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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工作進行的非常地順利、所做的都十分地成功，
也吸引了許多的人 飢餓的人有飽足
也吸引了許多的人，飢餓的人有飽足、
患病的人得到醫治、傷痛的人被撫慰，
無論耶穌的行動、講論，
都顯示出無可比擬的權柄和能力。
儘管有一些法利賽人不斷地在找耶穌麻煩，
儘管有
些法利賽人不斷地在找耶穌麻煩
除此以外，耶穌的工作是非常順利、成功的，
所以門徒應該沒有什麼可以埋怨的了。
直到那一天，
當耶穌和門徒來到該撒利亞腓立比境內時，
耶穌問門徒別人怎樣談論祂，有人說：你是
先知以利亞、先知耶利米、先知中的 位…
先知以利亞、先知耶利米、先知中的一位
的確是，耶穌的工作、能力、權柄，
就好像在舊約裡面
就好像在舊約裡面，
他們所談論、所期盼的那些先知一樣。

太十六 21~2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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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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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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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從我 就當捨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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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得著生命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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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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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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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耶穌就問門徒他們自己的看法了，
「那你們說我是誰？ 」
彼得幾乎是馬上地回答：
「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兒子。 」
耶穌滿意地點了頭，
只是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祂囑咐門徒「不可對人說祂是基督」，是什麼意思呢？
門徒心裡一定是嘀咕著 –
不明白耶穌為什麼不讓他們告訴別人耶穌是基督？
可是真的叫門徒困惑 懊惱的其實還沒有完
可是真的叫門徒困惑、懊惱的其實還沒有完，
就當耶穌開口講的時候，才是讓門徒覺得非常困惑的，
也就是我們今天經文的內容
也就是我們今天經文的內容…
耶穌竟然開始告訴門徒，祂必須上耶路撒冷，
而且受長老、祭司、文士許多的苦、
而且被殺，第三天復活。

耶穌的話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匪夷所思的怪論嗎？
你 直以來都那麼地成功 那麼地順暢
你一直以來都那麼地成功、那麼地順暢，
只會成功不會失敗的，
怎麼會受苦、被逼迫、怎麼會要死呢？
門徒都不明白，大概彼得很不耐煩了， 「他就勸耶穌」 …
其實和合本翻成的這個「勸 字並不很恰當，
其實和合本翻成的這個「勸」字並不很恰當，
應該是「責備」，就是說「彼得責備耶穌」 ！
因為他不滿、不同意、不喜歡耶穌所說的，
就叫祂不要講。
和合本修訂本、還有所有聖經的譯本，
現在都翻成「責備」，也就是彼得責備耶穌，
是忍不住耶穌那讓人泄氣的話
是忍不住耶穌那讓人泄氣的話，
好像就是說 – 老師，快別亂講了！
這些事情是絕對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這些事情是絕對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也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有一些研究聖經的學者認為：
 馬太福音背後的信仰傳統、根源是來自彼得，
馬太福音背後的信仰傳統 根源是來自彼得
所以對彼得的刻劃，遠比其他門徒更加地重要、正面
 敘述的內容和手法，就特有意思了…
敘述的內容和手法，就特有意思了
既凸顯彼得的高、也毫不忌諱地指彼得的低，
光明跟黑暗、天堂和地獄，同在 個人身上呈現，
光明跟黑暗、天堂和地獄，同在一個人身上呈現，
高與低之間、距離竟然如此地接近！
17~19 誇獎彼得有天父的啟示，
23

彼得如在雲彩裡那麼得意，
就稱彼得為撒但
被丟在深溝裡

放在敘述的次序裡，真可以說彼得是一念之差，
放在敘述的次序裡，真可以說彼得是
念之差，
一念之差帶來的那個差異 –
從雲彩到深溝 從天父的啟示到撒但的發言人
從雲彩到深溝、從天父的啟示到撒但的發言人，
這一念又當如何地拿捏、怎麼樣判斷呢？

而耶穌對彼得的回應，同樣是決斷和清楚：
「撒但 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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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繼續那讓人不明白的甚至要抗議的怪論…
耶穌繼續那讓人不明白的甚至要抗議的怪論
十六24~26「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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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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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耶穌的怪論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門徒心裡面甚至埋怨著：
這事情怎會發生在你身上 怎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這事情怎會發生在你身上、怎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這不是胡言亂語嗎？
這是彼得把祂拉到 邊責備祂說
這是彼得把祂拉到一邊責備祂說：
「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的原因。

二千年後的信仰群體研讀、查考，以致宣講這段經文的時候，
侃侃而談 對彼得多有指點
侃侃而談，對彼得多有指點。
如果我們身處當時門徒的處境，
 會不會也是會傾向認同彼得呢？
 沉醉在耶穌的稱許和肯定的彼得
會不會把 主啊，萬不可如此！
會不會把「主啊，萬不可如此！
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看成是天父的指示 而不是體貼人的意思呢？
看成是天父的指示，而不是體貼人的意思呢？
我常覺得這一念的差別並不容易拿捏，
這也許是為什麼馬太福音把這一高、一低
這也許是為什麼馬太福音把這
高
低、
一明、一暗，父的指示、不體貼神的意思，
放在 起的原因
放在一起的原因，
 因為那一念之差，真的是可能非常地接近
 那個拿捏要非常地小心、非常有辨識的能力，
才能夠有所把握，這是任何時候都可以發生的

