說話，我們想像應該會是在恍忽的狀態裡聽到天使和聲地唱，

而感到興奮並且毛骨悚然，然後我們會聽到神對我說“我的孩

子”。但是神以如此自然的方式跟我們說話。祂也是以如此自

然的方式帶領我們。在自然的狀況下有超自然的美。可是我們

屬靈的敏感度是如此的遲鈍，我們通常不容易察覺到神在對我

們說話或祂正在帶領著我們。就因為我們屬靈的遲鈍，所以不

容易感覺到神的同在。 

許多時候，有人說“神從來沒有與我說過話”，“或是我從來

沒有聽過神的聲音，從沒有這種經驗”。這是因為你在尋找某

些特殊神奇的力量或是一種可以使你興奮的感覺。但是神行事

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美好。真正的能力是從自然當中找到超

自然。而比這更重要更艱難的是如何從自然當中去分辨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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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這是最難的部份了。因為這是從神來的或者是從我自己來的

呢？我不知道。或是神啊，是你在對我說話或者只是我自己在

做夢？這不簡單。沒有什麼簡單的路子。這困難是因為超自然

是如此自然的來，如果超自然是以超自然的方式來的話，這一

點在分辨上我沒問題。但是神是至高的三位一體，聖父，聖

子，聖靈。而我只是次等的靈，魂，體。我是在靈的方面與神

相會。 

所以神的靈對我的靈做見證說我是神的兒子。現在我的靈必須

對我的意識良知做見證。而當我的靈對我的意識做見證的時

候，它好像一個意念或是一種靈感從心裡而來。或是類似一種

靈感。不過有時候我自己也會有靈感。我如何知道這靈感是來

自神或者來自我自己呢？因為靈感閃入我意識之內就好像靈是

從下意識的領域來，我的幻想也是從下意識的領域來。而且這

靈感來到我的知覺裡，要辨識卻不是件容易的事。這是來自我

自己的想像或是來自神？是祂把這意念放進我的思想嗎？ 

彼得就是在這種情形中，他只是說出閃到他腦子裡的念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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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說，彼得，沒錯，這是聖靈的啟示。是天父向你啟示的。所

以彼得在此有他的角色。 

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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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6:19) 

做為主的孩子，我們具有捆綁黑暗權勢和釋放主的事工的力

量。因為主給我們這個勝過屬靈爭戰的權柄。做為主的孩子，

我們的確有這些權柄來捆綁黑暗勢力，而且也能釋放主所要釋

放的。 

當下，耶穌囑咐門徒，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馬太福音

16:20) 

原因是祂不要在時機還沒成熟的時候過早地張揚自己。因為將

來總有一天彌賽亞要被人認出來。那就是耶穌凱旋進京的那一

天。所以，那時祂告訴門徒不要跟任何人說。那更證實祂是

主。然後耶穌針對下一個步驟，說， 

你們往對面村子裡去，必看見一匹驢拴在那裡，還有驢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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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處，你們解開牽到我這裡來。(馬太福音 21:2) 

於是，耶穌騎著驢駒子而來，這正應現了撒迦利亞的預言。 

“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

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撒迦利亞 9:9) 

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因為主的時候還沒到。因此，耶穌說不要

告訴任何人。不要人們過早的強迫祂或者在時機還沒成熟的時

候，建立神的國度。 

從此耶穌纔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馬太福音 16:21) 

這時，耶穌才表明祂自己的身份說，彼得你說的對，“我是彌

賽亞”。 

當時，猶太人一直盼著彌賽亞的來到，並且共同建立神的國

度，來推翻被羅馬帝國的統治及束縛。而且，當耶穌承認“是

的，我就是彌塞亞，但是先不要告訴任何人。”然後祂開始告

訴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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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阿！萬不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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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

我後邊去罷！你是絆我腳的。為你不體貼 神的意思，只體

貼人的意思。(馬太福音 16:21-23) 

讓我先撇開彼得不說。有一個問題是，有的時候，我很難去分

辨，什麼是出於神的，什麼是出於自己的。 

請注意這裡，彼得一下子有從神來的啟示，一下子又表現出從

撒但，地獄來的哲學，體貼自己。 

萬不可如此(馬太福音 16:22) 

