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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將主將主將主將教會建在磐石上教會建在磐石上教會建在磐石上教會建在磐石上    
馬太福音 16:13-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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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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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先知裏的一位。 
15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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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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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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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慶祝教會成立五十二週年，這日子值得我們紀念的原因是耶穌基督親手在磐石上建立祂的教
會。我們今天早晨要一同從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節到第十九節來領受聖靈的光照，讓我們知道基督
如何在磐石上建立祂的教會，甚麼是教會? 甚麼是磐石? 與我們有何關係? 
 
一一一一、、、、天上的父指示天上的父指示天上的父指示天上的父指示 
   
1. 人們對耶穌有錯誤的認識人們對耶穌有錯誤的認識人們對耶穌有錯誤的認識人們對耶穌有錯誤的認識 
  
    耶穌在行過神蹟餵飽了五千人後，又行了神蹟，餵飽了四千人。那時有許多的人都來跟從耶穌，甚至
反對耶穌的法利賽人也來試探耶穌，請耶穌從天上顯一個神蹟給他們看，因為他們不信耶穌是創造宇宙
天地的真神。耶穌並沒有行神蹟給他們看，耶穌卻告訴他們，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
看。(太 16:4) 約拿的神蹟是甚麼呢? 約拿的神蹟豫表耶穌基督要在地裏三日三夜。(太 12:40) 這是耶穌基
督要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擔當人的罪，死後第三日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祂是神的兒子。猶太人不
能理解，外邦人不能明白，這是隱藏的奧祕，除非神啟示沒有人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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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16:5-12) 這是全人類最重要的
問題，究竟耶穌是誰? 如果耶穌與一般的先知，神的僕人一樣，那多一個少一個沒有多大影響，認不認識
祂也無關重要。門徒回答說，有人說他是施洗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裏的
一位。耶穌在這重要的時刻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 」如果耶穌也如此問我們，我們究竟該如何回答
呢? 我們真正認識耶穌是誰嗎? 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1) 以為耶穌是施洗的約翰 
 
    有些猶太人以為耶穌是施洗的約翰。施洗的約翰是當時猶太人所尊重的，他們都知道他是從神那裏差
來作先知的，叫神的子民悔改，受洗，使罪得赦。施洗的約翰並不是神的兒子，他不能除掉人的罪，他來
主要是為耶穌作見證，叫眾人可以相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因悔改而罪得赦免。施洗的約翰知道
耶穌比他尊貴多了，施洗的約翰曾親口說，我不是基督，(約 1:20) 基督的能力比他更大，他就是為耶穌
提鞋也不配，耶穌乃要用聖靈與火給眾人施洗。(太 3:11) 施洗的約翰的名言是：「祂必興旺，我必衰
微。」(約 3:30) 耶穌稱讚施洗的約翰時說：「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太
11:11) 因為舊約的先知都沒有親眼見到彌賽亞，只有這一位施洗約翰見到了彌賽亞，並且為主基督開路，
是祂的先鋒。看到施洗約翰就知道天國的君王即將來到人間掌權作王了。 
 
    這時施洗的約翰已經被希律王殺了，希律聽見耶穌行許多神蹟和異能後，以為耶穌是施洗的約翰從死
裏復活了。(太 14:1) 這事傳開，於是有些猶太人以為耶穌是施洗的約翰從死裏復活。這是何等的錯誤，
許多宗教只知道高舉人，不知道人和神中間的距離是天地之別。所有的人都是必死的罪人，唯有耶穌基
督是神的兒子，祂是無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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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為耶穌是以利亞 
 
