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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耶穌到了凱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
耶穌到了凱撒利亞 腓立比的境內 就問門徒說：
「人說我人子是誰？」
太十六
14 他們說：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
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
13 19
13-19
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裡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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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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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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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教會的門徒
20 當下，耶穌囑咐門徒，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
當下 耶穌囑咐門徒 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
讀經
21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
太十六
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
20 24
20-2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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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到 身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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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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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十六13-24
諸長樂牧師 2017.11.05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
在
家
家平安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是發生在加利利北邊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該撒利亞腓立比」，是約旦河的發源地。
在二十多年前我有機會去過那個地方，非常的美。
耶穌在那裡啟示衪自己很重要的身份，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因為從這個事情以後，耶穌就講明了衪需要受苦、受死，甚至復活；
為從這個事情 後
穌就講
衪需要受苦 受
甚 復活
同時也很清楚的告訴門徒們說：
「如果要跟從衪，自己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這一段經文是在耶穌禱告之後所發生的。
耶穌在很多重要事情的時候都花非常長的時間來禱告，
 衪揀選12個門徒的時候整夜禱告，
 衪在客西馬尼園也是非常迫切的禱告；
 所以也提醒我們在許多事情上面我們應該要好好的來禱告，
禱告使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禱告也賜給我們力量順服上帝的心意。
這段經文也是耶穌第一次提到「教會」這個主題，
耶穌總共提過兩次有關教會的主題，一次在這裡，
一次在馬太福音十八章。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生根建造，作主門徒」，
我們要做一個怎麼樣的門徒呢？
在這裡很清楚的講到，
耶穌希望我們成為一個「建立教會的門徒」。
希望我們成為 個「建立教會的門徒
我從三個方面跟大來分享…

但是猶太人在這裡講到「神的兒子」是有一種特別的說法—
主耶穌跟天父之間有一種親密的關係，被認作是上帝特別的代表，
是與父神同等的。在約翰福音耶穌講過說「我與天父本來是一」，
猶太人聽到這句話就要用石頭打衪
猶太人聽到這句話就要用石頭打衪，
因為當衪講這句話的時候表示衪把自己當作跟神同等的。
所以這邊講到說「你是永生神的兒子」，就是宣告說「你是那位真神」。
福音書的最後，耶穌被祭司長、文士、長老定罪，也因為承認衪自己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耶穌這句話對當時的猶太領袖來說是不能夠接受的。
當彼得這樣的宣告時，他的意思什麼呢？—你是真正的王，你是那位彌賽亞！
是我們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你是神的兒子，
是詩篇和先知裡面所說的那一位。耶穌聽到這個答案以後也非常滿意，
詩篇 先知裡
到這個答案 後 非常滿意
耶穌給他的考卷的批示就是excellent。
耶穌不是說你答得好，而說「你是有福的！ 我好希望每次我跟神的回應，
耶穌不是說你答得好，而說「你是有福的！」我好希望每次我跟神的回應，
神都說「諸長樂，你是有福的！」而不是說「諸長樂，你到底在說什麼？」

一、門徒必須認識主。
耶穌一開始問門徒們說：「人說我是誰？」衪得到了很多的答案，
有人說是施洗約翰…，一般人對耶穌的認識，有的是正確的，但常是片面的。
其實耶穌問門徒們說
其實耶穌問門徒們說：「人怎麼說我」那只是一個引言而已，衪真正在乎的是：
人怎麼說我」那只是 個引言而已 衪真正在乎的是
「跟隨祂的門徒怎麼看衪？ 」因為衪有很重要的責任要託付給他們。
彼得在這裡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彼得這次的考試不僅得了一個100分還得了一個excellent—優秀。
「你是基督」是希臘文，希伯來文就是「彌賽亞」—上帝所膏立的那位君王。
另外一個比較需要花點時間解釋的就是「永生神的兒子」。
聖經中對兒子或者猶太人對兒子的觀念跟我們華人不太一樣，
華人總覺得兒子一定比爸爸小。小時候，我們三兄弟長高了比爸爸媽媽還高，
我們就很神氣的常常站在爸爸旁邊跟他們比身高，
可我爸媽說 你有什麼好神氣的？你再高還是我生的
可我爸媽說：你有什麼好神氣的？你再高還是我生的！
你再高還是我兒子！你還是要叫我爸爸！

