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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

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

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

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马太福音 16:1-3)   

主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他们说“从天

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明天天

必要晴。早晨天发红，你们就说：啊！今天天气不好，会有

风。t 祂说，你们从天空的颜色就可预知气象，然而你们却不

知道这时候的神迹。 

他们若是好好的读过圣经，他们就应该知道这是弥赛亚来临的

时候。因为在但以理书中提到，神应允在 483 年从王出令重新

建造耶路撒冷城，之后弥赛亚救世主就会来。他们不能分辨这

个现象和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圣经里的经节。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主耶稣对现今许多看不清楚祂要再来这个事

实的人们说。愚昧的人啊！你们知道如何从研究大气层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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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向等等现象来预报气象，却不知道主要再来的时候。 

然后他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

神迹给他看。(马太福音 16:4) 

他又重复说他先前讲过的话。 

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马太福音 16:4) 

之前你们要求看神迹。我已告诉你们有关约拿的神迹，这是你

们唯一能得到的神迹。 

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马太福音 16:5-6) 

我已经讲过在圣经里提到“酵”都是用来表示罪恶的意思。酵

可以使一团面粉借着腐化作用发起来作成面包。所以，酵可以

用来代表罪或假冒为善。在这例子里，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16:6) 

这个酵的说法在另一本福音书里，是指假冒为善的意思。 

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罢。耶稣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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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甚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

们还不明白么？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

少篮子的零碎么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

多少筐子的零碎么？(马太福音 16:7-10) 

你们真以为我会为你们没有饼而担忧吗？难道你们不明白我能

够供应你们所需的饼吗？我不是说你们忘了带饼这件事。 

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这话不是指

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纔晓得他说的，不是

叫他们防备饼的酵，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马太福音 16:11-12) 

他们离开加利利海边到了加利利的北边。这地方今日叫巴奈亚

斯(Banias)。当时叫做 Cesarea Philippi该撒利亚 腓立比。

这里有从黑门山谷流出来的约旦河的源头。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

是谁。〔有古卷无我字〕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

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

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 



4 of 18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

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

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阴间的

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原文作门〕(马太福音 16:13-18) 

现在我们从两个里选一个。就是教会是建造在彼得之上或者教

会是建造在彼得所承认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上。 

现今天主教声称教会是建造在彼得这个人之上。对于这点我提

出些问题来。第一，耶稣对他说，“你是彼得”，在希腊文是

小石头的意思。他宣告说在这“Petras”一是盘石的意思。

“我将建造我的教会”。教会不是建造在小石头上，而是建造

在盘石上的。你是彼得（Petros），小石头，是在盘石

（Petras）之上。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3:11告诉我们，“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

的”，并不是西门彼得，“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

别的根基”。 

我知道有人试着树立别的根基—彼得。可是很明显的，彼得不

是教会的根基，教会也不是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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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身上的。但是教会是建造在耶稣基督之根基和彼得的宣

告，耶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是真神，这就是教会

的真根基，教会是建造在耶稣基督之上。祂就是教会建立的根

基。 

现在，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想到彼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

根本不知道这是圣灵的启示。当他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16:16) 

耶稣说“彼得你说的真好，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

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彼得你得到了属灵的启示。这不是从你自己头脑里的电流和化

学作用所传导的，而是来自神。我很确定彼得那时不知道这是

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一下子就说了出来，就像闪电般一样快。

我们知道彼得是个很冲动的人，我想当耶稣问人的时候， 

“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 16:15) 

他就冲动的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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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你说对了，你是有福的，因你得了神的启示”。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

的”。(马太福音 16:17) 

神常常用很自然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但我们许多时候都不觉得

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期望神会以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向我们

说话，我们想象应该会是在恍忽的状态里听到天使和声地唱，

而感到兴奋并且毛骨悚然，然后我们会听到神对我说“我的孩

子”。但是神以如此自然的方式跟我们说话。祂也是以如此自

然的方式带领我们。在自然的状况下有超自然的美。可是我们

属灵的敏感度是如此的迟钝，我们通常不容易察觉到神在对我

们说话或祂正在带领着我们。就因为我们属灵的迟钝，所以不

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 

许多时候，有人说“神从来没有与我说过话”，“或是我从来

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从没有这种经验”。这是因为你在寻找某

些特殊神奇的力量或是一种可以使你兴奋的感觉。但是神行事

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美好。真正的能力是从自然当中找到超

自然。而比这更重要更艰难的是如何从自然当中去分辨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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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这是最难的部份了。因为这是从神来的或者是从我自己来的