    以利亞是先知中最有能力的一位，施洗的約翰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以利亞行了許多的神蹟，他禱
告求三年零六個月不下雨，雨就不下在地上，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雅 5:17-18)以
利亞大有能力，他能使油與麵都不減少，他能使寡婦的兒子從死裏復活，在迦密山上，以利亞一人能勝
過事奉巴力的四百五十個先知，和事奉亞舍拉的四百個先知，他能讓火從天上降下來，燒祭物，他也能
吩咐從天上降下來的火燒滅一百個兵丁。以利亞與施洗約翰不同，施洗的約翰被殺死了，以利亞卻沒有
經過死，乃是天上來的火車，火馬以旋風將他接上天去。(王下 2:11) 他是活著被提到天上的豫表，將來
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活著的信徒也要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 4:17) 
以利亞不但沒有經過死亡，直接升到天上，到了末期，他還要再來，他要在彌賽亞來作王以前，作開路
的先鋒，使人歸向神，這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瑪 4:5) 但是以利亞是人，是神的僕人，不是神的兒子，
不是神。基督不是以利亞，祂是以利亞的神。 
 
(3) 以為耶穌是耶利米 
 
    以利亞是有能力的先知，耶利米是有呼召也有愛心的先知。神立他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
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種。(耶 1:10) 神使他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
首領，祭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耶 1:18) 他流淚為那些犯罪得罪神的百姓代求。他說：「願我眼淚汪
汪，晝夜不息，因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壞的大傷。」(耶 14:17) 猶大國亡於巴比倫後，護衛長讓耶利米得
自由，耶利米卻寧願與猶大的困苦的遺民共生死，甚至與他們去埃及。(耶 43;6) 雖然耶利米是一位偉大
的先知，是願意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的好人，是神忠心的僕人，但是他不是神的兒子。 
 
(4) 或是先知裏的一位 
 
    還有最後一個可能性，耶穌是為神說話的眾先知中間的一位。先知中最大的是信心之父亞伯拉罕呢? 還
是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呢? 亞伯拉罕是先知，他為基拉耳王亞比米勒禱告，使他和所有屬他的人不至
死亡。(創 20:7) 但是亞伯拉罕是人，不是神的兒子，亞伯拉罕仰望的乃是耶穌基督，他看見了，就快
樂。(約 8:56) 摩西是在神的全家盡忠的僕人，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
認識的。(申 34:10) 十大災難，紅海分開，天降嗎哪，苦水變甜，磐石出水，頒布十誡，臉上發光。然
而，摩西說，將來有一位先知像我，以色列的眾人都要聽從那先知。(申 18:15-19) 摩西看為基督所受的凌
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來 11:26) 摩西認識在肉身中向他顯現的耶和華，就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神
的兒子。 
 
2. 人如何能有正確的認識人如何能有正確的認識人如何能有正確的認識人如何能有正確的認識? 
 
    眾人都不知道耶穌是誰? 因為除非神啟示，人不可能認識耶穌基督就是創造天地宇宙的神。耶穌沒有停
在那裏，耶穌問門徒們說：「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立刻回答說：「祢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太 16:16) 這是何等的宣告，這也不是任何人用頭腦可能想出來的。聽見彼得的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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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稱彼得為巴
約拿，是亞蘭文，就是約拿的兒子西門。是很親密，很有感情的稱呼。主喜悅我們真正認識祂是誰。 
 
    若非受聖靈感動，沒有人能稱耶穌基督是主。(林前 12:3) 若非神指示，沒有人能認出耶穌基督來。我
們從前都是憑著外貌認人，如今要在聖靈裏才能認出基督來。(林後 5:16) 這就是天上來的啟示，你我願
意不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嗎? 我們能稱耶穌是主，是彌賽亞，是受膏者，是基督，是無人能敵的君王，是
最大的先知，是真正的大祭司，是我們生命的主。我們信主的人有責任要讓人知道耶穌是神的兒子。 
 
    當門徒認出耶穌是基督以後，耶穌基督就向門徒宣告天下人間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祂要親手建立祂
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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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陰間不能勝過陰間不能勝過陰間不能勝過陰間不能勝過 
   
    這是何等大的屬靈看見。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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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6:18) 教會是世上最高的權柄，陰間的權柄也不能勝過教會。神將一切的權
柄賜給教會，神在人的國中掌權。要祝福誰，就祝福誰。 
   
