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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國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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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馬太福音十六章 13－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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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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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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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身分證或者是護照？應該都有。最近我的護照辦了電子

通關（e-Gate），從此以後進出機場、國門的時候，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覺得拿這個護照真的很有用，不用排隊，刷一下就過去了。 

    但是有時候拿了護照到了別的國家，排隊等待了很久、很久，甚至要被官

員一直問你來的目的，然後還要按指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會覺得為什

麼同樣的護照，身份卻有所不同。那天國的身分對我們來說，到底是怎樣的一

個景況？天國的身分對我們影響到底是什麼？ 

    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 13節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注意到耶穌來到了該撒利

亞腓立比的境內。該撒利亞腓立比在哪裡？這個城市有什麼重要性？為什麼耶

穌要帶門徒到這個地方？又為什麼耶穌要問這麼重要的身分的問題時，要在那

個地方問呢？ 

 

耶穌的腳蹤 

    如果想要解答這個問題，要稍微對聖經的地理有一點點的認識。馬太福音

第十四章中，耶穌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地點，應該是在加利利湖旁邊的地

方。後來第十四章的中間，耶穌催促門徒上船，在那裡耶穌履海，行了一個神

蹟。34節提到了「他們過了海，來到革尼撒勒地方」，這經文中出現一個地名

「革尼撒勒」，這地方應該是在加利利湖西北岸的一個地方。 

    然後進入到第十五章，「那時，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

這群法利賽人從耶路撒冷上來，到了加利利地，然後他們問了耶穌一些難題，

這些難題就是上星期的信息，包括遺傳這些傳統跟門徒為什麼不洗手等等的問

題。 

    第十五章 21節說「耶穌離開那裡，退到推羅、西頓的境內去。」推羅、西

頓是哪裡呢？原來推羅、西頓就是現在以色列北邊黎巴嫩靠海的地方。在那裡

耶穌又行了一個神蹟，是一個迦南婦人來求耶穌醫治她女兒的神蹟。然後耶穌



就又回到了加利利。在加利利海這地方又出現了一個地名，就是在十五章的最

後，他們上了船，來到馬加丹的境界。馬加丹也是加利利湖西北岸的一個地

方。 

    進入到十六章，法利賽人又來找耶穌了。只要耶穌行了神蹟，他們聽到了

風聲，他們就會來找耶穌。這一次不是問問題，是要求耶穌給他們看神蹟，然

而耶穌說：我不給你們看。 

 

耶穌的惦記 

    耶穌心裡並不是最在意法利賽人，他心裡有個疑問，就是他覺得門徒似乎

並不是很了解為什麼他要跑上跑下的，一下在加利利、一下到推羅西頓，然後

又回到加利利，現在他卻又要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 

    為什麼耶穌要這樣跑上跑下呢？因為他心裡惦記的是門徒是否明白他所做

的事情。所以在第十六章第 9節，耶穌說了「你們還不明白嗎？不記得那五個

餅分給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籃子的零碎嗎？」到了 11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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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心裡有個很大的負擔，就是門徒似乎不明白，不但不明白耶穌所做

的，而且他們陷入一個危險，就是有可能法利賽人的酵會影響他們，連這句話

門徒都聽不懂。 

    什麼叫法利賽人的酵？我們到美國的 supermarket買 yeast，有一個牌子叫

fleischmanns yeast。耶穌那個時代可能有個牌子叫做法利賽人的酵，但是不是！

事實上耶穌自己解釋了什麼叫做法利賽人的酵。耶穌說，那個酵不是指那個

餅，而是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督該人的教訓。 

    為什麼他們的教訓要防備呢？這些人教導另外一些事情，他們也引領了很

多的門徒；他們對耶穌的教導有一些疑惑，藉著提一些問題來干擾耶穌的教

導。而耶穌的教導當中，到底什麼是最重要的？現在耶穌為了要讓門徒能夠真

正的明白，所以帶他們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 

 