呢？我不知道。或是神啊，是你在对我说话或者只是我自己在

做梦？这不简单。没有什么简单的路子。这困难是因为超自然

是如此自然的来，如果超自然是以超自然的方式来的话，这一

点在分辨上我没问题。但是神是至高的三位一体，圣父，圣

子，圣灵。而我只是次等的灵，魂，体。我是在灵的方面与神

相会。 

所以神的灵对我的灵做见证说我是神的儿子。现在我的灵必须

对我的意识良知做见证。而当我的灵对我的意识做见证的时

候，它好象一个意念或是一种灵感从心里而来。或是类似一种

灵感。不过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灵感。我如何知道这灵感是来

自神或者来自我自己呢？因为灵感闪入我意识之内就好象灵是

从下意识的领域来，我的幻想也是从下意识的领域来。而且这

灵感来到我的知觉里，要辨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来自我

自己的想象或是来自神？是祂把这意念放进我的思想吗？ 

彼得就是在这种情形中，他只是说出闪到他脑子里的念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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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说，彼得，没错，这是圣灵的启示。是天父向你启示的。所

以彼得在此有他的角色。 

耶稣说，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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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6:19) 

做为主的孩子，我们具有捆绑黑暗权势和释放主的事工的力

量。因为主给我们这个胜过属灵争战的权柄。做为主的孩子，

我们的确有这些权柄来捆绑黑暗势力，而且也能释放主所要释

放的。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马太福音

16:20) 

原因是祂不要在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过早地张扬自己。因为将

来总有一天弥赛亚要被人认出来。那就是耶稣凯旋进京的那一

天。所以，那时祂告诉门徒不要跟任何人说。那更证实祂是

主。然后耶稣针对下一个步骤，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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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马太福音 21:2) 

于是，耶稣骑着驴驹子而来，这正应现了撒迦利亚的预言。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

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迦利亚 9:9)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主的时候还没到。因此，耶稣说不要

告诉任何人。不要人们过早的强迫祂或者在时机还没成熟的时

候，建立神的国度。 

从此耶稣纔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马太福音 16:21) 

这时，耶稣才表明祂自己的身份说，彼得你说的对，“我是弥

赛亚”。 

当时，犹太人一直盼着弥赛亚的来到，并且共同建立神的国

度，来推翻被罗马帝国的统治及束缚。而且，当耶稣承认“是

的，我就是弥塞亚，但是先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祂开始告

诉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

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阿！万不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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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

我后边去罢！你是绊我脚的。为你不体贴 神的意思，只体

贴人的意思。(马太福音 16:21-23) 

让我先撇开彼得不说。有一个问题是，有的时候，我很难去分

辨，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自己的。 

请注意这里，彼得一下子有从神来的启示，一下子又表现出从

撒但，地狱来的哲学，体贴自己。 

万不可如此(马太福音 16:22) 

实在的，体贴自己！那不该发生在你身上。地狱的哲学是：走

宽敞容易的道路，逃避十字架的道路。地狱的哲学是怂恿你逃

避十字架，但是这十字架对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十

字架，我们不能被拯救，十字架对我们灵命的长进更是重要。 

但撒但却告诉我们要逃避十字架，过舒适容易的生活，放纵自

己，躲避十字架，因为没有人愿意背十字架。但我意识到我与

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老我和我的旧性情已经与基督一

起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不该为肉体而

活，而是应该为主的儿子而活，祂爱我，并且为我舍命。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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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却说，多爱自己，宽容自己，不要上十字架，顺着你的肉

体而活，放纵自己吧。而耶稣却认定十字架，祂指出除了十字

架之外，别无答案。你自己必须把你自己旧的老我的本性推向

死亡，与基督共钉十字架。你不能再按着自己肉体的私欲去生

活，使徒保罗说， 

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罗马

书 8:12) 

因此，彼得具有神的启示。可是一会儿，他的灵感又被撒但所

操纵，讲出地狱的哲学，这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有的共同的问题

是，在分别甚么时候神对我们说话以及甚么时候是我们的内心

对自己说话。 

主，请帮助我。我实在没有简单的答案。我自己也经常面临这

样的问题。当人们问，“我怎么能够知道是主的意思还是自己

的意思？”主，帮助我，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我会

试着从圣经中的话语来找答案。如果它与上帝的话一致，那么

我知道它是来自上帝。如果它和圣经中上帝所讲的不一致，那

就不是来自上帝，因为上帝是始终一致不变的。无论祂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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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是完美和谐，跟祂所讲过的一致。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马太福音 16:24) 

你看，彼得刚说过“体贴你自己吧”。耶稣便对他说“彼得，

那是地狱的哲学”。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马太福音 16:24) 

要成为主的门徒，这条路就是舍己的道路，是上十字架的路。

我必须完全否定自己，亲自上十字架。我必须放弃自己的雄心

和目标，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还必须把老我生命

中肉体的欲望当作已死的，已经与基督一起钉十字架了。我才

能够接受基督耶稣的圣灵，获得新生命。 

如果在我里面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不可能按照基督叫我生活的

方式去生活。我也不能同时按肉体情欲生活，同时又按圣灵的

教导生活。我认定那个肉体的老我已经死了，并且这也是一个

更新的过程，因为那死去的旧人仍然企图坐在宝座上掌管我。 

保罗说，我们处于一场争战中。肉体欲望与圣灵相争，而圣灵

也与肉体相争。肉体私欲和圣灵这两者是对立的。我们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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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讲到