    教會將要建造在這磐石上，這磐石不是彼得，彼得 Petros 是小石頭的意思。(約 1:42), 在希臘原文中是
陽性的單數，但是這磐石 Petra 乃是指建築物的根基，是巨大的磐石，在希臘原文中是陰性的單數。教會
的根基是甚麼呢? 教會的根基也不是任何屬物質的根基，教會乃是屬靈的，是屬天的，不是人手可以建造
的。教會的根基不是使徒，先知，傳福音的人，牧師和教師，那是屬靈的恩賜，教會的根基乃是耶穌基
督。教會是屬耶穌基督的，教會原文的意思乃是講到從世界中被神呼召出來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就是
信徒成為基督耶穌身體上的肢體，彼此接納，彼此相愛，彼此團契，彼此造就，彼此服事，尊主為大，
遵行天父的旨意，成為聖靈的居所，彰顯神的智慧和豐富，將榮耀，尊貴，權柄都歸給神。耶穌基督是
神的兒子，祂是唯一的救主，是那受膏者，是永世的君王，是房角石，是頭一塊的石頭。(彼前 2:6-8) 各
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弗 2:20-21) 人若不接受耶穌就必跌倒。這磐石也是殿頂的頂
石，是完成聖殿最後放下去的石頭，象徵著聖殿的完成者。(亞 4:7) 這磐石就是這異象，這是屬天的啟
示。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在此異象下，教會得以被建造。 
 
    因著教會是主耶穌親手建立的，所以教會能勝過任何的攻擊，甚至陰間的權柄，陰間的門也不能勝過
祂。撒但的勢力在教會面前站立不住，因為教會與基督不能分開，就像身體與頭不能分開一樣。既然基
督是得勝的主，祂勝過罪惡、世界、撒但、死亡。祂從死裏復活，並且活到永永遠遠，手中拿著死亡和
陰間的鑰匙。(啟 1:18) 基督的教會與基督連結，也有權柄勝過陰間的門。在爭戰中門是重點，攻破了敵
人的城門，就解除了敵軍防守抵擋的力量。基督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將我們從撒但的權勢下
拯救出來。(來 2:14) 耶穌基督是唯一才能勝過撒但魔鬼的人，因為祂沒有罪，能勝過撒但，唯有耶穌基
督有權柄和能力捆住壯士，趕出惡鬼，治服邪靈。(太 12:29) 
 
三三三三、、、、賜天國的鑰匙賜天國的鑰匙賜天國的鑰匙賜天國的鑰匙 
 
    基督復活的時候得著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太 28:18) 教會的權柄是因著教會順服基督，教會成為基督
在地上的代表，是基督的使者，也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未來的新婦。教會的權柄在於基督，教會順服基
督就有權柄，教會不順服基督就沒有權柄。教會得著權柄讓天上所已經釋放的，在地上也可以宣告釋
放，天上已經捆綁的，地上也可以宣告捆綁。(太 16:19) 復活的耶穌曾對門徒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
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約 20:23) 
 
1. 天國的權柄勝過人的智慧天國的權柄勝過人的智慧天國的權柄勝過人的智慧天國的權柄勝過人的智慧 
 

使徒保羅說：「猶大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
石，在外邦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
前 1:22-24) 猶太人只有外表的宗教儀文、規條，沒有屬天的啟示。他們是瞎子領瞎子，都掉在坑中。(太
15:14, 23:16) 耶穌向法利賽和撒都該人指出這一個世代是邪惡淫亂的世代。 
 