該撒利亞腓立比城 

    這個地方在哪裡呢？原來它在加利利湖的北邊。推羅西頓靠著沿海，是在

湖的西北邊，是現在的黎巴嫩。而該撒利亞腓立比是在正北邊，湖的正北邊往

北邊走，就遇到了黑門山，黑門山的山腳底下就是這個城，叫做該撒利亞腓立

比。 

    為什麼它叫該撒利亞腓立比？因為有另外一個城也叫該撒利亞，在靠海邊

的地方。該撒利亞就是凱薩的意思，為凱薩而蓋的廟就在這城裡，所以把這城

取名叫該撒利亞或叫凱薩利亞。為了有別於在海邊的那個凱薩利亞，所以它就

取名叫腓立比，因為腓立比就是希律分封王腓力所建的。 

    這個地方因為有約旦河四大水源的一個河流，叫做班尼亞斯河，它事實上

是一個泉源，這泉源因為地震的關係就埋到了地底下，從地底下冒出泉源，然

後進入了約旦河的源頭。它有豐沛的水源，再加上附近的土壤非常的肥沃，那

個地方的農產品就非常的豐富。 



潘神廟 

    也因為這樣子，就吸引了很多人居住，許多對宗教狂熱的人也在那附近蓋

起了很多的神廟。這裡不僅僅有該撒的廟，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外邦的神，這個

神叫做潘神（Pan），人就蓋了潘神這個廟。 

這個潘神是什麼神呢？潘神事實上是半人半羊的一個神，但是他常常被形

容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神。英文字裡面有個字叫做 panic，講到 panic就是說我們

很害怕。為什麼呢？因為潘神讓我們很害怕，所以 panic就是恐怖的意思。 

這地方因為靠在黑門山的山腳下，所以產生很多地形。在那裡有一個大的

地洞，從地洞的口看下去深淵不見五指，所以很多人就害怕那個地洞，把它當

成一個鬼神來敬拜，經常把一些祭祀的東西往地洞裡丟，祭祀那個潘神。 

就有人說，陰間的門就在那個地方，所以後來經文就講到陰間的權柄。原

文「陰間的權柄」那個字就是 The Gate of  Hades，它事實上不是地獄，是陰

間。「Gate」中文聖經把它翻成權柄，但是 gate（門）常常也是權柄的意思。 

為什麼該撒利亞腓立比這麼重要呢？原來耶穌有個目的，前面講到了門徒

不瞭解、不明白、不記得耶穌所做的一切，跟他跑來跑去以後，門徒頭都暈

了；再加上法利賽人和撒督該人他們常常提一些問題、要求一些事情，門徒對

耶穌到底是誰，需要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耶穌的問題 

耶穌帶他們到山腳底下，看了那些神廟及大地洞的門之後，耶穌問了他們

這個問題。他說，人說：我人子是誰？耶穌在這裡直接問他們說：其他人怎麼

說我？我到底是誰？ 

    很多人查考聖經，就在四福音書當中去做平行經文的一個比照。在馬可福

音和路加福音也有記載這段經文，但是在這段經文裡面，不管是馬可福音或者

是路加福音，都沒有「人子」這兩字，也就是耶穌只問說「人說我是誰」。 

    有一些人就說，馬太福音提到了提問的問題，也順帶的把答案公布了，因

為你問「我，人子是誰」，那你就已經知道，人子就是耶穌、耶穌就是人子。直

接回答：你就是人子啊。就譬如說你問我是誰？我，鍾興政。請問我是誰？你

已經說你是鍾興政，所以你就是鍾興政。好像就不需要回答。 

 

「人子」可能的四個答案 

    在舊約聖經當中，但以理書有提到人子，人子在舊約裡就指向了彌賽亞，

也就是基督。但是後來的聖經學者說：很可能這就是當時耶穌所問的這一句

話，因為耶穌在這段時間當中常常自稱為人子。人子也可能只是稱為先知當中

的一位，因為在以西結書當中，「人子」這個字也用在以西結的自稱。所以人子

不一定是指向彌賽亞，有可能也是指向另外一個先知。 

    耶穌問的問題，門徒回答了。這裡面有四個答案，第一個答案是有人說你

是施洗約翰，第二個答案是有人說你是以利亞，第三個答案是有人說你是耶利

米，第四個答案說：很可能以上皆非，但是你就是先知中的一位。 



    為什麼說是施洗約翰呢？有人說因為施洗約翰剛剛被殺了，耶穌很可能就

是復活的施洗約翰。又有人說他是以利亞，因為按照舊約的傳統，以利亞要來

為彌賽亞做開路先鋒，所以耶穌有可能就是以利亞。第三位，有人說耶穌常常

受苦，所以耶穌很可能就像耶利米一樣，是一個受苦的先知。也有人說我們不

太清楚，但是我們看見耶穌做這麼多的事情，他應該是先知當中的一位。 

    這些答案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也沒有精準地切中最最重要的要害，就是耶

穌想要他們認識他不只是先知當中的一位。所以耶穌就再問了一次，如果這是

別人所回答的答案，那麼耶穌要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 

 