彼得不是已經從異象中、和哥尼流的來訪，
知道在神眼中沒有猶太 和外邦 之分嗎？
知道在神眼中沒有猶太人和外邦人之分嗎？
可是為什麼到了加拉太書，
彼得又會因為耶路撒冷來的代表，
彼得又會因為耶路撒冷來的代表
馬上與在安提阿的外邦基督徒
分席而坐呢？他不是已經經歷過了嗎？
 他甚至親口講：在神的眼裡，沒有分外邦人跟猶太人
 可是他在加拉太書出現的
可是他在加拉太書出現的，卻是另外的一種情形，
卻是另外的 種情形
使得保羅要當面指出他的不是！
這一念之差常常會發生，
這
念之差常常會發生，
而且發生來的時候讓人覺得好像不知不覺的，
人必須要非常地小 才能夠有所把握
人必須要非常地小心才能夠有所把握。
神的子民、基督的跟從者，要非常非常地儆醒，
才不會從雲彩掉到深溝裡，
才不會在光明一下子就在黑暗的裡面！

如果教會不警醒，
忘記了天父的恩情 忘記了背起十字架來跟從耶穌
忘記了天父的恩情、忘記了背起十字架來跟從耶穌
忘記了我們要尋求的是天父的心意、而不是人的意思
忘記了我們要以上帝的國和祂的義為我們生命的核心
當我們忘記這一切，教會是會下墜的。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馬丁路德對當時候
腐敗的羅馬公教的批評的指責，
後來分支出來更正教，
再往下去演繹就成為信義宗、路德宗...
我們在看教會歷史的時候，
這些先賢做了很偉大的工作，
能夠脫離腐敗的教會的傳統，
回到聖經、回到上帝的心意，
把人帶到真理的裡面 把人帶到神的面前
把人帶到真理的裡面、把人帶到神的面前，
這是何等地美啊！

這是馬太福音的敘述對當下信仰群體的啟示：
強如彼得 也會下墜成為撒但的代言人
強如彼得，也會下墜成為撒但的代言人，
那隨後而來的跟從者又當
如何地謹慎自己呢？
一個在耶穌身旁大弟子的彼得，
跟耶穌有那麼親密地
跟耶穌有那麼親密地、一種認識感情的彼得，
種認識感情的彼得
聽了耶穌的講論、看了耶穌的工作、
體會耶穌的能力、祂的憐憫 ，
體會耶穌的能力、祂的憐憫…，
像這樣的一個大弟子、教會的柱石，
還是會下墜！那何況我們呢？
這是馬太的敘述，對當下信仰群體的啟示 –
 即使是彼得，馬首是瞻這樣的領袖也會下墜，
信仰群體教會毫不含糊地記下這一筆
 如果我們忘記馬太敘述的叮嚀
如果我們忘記馬太敘述的叮嚀，
下墜的不單只是個人、下墜的是整個的群體了！

可是在上一個世紀的三十年代，
當希特勒 還有納粹黨興起的時候
當希特勒、還有納粹黨興起的時候，
籠絡了教會！
教會下墜成為撒但的代言人。
被籠絡的教會
為了自己的安全
為了自己的安全、
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自己的鞏固
為了自己的鞏固，
不惜跟希特勒、跟納粹黨合作，
並且用宗教的語言、宗教的信念
來合理化希特勒還有納粹的政權，
這是百分之一百的體貼人的意思。
當體貼人的意思的時候，
自然就不明白、不在乎、不重視神的意思了，
當這樣子的時候，教會竟然成為撒但的代言人！

這是的的確確發生在歷史的裡面，
過去發生 今天會發生 將來也會發生
過去發生、今天會發生、將來也會發生。
那是為什麼馬太福音要把這一章
那麼清楚地記載下來，
讓我們看見就如彼得那麼出色的使徒，
 還是會從雲彩掉到深溝裡
 還是會從光明一下子跑到黑暗的裡面
這事情是會發生的，
也不僅僅是彼得，甚至跟他一起的門徒，
大概都會分享彼得的想法
大概都會分享彼得的想法，
彼得所希望得到的好處。
我們說的就不再是 個人 而是 個群體了
我們說的就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了。
我們謝謝馬太，把這麼一段的事蹟記載在福音書裡，
提醒往後來的基督的跟從者 神的子民 基督的教會
提醒往後來的基督的跟從者、神的子民、基督的教會，
要非常非常地謹慎體貼神的心意。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你賜下你自己的話語。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兒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如何地彰顯你的心意，
如何地去教導祂的門徒 學習明白天父的心意
如何地去教導祂的門徒，學習明白天父的心意。
今天的經文再一次提醒我們 –
就是彼得 門徒 我們 都是免不了因為現實的考量
就是彼得、門徒、我們，都是免不了因為現實的考量，
而忽略、疏忽、不在乎神的心意。
求主憐憫我們、幫助我們，
讓我們常常以神的意思為念、忠心地跟隨耶穌。
這樣的禱告 立志 靠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這樣的禱告、立志，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