2. 教會的權柄勝過宗教的腐敗教會的權柄勝過宗教的腐敗教會的權柄勝過宗教的腐敗教會的權柄勝過宗教的腐敗 
 
    猶太人的宗教和政治領袖們不能明白真道，他們是福音最大的抵擋者。耶穌就要門徒謹慎，防備法利
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太 16:5-12) 這酵就是教訓，耶穌要門徒防備他們的教訓。文士和法利賽人能說不
能行，他們混淆神的道。耶穌來教導人要謙卑、悔改、倚靠神。(太 23:3) 法利賽卻叫人靠自己的好行
為，嚴守律法，定罪別人。耶穌稱文士和法利賽人為假冒為善的人。(太 23:13,23,25,27,29) 他們看不見自
己的問題，不知道沒有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羅 3:20) 他們不明白律法的
真正功用是將人引到基督那裏。(加 3:24) 他們完全是瞎眼的，不肯接受屬天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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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會只傳基督並祂被釘十字架教會只傳基督並祂被釘十字架教會只傳基督並祂被釘十字架教會只傳基督並祂被釘十字架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祂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但第三日要復
活。這個宣告是最大的宣告，舊約所有指著彌賽亞的豫言都要應驗。世界上有許多城市，耶穌必須上耶
路撒冷被獻在祭壇上，祂必須受祭司長文士許多苦，這不是任何人所能安排的。面臨被殺，耶穌知道祂
所要受的刑罰是超過任何人所能忍受的。祂要被定死罪，又交給外邦人，將祂戲弄、鞭打、被釘在十字
架上。祂知道他死後第三日會復活，但是祂的門徒都不相信他第三日會復活，他們沒有一個門徒在第三
日等候在墳墓前。這樣的宣告讓人很難接受，彼得不能接受，他勸耶穌說，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
祢身上。 

 
4. 教會要活出基督教會要活出基督教會要活出基督教會要活出基督 
 

  耶穌的反應是甚麼呢? 耶穌沒有很感激彼得對祂的關心，耶穌轉過來，非常嚴厲的對彼得說：「撒但退
我後邊去罷，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太 16:23) 耶穌怎麼有這樣的
一個反應呢?  

 
(1) 屬靈爭戰 
 
    原來耶穌面對為世界上的人贖罪是一個非常大的爭戰，撒但要用一切的力量攔阻耶穌不要上耶路撒冷
去。這是一場屬天的爭戰。教會面對撒但的攻擊，信徒必須穿戴全副的軍裝。(弗 6:10-18) 將撒但踐踏在
腳下。(羅 16:20) 
 
(2) 需要支持 
 
    此時耶穌需要代禱，需要力量。彼得不但沒有站在耶穌這邊鼓勵耶穌，他還加入攔阻耶穌上耶路撒冷
為人贖罪的撒但行列中。耶穌說：「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路 22:28) 我們在教會中
應與眾聖徒一同配搭事奉，彼此相愛，彼此扶持。 
 
(3) 順服到底 
 
    耶穌到人世間來就是為了要成為代罪的羔羊，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耶穌一生都朝著這個目標前進，
祂說：「我現在心裏憂愁，我說甚麼才好呢? 父阿，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約
12:27)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祂對門徒說：「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等候，和我一同儆
醒。」(太 26:38) 耶穌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祢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
要照我的意思，只照祢的意思。」(太 26:39) 教會必須順服基督。 
 
(4) 面對羞辱 
 
    這是何等大的爭戰，耶穌站在人的地位為人贖罪。使徒保羅記載：「祂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卻因神
的大能，仍然活著。」(林後 13:4) 祂背起十字架不是容易的事，十字架是痛苦與羞辱的記號，希伯來書
作者如此說：「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來 12:2) 耶穌堅信父神的計劃是最完美的，這是屬天的啟示。教會也要為基督忍受苦難，傳揚福音。 

 
我們也當接受屬天的啟示，真正認識耶穌，認識祂是萬有的主宰，是神的兒子，是我們生命的主，就

能勝過撒但一切的權勢。我們當順服耶穌基督，願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
的，必喪掉生命，凡為耶穌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
呢?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人子要在祂父的榮耀裏，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祂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
各人。(太 16:24-27) 讓我們行祂所喜悅的事，因為祂所吩咐我們去作的，都是美善。願基督建立祂的教會
在磐石上，我們也靠著聖靈在其上被建造成為靈宮，完成父神美好的旨意，願神祝福你們。 

                                  www.jamessun.net  N01162 孫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