耶穌基督是一切福氣的源頭，認識耶穌是有福的！
不僅有地上的祝福，更有屬靈的祝福、永恆的祝福，
所以認識耶穌基督是有福的！
衪不僅僅是我們得到福氣的那個來源
衪不僅僅是我們得到福氣的那個來源，
而且這樣的認識不是因為人的教導—
你要認識神，只靠理性去研究，或者靠情感去經驗，那是不夠的，
甚至靠自己的意志去堅持，也無法找得到神！
約伯曾經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你考察就能夠測透上帝嗎？」
真正認識天父是需要聖靈的啟示的。
所以在以弗所書第一章保羅告訴以弗所的信徒，
他為他們禱告 求上帝賜 「智慧和啟示的靈
他為他們禱告，求上帝賜下「智慧和啟示的靈」，
使他們能夠真正的認識神。
在我們當中有些慕道的朋友，我們非常歡迎你來，也請你去上慕道班。

但是真正要認識這位神，告訴你一個秘訣，就是：
 你要常常為自己禱告：
上帝啊，求你賜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我能夠認識你。
 基督徒也要禱告
基督徒也要禱告：
上帝啊，求你賜下智慧和啟示的靈，使我更認識你！
因為每一次被神開啟，更認識和經歷神的時候，
就讓我們的靈命上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如果人生是一個手機的話，那麼很重要的就是要有Wi-Fi(無線熱點)，
否則你的手機只能夠發揮部分的功能。
那個Wi-Fi就是「跟天上接線」，
我最後會告訴你們我們教會有Wi-Fi，
而且只有教會才有，
而且我們有特別的
而且我們有特別的password(密碼)。門徒們需要認識主。
d(密碼)。門徒們需要認識主。

所以第一個，當彼得做這樣的宣告的時候得到的福氣是什麼呢？他被提升啦！
他不僅僅知道今生的目的跟方向，更知道他在神手中是一個何等榮耀的器皿！
其實不僅彼得如此，每一個信耶穌的人都是如此，
彼前二 主耶穌是活石
彼前
主耶穌是活石，我們每一個人來到衪的面前
我們每 個 來到衪的面前
也就成為了活石，一起來建造上帝的屬靈的聖殿，
做神的祭司，奉獻上帝所悅納的祭物。
儘管這樣的「磐石」有很多種說法，羅馬天主教說就是指彼得，所以他就是教皇。
而基督教說，不是指彼得這個人，而是彼得所宣告的信仰。
但是無論如何，這就是上帝的恩典和啟示。神也把天國的鑰匙給了我們。
某一個方面來說彼得真是有一個代表性的意義：教會五旬節是從他開始，
福音傳到外邦 哥尼流是從他開始 耶路撒冷大會是由他的見證做成的結論
福音傳到外邦人哥尼流是從他開始，耶路撒冷大會是由他的見證做成的結論，
同時神也把天國的鑰匙來給他。
所以天主教就說，這個是把解釋聖經的權柄給了教會，
但是在聖經裡面卻更清楚的告訴我們，什麼是天國的鑰匙。

二、門徒領受使命。
當他(彼得)認識主以後第一個福氣是什麼？被提升了！
主耶穌說「你是彼得」，本來他一直被人家叫西門，很少人叫他彼得，
可是當耶穌說他是彼得的時候 其實告訴他 件非常重要的事
可是當耶穌說他是彼得的時候，其實告訴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從今以後你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加利利的漁夫而已，在你的生命當中
有一個榮耀的使命和託付—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個盤石上面。
很多時候我們從別人來認識我們自己，從世界來定義我們：
我在教會是牧師，大家又鞠躬又問好，
有一次我在一群不認識人當中，我說我是牧師，那個人比了一個手勢，
就是：你頭腦有沒有問題啊？什麼不好做去做牧師？
如果我們只從世界跟別人的角度來定義自己，那是有限又可憐的。
我
角度來定義
有限 可憐
人是按上帝的形像和樣式造的，惟有上帝說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才是 個怎麼樣的人，我們才能夠找到真正人生的目標，
才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們才能夠找到真正人生的目標，
發揮我們生命的潛能和恩賜，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彼得得到啟示以後的第二個事情，就是他得到一個命令—要建造教會。
不僅是給他的，也給我們每 個人 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是神的家，
不僅是給他的，也給我們每一個人。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是神的家，
耶穌要建立的不是一個有型的建築物，而是一群被呼召出來的群體，對神效忠，
和其他的基督徒有美好的團契，活出相愛聖潔的生活，
在世上成為光和鹽為耶穌作見證。
1. 這邊特別講到，教會不僅是有愛而且是有能力和權柄的。
這是弟兄姐妹特別要深深的記在 裡的 我們常常來到教會
這是弟兄姐妹特別要深深的記在心裡的！我們常常來到教會
只希望教會有愛，但是對於教會的能力、權柄，一點都不在乎；
在這裡講到說陰間的權柄都不能夠勝過他 今天我們背使徒信經講到說
在這裡講到說陰間的權柄都不能夠勝過他。今天我們背使徒信經講到說：
主耶穌降在陰間，陰間是死人聚集之所，所有的人都到了陰間，都出不了陰間；
只有基督因著復活離開了陰間。以弗所書 說基督復活的能力同樣的賜給了
衪的教會。陰間不見得都不好，有的人在陰間可以享受神為他所預備的安息，
有的人在陰間就開始受痛苦，財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就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教會是有能力的，那指示耶穌復活的大能，因此教會有能力去傳福音，
神也給我們能力活出聖潔的生活，來為衪做見證。