他自己的里面的矛盾。他说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

作。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

7:19，7:24) 

我们大家都知道神为我们所定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并且同意按

照它去做。我们说：主啊！那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那才是我

向往的生活，我们已经经历了肉体的软弱。那些我们答应会去

做的事，我们却没有做。相反的，那些我们说“再也不做了”

的事，我们却仍然继续做。噢！我们都是一堆软弱的可怜虫。 

请注意罗马书第七章的结尾，保罗已放弃所有他想帮助自己的

方法。他不再哭喊“我该怎么作才能改变呢？”，只要你还在

叫喊我怎么才能改变，我怎么才能变好，你还在寻求另外的方

式。不是任何人的任何减肥药都能帮助我？因为我已经试用过

了所有的药，但是都没有效。 

这里，保罗不再寻找另外的方式。他不再说：我怎么才能帮助

自己？其它人还有没有办法帮助我？自救的计划，怎么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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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更好。但他却寻找外在的帮助，他已经放弃了自救的办

法。谁能救我？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我已经试过了，可是都失

败了，谁能救救我？因此，这里的答案是：当我们放弃了自

我，我们开始寻找外面的帮助。保罗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 

“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战胜。” 

我不必是一个被击败的基督徒，也不必被肉体所捆绑。 

在第七章中，从开始到结束，你会发现我，我，我。但是到了

第八章，当他开始讲到有关圣灵，那光荣得胜的生命时，

“我”字消失了。因为他开始靠圣灵的力量生活。若是有人要

追随我，必须要舍己，放弃他自我中心的生活。他必须背起十

字架来，放弃那老我的生命，旧的老我的生命已经死去，并且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于是耶稣说“跟从我”。 

祂首先做出解释，然后是讲道理，这解释是，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

命，(马太福音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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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试着在基督之外寻找生命，那么你将会永远失去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6:25) 

他将找到真正的生命。 

接下来是祂讲的道理。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么益处呢？(马太福

音 16:26) 

现在假设那个精灵仙女从瓶子里跳出来，让你有机会许愿，并

且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假设这个神奇的精灵真的存

在，并且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愿望，那么你想要什么呢？假设你

能实现那个愿望或欲望，但是你必须牺牲你的灵魂做为代价，

那么你真正得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得到了全世界，但是却丧

失了自己的灵魂，你又得到了甚么呢？ 

因此，耶稣说：你必须要否定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

我。如果你拥有整个世界，却失去了你的灵魂，你又得到甚么

好处呢？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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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拿甚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 16:26) 

对上帝而言，你灵魂的价值超过整个世界。如果你用你的灵魂

换取整个世界，你付出你的灵魂来换取整个世界，那么你做的

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交易。因为你的灵魂是永远的，而世界将会

过去。耶稣说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只有你的灵魂是永

远的。你在用你永远拥有的灵魂换取将随时间流失的东西。对

上帝而言，你做了一件很不聪明的交易。 

那么，问题是“一个人将放弃什么来换取他的灵魂呢？”也就

是说，你要用什么来换取你的灵魂？ 

现在，有时在一些电影中出现这些画面：撒但来了，出价让一

个人出卖他的灵魂，并让这个人出价，你要用你的灵魂换取什

么东西？我总是被人们的答案吓一跳。因为人们对自身的价值

或永远的生命的价值看得如此不值钱。我看到人们用自己的灵

魂换取很愚蠢的东西，比如虚荣、一时的快乐、或名望。我总

是很惊奇，因为上帝给了我们灵魂那么大的价值，可是人们却

是如此的轻视自己的灵魂。 

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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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

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马太福音 16:27) 

耶稣说时候已到，我将被钉十字架，将被出卖给那些长老们，

他们会把我送上十字架，杀死我。在第三日，我将复活，但我

会带着我父的荣耀同着祂的众天使再回来。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

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

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马太福音

16: 27-28) 

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很不幸，因为这中间隔了一章。他讲

的意思都在我们下一次第十七章里会讲。这一章实际上应该是

第二十七章的结尾。所以下一个主日我们从第二十八章开始。

实际上祂是属于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愿神的圣灵把我们今天晚上所学习的，放在你们的心里，你的

生活中。当你想到自己灵魂与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你该想想，

你的生命，是属肉体生命还是属灵的生命。 

我祈求神在你的心里动工。如果你还没有被神的圣灵带上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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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地，我祈求圣灵在这礼拜带领你上十字

架，所以你才能够结束老我、旧我的生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

上。并且认识过去那个旧人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罪恶的肉体

已经不能再辖制你了。神的圣灵将要掌管你的生命，使你获得

重生，获得新生命，结束基督得胜所带来的新生。 

你们中间的一些人，那些曾经在你基督徒经历的荒野中徘徊人

们，那是个跨越荒野的经历，你穿越了约旦河，来到这充满希

望的应许之地，属灵的生命。在从前被你自己的肉体欲望所击

败的地方，开始了解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力量和得胜。愿你在这

礼拜中继续跟随耶稣基督而行，灵命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