實在的，體貼自己！那不該發生在你身上。地獄的哲學是：走

寬敞容易的道路，逃避十字架的道路。地獄的哲學是慫恿你逃

避十字架，但是這十字架對我們的救恩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十

字架，我們不能被拯救，十字架對我們靈命的長進更是重要。 

但撒但卻告訴我們要逃避十字架，過舒適容易的生活，放縱自

己，躲避十字架，因為沒有人願意背十字架。但我意識到我與

基督一同釘在十字架上，那個老我和我的舊性情已經與基督一

起釘在十字架上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不該為肉體而

活，而是應該為主的兒子而活，祂愛我，並且為我捨命。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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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卻說，多愛自己，寬容自己，不要上十字架，順著你的肉

體而活，放縱自己吧。而耶穌卻認定十字架，祂指出除了十字

架之外，別無答案。你自己必須把你自己舊的老我的本性推向

死亡，與基督共釘十字架。你不能再按著自己肉體的私慾去生

活，使徒保羅說， 

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羅馬

書 8:12) 

因此，彼得具有神的啟示。可是一會兒，他的靈感又被撒但所

操縱，講出地獄的哲學，這讓我們看見我們都有的共同的問題

是，在分別甚麼時候神對我們說話以及甚麼時候是我們的內心

對自己說話。 

主，請幫助我。我實在沒有簡單的答案。我自己也經常面臨這

樣的問題。當人們問，“我怎麼能夠知道是主的意思還是自己

的意思？”主，幫助我，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我會

試著從聖經中的話語來找答案。如果它與上帝的話一致，那麼

我知道它是來自上帝。如果它和聖經中上帝所講的不一致，那

就不是來自上帝，因為上帝是始終一致不變的。無論祂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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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將是完美和諧，跟祂所講過的一致。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馬太福音 16:24) 

你看，彼得剛說過“體貼你自己吧”。耶穌便對他說“彼得，

那是地獄的哲學”。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馬太福音 16:24) 

要成為主的門徒，這條路就是捨己的道路，是上十字架的路。

我必須完全否定自己，親自上十字架。我必須放棄自己的雄心

和目標，自己的慾望，自己的生活方式，我還必須把老我生命

中肉體的慾望當作已死的，已經與基督一起釘十字架了。我才

能夠接受基督耶穌的聖靈，獲得新生命。 

如果在我裏面沒有聖靈的能力，我不可能按照基督叫我生活的

方式去生活。我也不能同時按肉體情慾生活，同時又按聖靈的

教導生活。我認定那個肉體的老我已經死了，並且這也是一個

更新的過程，因為那死去的舊人仍然企圖坐在寶座上掌管我。 

保羅說，我們處於一場爭戰中。肉體慾望與聖靈相爭，而聖靈

也與肉體相爭。肉體私慾和聖靈這兩者是對立的。我們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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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做我們想要做的事。因此，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中，講到

他自己的裏面的矛盾。他說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

作。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馬書

7:19，7:24) 

我們大家都知道神為我們所定的理想的生活方式，並且同意按

照它去做。我們說：主啊！那才是正確的生活方式，那才是我

嚮往的生活，我們已經經歷了肉體的軟弱。那些我們答應會去

做的事，我們卻沒有做。相反的，那些我們說“再也不做了”

的事，我們卻仍然繼續做。噢！我們都是一堆軟弱的可憐蟲。 

請注意羅馬書第七章的結尾，保羅已放棄所有他想幫助自己的

方法。他不再哭喊“我該怎麼作才能改變呢？”，只要你還在

叫喊我怎麼才能改變，我怎麼才能變好，你還在尋求另外的方

式。不是任何人的任何減肥藥都能幫助我？因為我已經試用過

了所有的藥，但是都沒有效。 

這裡，保羅不再尋找另外的方式。他不再說：我怎麼才能幫助

自己？其他人還有沒有辦法幫助我？自救的計劃，怎麼樣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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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更好。但他卻尋找外在的幫助，他已經放棄了自救的辦

法。誰能救我？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我已經試過了，可是都失

敗了，誰能救救我？因此，這裡的答案是：當我們放棄了自

我，我們開始尋找外面的幫助。保羅回答了他自己的問題。 

“感謝神！靠著耶穌基督，我們就能戰勝。” 