2. 教會不僅僅有能力，教會也有權柄和紀律的。
教會是上帝所有的智慧集中的所在，不是 群烏合之眾，是非常有次序的團體；
教會是上帝所有的智慧集中的所在，不是一群烏合之眾，是非常有次序的團體；
信徒必須要順服教會，甚至不順服的時候教會有這個權利可以把他趕出去。
 林前五 有人犯了很嚴重的罪不肯悔改的時候，保羅說要把這樣的人趕出教會。
 太十八 主耶穌也講到教會，衪說如果一個人不願意悔改，甚至不願意聽從教會，
就要把他看作稅吏和罪人一樣，這是主耶穌親自所講的話，
這是神給教會的權柄 我們捆綁的上帝也捆綁，我們釋放的神也釋放。
這是神給教會的權柄—我們捆綁的上帝也捆綁，我們釋放的神也釋放。

三、門徒是需要花代價的。
彼得剛剛得到了一個excellent，可是下一堂考試，他不僅得到個零分，
彼得剛剛得到了
個excellent 可是下 堂考試 他不僅得到個零分
還得到一個totally failed！甚至他被趕出考場！當耶穌說衪必須要受苦、
受死甚至復活的時候，彼得並不喜歡這樣的答案，我們也是一樣。
當耶穌說 你有福 你來禱告病就好了 缺錢嗎 你禱告上帝給錢
當耶穌說：你有福，你來禱告病就好了；缺錢嗎？你禱告上帝給錢；
小孩不乖老公不聽話嗎？你禱告小孩就乖老公就聽話；但是如果耶穌說：
還要花 些代價 時候 恐 我們 反應跟彼得的反應是 樣
你還要花一些代價的時候，恐怕我們的反應跟彼得的反應是一樣的！

但是神給教會的權柄跟世上的威權不一樣，教會的權柄是在愛中來運用的，
教會的權柄是在同心合 的禱告當中來行使的
教會的權柄是在同心合一的禱告當中來行使的。
當教會來實施懲戒或者停止一個人聖餐的時候，
目的是為了挽回那個軟弱和失敗的弟兄姊妹，
希
希望他仍然有悔改的機會。
悔
弟兄姐妹，千萬記得，教會不僅是有愛的、有能力的、是有權柄的，
這是神所賦予教會的，我們運用這樣的能力和權柄，傳福音，使人得救，
幫助信徒過聖潔的生活。

彼得心目中只是那一位很狹隘的以色列的救贖主，要來復興以色列國；
耶穌卻是世人的救主，要將人從罪惡裡拯救出來，因此他所給的是全人類的救恩。
耶穌的死並不是一種失敗，而是衪甘願為我們這些不配的人接受刑罰，
失
為我 這
接
衪擊敗了死亡和陰間在我們身上的權勢。撒但是真理的反對者，
牠所做的 切都是要人違背上帝的心意 離開上帝的道路；懷疑上帝的慈愛
牠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人違背上帝的心意，離開上帝的道路；懷疑上帝的慈愛，
讓人自以為聰明，以自私的願望和智慧來取代上帝的旨意。
彼得他被自己的私慾為撒但所利用，他成為了耶穌的絆腳石。
主耶穌要彼得退到衪後邊去 因為每 個門徒只能夠成為
主耶穌要彼得退到衪後邊去，因為每一個門徒只能夠成為
耶穌的跟隨者，而不能夠成為一個指揮耶穌的人。