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中文和合本聖經翻譯得很好，因為有把那個複數翻譯出來。在英文裡面

「you（你）」這個字有時候看不出來是單數、還是複數。可見這個問題，耶穌

不只是問一個門徒，也就是不是只問彼得。 

    我們看見彼得就搶著答，因為耶穌雖然是問你們，但是彼得常常覺得他自

己代表了十二個門徒，他是門徒當中的大弟子，所以他就搶著回答。彼得回答

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這兩個答案石破天驚，因為耶穌就立刻稱

讚彼得：你講得太對了，而且我告訴你，這答案不是你能夠講的，如果你自己

可以講，那你講不出這種答案，這個答案一定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我相信聖靈相通，三位一體真神他們也有親密的團契。聖父所做的事情，

聖子隨時都知道；聖子要做的事情，也隨時跟聖父有交通；而聖靈要做的事

情，也跟聖父、聖子一起交通。聖父指示彼得的時候，聖子已經知道這件事

情，所以耶穌基督就立刻跟彼得說，這不是你能說的，不是屬於任何屬血氣的

人能夠說的，是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耶穌回答彼得之後，事實上他真正想要說的事情在後面。當彼得承認耶穌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的時候，這些只有講到耶穌的部份，耶穌更希望他們

知道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的這個身分和門徒的關係。 

 

「彼得」之義 

    所以耶穌就立刻回答彼得說：我要告訴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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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你是彼得。這不是廢話嗎？

他本來就知道你是彼得。 

    為什麼要講彼得呢？原來「彼得」、英文 peter這個字是從希臘文來的，希

臘文原文那個字是 petros，從 petros轉化成 peter彼得，這個字跟後面「我要把

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的「磐石」這個字，跟 petros非常的類似，那個字

叫做 petra。 

    希臘文這兩個字幾乎是同一個字，都是石頭，但有一點點不一樣。petros

「彼得」這個字是小石頭，後面這個「磐石」，petra這個字是大磐石、大片的

石塊，就是他們在黑門山看到的大磐石，在那個山腳下看到的整片石頭就叫磐

石。 



    當耶穌說，我告訴你，你是彼得，我的教會要建造在這磐石上。因為有

「這磐石」這一句，所以歷世歷代以來所有的聖經學者、解經家就在這裡頭絞

盡腦汁，想要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到底「這磐石」是講彼得，還是有一些人

稱為「這磐石」是講耶穌，因為兩種說法都講得通。 

    有些人就說，因為講的是彼得，所以教會的磐石就是彼得，所以後來天主

教人就這麼說，彼得就是教會的磐石，他是第一任的天主教教宗。但是也有些

人說，不是！因為這應該就是講耶穌才對。到底哪一個才對呢？很簡單，去問

彼得就知道了，或者至少去問耶穌。 

    問耶穌最知道，因為這句話是耶穌講的，他應該很清楚，彼得後來應該也

清楚。現在如果要問耶穌的話，大概只有到天上的時候才有機會問（以後可以

問），但是如果你有機會了解彼得的話，可以問彼得，不用到天堂門口再去問彼

得，為什麼？因為彼得後來寫了書信。 

 