我不必是一個被擊敗的基督徒，也不必被肉體所捆綁。 

在第七章中，從開始到結束，你會發現我，我，我。但是到了

第八章，當他開始講到有關聖靈，那光榮得勝的生命時，

“我”字消失了。因為他開始靠聖靈的力量生活。若是有人要

追隨我，必須要捨己，放棄他自我中心的生活。他必須背起十

字架來，放棄那老我的生命，舊的老我的生命已經死去，並且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於是耶穌說“跟從我”。 

祂首先做出解釋，然後是講道理，這解釋是，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

命，(馬太福音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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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試著在基督之外尋找生命，那麼你將會永遠失去生命。 

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得著生命。(馬太福音 16:25) 

他將找到真正的生命。 

接下來是祂講的道理。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馬太福

音 16:26) 

現在假設那個精靈仙女從瓶子裡跳出來，讓你有機會許願，並

且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東西，假設這個神奇的精靈真的存

在，並且可以滿足你所有的願望，那麼你想要什麼呢？假設你

能實現那個願望或慾望，但是你必須犧牲你的靈魂做為代價，

那麼你真正得到的是什麼呢？如果你得到了全世界，但是卻喪

失了自己的靈魂，你又得到了甚麼呢？ 

因此，耶穌說：你必須要否定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隨

我。如果你擁有整個世界，卻失去了你的靈魂，你又得到甚麼

好處呢？ 

其次， 



16 of 18 

馬太福音第十六章 

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 16:26) 

對上帝而言，你靈魂的價值超過整個世界。如果你用你的靈魂

換取整個世界，你付出你的靈魂來換取整個世界，那麼你做的

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交易。因為你的靈魂是永遠的，而世界將會

過去。耶穌說世界和世上的情慾都會過去，只有你的靈魂是永

遠的。你在用你永遠擁有的靈魂換取將隨時間流失的東西。對

上帝而言，你做了一件很不聰明的交易。 

那麼，問題是“一個人將放棄什麼來換取他的靈魂呢？”也就

是說，你要用什麼來換取你的靈魂？ 

現在，有時在一些電影中出現這些畫面：撒但來了，出價讓一

個人出賣他的靈魂，並讓這個人出價，你要用你的靈魂換取什

麼東西？我總是被人們的答案嚇一跳。因為人們對自身的價值

或永遠的生命的價值看得如此不值錢。我看到人們用自己的靈

魂換取很愚蠢的東西，比如虛榮、一時的快樂、或名望。我總

是很驚奇，因為上帝給了我們靈魂那麼大的價值，可是人們卻

是如此的輕視自己的靈魂。 

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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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

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馬太福音 16:27) 

耶穌說時候已到，我將被釘十字架，將被出賣給那些長老們，

他們會把我送上十字架，殺死我。在第三日，我將復活，但我

會帶著我父的榮耀同著祂的眾天使再回來。 

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

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

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裡。(馬太福音

16: 27-28) 

這裡講的是什麼意思呢？很不幸，因為這中間隔了一章。他講

的意思都在我們下一次第十七章裏會講。這一章實際上應該是

第二十七章的結尾。所以下一個主日我們從第二十八章開始。

實際上祂是屬於馬太福音第十七章。 

願神的聖靈把我們今天晚上所學習的，放在你們的心裡，你的

生活中。當你想到自己靈魂與上帝的關係的時候，你該想想，

你的生命，是屬肉體生命還是屬靈的生命。 

我祈求神在你的心裏動工。如果你還沒有被神的聖靈帶上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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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耶穌基督的得勝之地，我祈求聖靈在這禮拜帶領你上十字

架，所以你才能夠結束老我、舊我的生命，把自己釘在十字架

上。並且認識過去那個舊人的生命被釘在十字架，罪惡的肉體

已經不能再轄制你了。神的聖靈將要掌管你的生命，使你獲得

重生，獲得新生命，結束基督得勝所帶來的新生。 

你們中間的一些人，那些曾經在你基督徒經歷的荒野中徘徊人

們，那是個跨越荒野的經歷，你穿越了約旦河，來到這充滿希

望的應許之地，屬靈的生命。在從前被你自己的肉體慾望所擊

敗的地方，開始了解聖靈在你生命中的力量和得勝。願你在這

禮拜中繼續跟隨耶穌基督而行，靈命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