當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突然有種感動。我們在教會對牧師的形象永遠都是忍耐謙卑，
你做得再不好也是要愛你；如果該悔改的是你，你又不悔改，結果哭的是牧師…
耶穌怎麼對彼得說？客氣嗎？你在教會碰過人這樣對你講嗎？
彼得在這裡犯了什麼姦淫偷盜的罪嗎？沒有，
他只是不體貼神的意思，而只體貼人的意思。
我們多少時候體貼神的意思，而不體貼自己的意思？
我們來到教會還是 樣：我最重要！教會要滿我的意 牧師講的要讓我舒服
我們來到教會還是一樣：我最重要！教會要滿我的意，牧師講的要讓我舒服。
有的時候我們邀請人參與一些聖工服事，拒絕的非常乾脆，說不做就不做，甚至說：
打死我都
打死我都不做！這老我夠大吧！如果我們都是這樣的一群門徒，怎麼建立教會？
這老我夠大
果我們都是這樣的 群門徒 怎麼建 教會
別人在我們當中看到是什麼？是一群老我嗎？還是耶穌基督的榮美呢？
因此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如果說耶穌是必須受害、受死、釘十字架，
那跟從耶穌的人也必須捨己，天天的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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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時代知道，當一個人背著十字架的時候，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人的命運是什麼；
這個人做了很多的不好的壞事 而且他死定了
這個人做了很多的不好的壞事，而且他死定了。
同樣地，在今天耶穌也要我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衪。

路加福音講到「天天」，做基督徒是一個天天的事情，耶穌基督必須成為
你的生活目標也成為你的生命，我們都要做一個體貼神，
而不體貼自己，不體貼老我，不體貼人的基督徒。
人的生命是一個不斷抉擇的過程，
的 命是 個不斷抉擇的過程
 有的抉擇是每天要做的：
我今天起來我要穿哪件西裝？我要打哪個領帶？我要吃什麼早餐？
 有些是重要的決定：我要娶誰？我要嫁給誰？我要在哪裡買房子？
我要讀什麼學校？我要選擇什麼工作？甚至我要選擇一個怎麼樣的教會？
 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選擇，因為這個選擇不僅僅在乎我們今生的光景，
有 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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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決定我們的永恆；
 基督徒的目標只有一個—是為耶穌而活，而不是滿足自己。
基督徒的目標只有 個 是為耶穌而活，而不是滿足自己。
選擇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自由，
但也需要承擔一切的後果和責任，越大的決定越重要。
要捨己，其中我今天特別提醒一點，就是講道前上帝教我的功課。

教會音響更新之後我一直很怕一件事情，因為我帶了一個隨身的麥克風，
萬一它開了我不知道，我在教會任何一個角落講話，講了什麼話你們都聽見，
所以我天天禱告說：「主，千萬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
今天聚會前我覺得很熱就把背 脫了 不小 就觸動了開關 音控的弟兄
今天聚會前我覺得很熱就把背心脫了，不小心就觸動了開關，音控的弟兄
就跑來跟我說：「牧師，你的麥克風開了！」我不曉得你聽到了我講什麼？
我告訴你，在背後說人的話，那威力比我這麥克風強多了！
弟兄姐妹，看重上帝所看重的，追求上帝要我們所追求的。
如果你的生命是一台手機，你有生命的Wi-Fi嗎？
教會
教會有屬天的Wi-Fi，聖靈親自的引導每一個人，
靈
導
password就是「接受而且順服耶穌基督」；你會找到自己生命的定位，
你也可以知道自己的責任和上帝給你的託付 這是 件何等有福的事情。
你也可以知道自己的責任和上帝給你的託付，這是一件何等有福的事情。
求神讓我們的教會，真的是一群願意為耶穌而活的門徒們所建立的教會。
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趕快跟這個Wi-Fi接線，
你可以現在就禱告說：「主耶穌，我願意接受你，請你幫助我。」

天父，我們謝謝你，在今天的早上與我們同在。
面對這樣 段重要的經文 也是你生命當中重要的時機
面對這樣一段重要的經文，也是你生命當中重要的時機，
我們知道，你把何等榮耀的責任託付給我們，
我們也知道，認識你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
赦免我們過去常常體貼自己，體貼人的意思；
赦免我們過去常常體貼自己 體貼 的意思；
求主幫助我們以後願意更體貼你的意思，
成為一個主所喜悅的門徒！
也幫助我們當中所有的慕道朋友，
同樣的快快得到你屬天的啟示，
進入神的家中這個蒙福的行列。
我們這樣禱告是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