彼得自己對磐石的理解 

    彼得的書信是他經歷了人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之後所寫的。事實上在耶穌

要上十字架前，他大膽的說，如果有人會不認你，我告訴你：我絕對不會不認

你。他講這句誇口大話以後，突然之間三次不認主。他的信心跌到谷底。 

    後來耶穌復活，在提比利亞海的海邊請他吃早餐，問他說：彼得，你愛我

比這更深嗎？彼得流淚了，他說：主！祢知道我的。他這一段認信出現在馬太

福音第十六章。後來到了約翰福音最後一章的時候，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轉

化。這轉化到了彼得年老、快要死的時候，他寫下了彼得前書、後書。 

    如果我們要問彼得，其實可以從彼得前書、後書當中去找到了一些關於彼

得認為「磐石到底是誰」的線索。從彼得前書第二章 5－9節這段經文，可以幫

助我們很清楚的了解馬太福音第十六章 13－19節到底講的是什麼。 

    彼得前書第二章第 5－9節說「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

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因為經上說：看

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所

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

房角的頭塊石頭。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他們既不順從，就在

道理上絆跌；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

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 

    這段聖經是彼得晚年快要離世之前寫的，這裡面提到了三種石頭，第一種

石頭指小石頭，就像他的名字一樣 petros，活石（第 5節所說的是「活石」）。 

第二種石頭在第 6節說的「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的房角石。

房角石就是耶穌基督、就是那個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第一種石

頭是活石，是像彼得這種活石、小石頭；第二個是大石頭，是房角石、是磐

石、是耶穌基督。 

    第三種石頭也是小石頭，但是它的功能不太一樣，不是作為活石，是作為

絆腳的石頭。它雖然是小石頭，但是它卻不是建造靈宮所需要的建材，它成為

在路上絆人腳的石頭。 



    彼得怎麼會有這樣的理解呢？原來剛剛在那一段經文，我們看到了耶穌基

督稱讚了彼得之後，沒過兩分鐘，耶穌就預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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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22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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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就回頭，

「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 

    怎麼會突然之間，好美的 petros突然變成絆我腳的？因為一個人很可能前

一分鐘認了耶穌，耶穌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這是指他嗎？很

可能不是，其實是建造在耶穌基督的身上。但是，如果你這塊石頭不小心，你

很可能就會做了那個絆腳的石頭。 

    彼得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有一個人被上帝揀選，他成為那個石頭，他是要

建造一個在神裡面的靈宮，是上帝國度裡面一塊很重要的石頭，可是那個基礎

是磐石。耶穌基督是房角石、是磐石，如果有人願意相信這個磐石，他說「我

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信靠他

的人不必害怕，信靠他的人有福了，信靠他的人知道自己非常穩妥，而且知道

這一生的目的要做哪些事情，因為做那個小石頭是有意義的。 

 

認信不只是嘴巴上的相信 

    「認信」這件事情太重要，彼得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但是

「認信」也不能只有嘴巴上的認信，是需要理智上的了解、心裡的承認，更是

需要行動上的跟隨。如果有人願意認信耶穌（confession），我說我相信耶穌基

督，但是這種相信不能夠只有在嘴巴上的相信，需要理智上的了解、心裡的承

認，更是需要行動上的跟隨。 

    為什麼？因為彼得太清楚了。他說，他和耶穌在談話的這一段經文裡面，

其實神給他的不只是「我告訴你，你是彼得，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你」。為什麼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彼得？不是靠著他自己。當他們到了洞裡面的時候，耶穌

說：那個陰間的口不能勝過他，因為他馬上接著就說：我等一下要死了，我要

上耶路撒冷，我第三天要復活，所以死亡的權柄不能勝過我，也不能勝過你們

所有人。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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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只要論斷一個人

有沒有得救，耶穌所講的是在天國的福音裡面，如果有人要傳揚對的福音，這

個對的福音傳揚出去，所要釋放的信息在這裡釋放，在天上也釋放；如果有人

講錯的信息，在地上綑綁，天上也綑綁。這是權柄，是從天上來的。 

 

耶穌是誰？你的答案是什麼？ 

    同樣這個問題，耶穌今天也在問我們：你們說我是誰？你們相信我嗎？如

果你們相信我，你們心裡也相信嗎？理智上也了解嗎？行動上也跟隨嗎？ 

    耶穌為什麼要帶他們到該撒利亞腓立比？因為在那裡有許多的神廟，在那

個地方，耶穌讓他們看見了這個世界上許許多多拜假神的人；耶穌也讓他們看

見，如果你真的要認我作基督、認我是永生神的兒子的話，那我告訴你，我往

前走的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路，我要上十字架，受苦，被殺，但是我會復活。你



們照樣也要背起這樣的十字架來跟從我，你們當捨己來跟從我。 

    耶穌要告訴這些門徒，當你了解這個身分的時候，這個身分所帶出來的行

動和意義。嘴巴上的相信很容易，理智上的了解、心裡的承認、行動上的跟隨

是非常困難的。 

    我在美國牧會的時候，有一個弟兄跟我做門徒訓練，做到第二年時，他突

然來跟我講一件事。他說：鍾牧師，請為我禱告，我有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

說：什麼困難的事情？他說：我跟了你做門徒訓練，我已經知道了很多的事

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過不去。什麼事情過不去啊？他說：我知道要十一奉

獻，但是我就是心裡知道，我卻是奉獻不下去，我可以奉獻一些，但是我沒辦

法十一奉獻。 

    我說：沒有人知道你十一奉獻。他說：我心裡頭知道要這麼做，可是我做

不下去；我知道這件事情應該要做，可是行動上我沒辦法跟隨。我們都很軟

弱、都有一些困難，我們都知道當我們嘴巴承認耶穌基督的時候，我們需要行

動、做一些配合。 

    在念神學院的最後一年，有一堂宣教的課，老師帶我們到了清邁，在那裡

有兩個星期的課程。課程結束的前兩天，他帶我們到清邁一個很著名的山上，

那個山叫做 Doi Suthep。很多人如果有機會去清邁，可能會去拜訪這個地方，

它叫做素帖寺或者蘇鐵山，有人把它翻譯成雙龍寺。不管是哪一種名詞，Doi 

Suthep在清邁非常的有名。 

    這裡有所謂佛祖的一個舍利，是半個他的肩膀的舍利，所以他們在那裡朝

拜。我上山的時候才看見，哇！這叫做偶像崇拜的地方。大小的偶像，多少的

香煙繚繞，多少的信徒上去，多少的人在那個地方敬拜偶像，他們是何等的敬

虔。在那裡老師問我們說，你要一生跟隨耶穌嗎？一生傳揚耶穌嗎？你看看這

個地方的人。 

 

你的該撒利亞腓立比在哪裡？ 

    每一次在教會裡面參加兩個聖禮，我都會非常感動，第一個聖禮就是婚

禮，第二個聖禮就是洗禮。在婚禮的時候，我看見兩個新人彼此來承認對方，

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承認這個人是你的丈夫嗎？你承認這個人是你的妻子

嗎？不論健康、生病、有錢、沒錢，將來如何，我要承認你是我的妻子，我要

一生一世跟你結為永恆的伴侶。當身分確認的時候，會帶出一生的行動，因為

在主裡的立約是這樣的一件事。 

    同樣的，在洗禮的時候我也看見了。很多時候我們簡化了洗禮所問的問

題。其實在洗禮的時候，我會問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說，某某弟兄、某某姊

妹，你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無法拯救自己的罪嗎？這是我們的身分，我們是

罪人。 

    第二個問題就問說，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承認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

子，道成肉身，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從死裡復活。你願意如此相信

嗎？回答說：我願意。可是還沒有結束，其實有第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就是

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願意從今以後按著耶穌基督的教導，為祂而活嗎？ 

    我相信前面「認自己」跟「認耶穌」是要帶出第三個問題──你願意為祂



而活嗎？耶穌問這個問題，把門徒帶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有一個很重要的意

義，除了讓門徒能夠真正瞭解、明白他所做的一切教導，不是在知識上的教

導。知識上的教導，你聽了這個、那個，你會混淆，今天記住，明天會忘記。 

    但是有一件事情，耶穌要這些門徒在這一些偶像崇拜這麼嚴重的地方問問

自己：你相信我是誰嗎？你知道我是誰嗎？當你承認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

兒子的時候，你一生要背起十字架，捨己來跟隨耶穌。 

    如果今天耶穌在問你，你的該撒利亞腓立比在哪裡？那個最艱難的地方在

哪裡？最難讓你承認耶穌基督的地方在哪裡？最多挑戰的地方在哪裡？最多讓

你沒辦法，但你知道你必須要背起十字架、卻又背不起來的那個地方在哪裡？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主啊！我們來到祢面前，我們感謝祢。謝謝主祢為我們捨己，謝謝主祢帶

領我們來認識祢，祢也讓我們認識我們的身分是什麼。謝謝主，祢像那個母鷹

一樣，帶領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祢要讓我們成為祢國度的子民。主，謝謝祢，

但是我們信心常常軟弱、常常不足，主，我們常常忘記、常常不明白，懇求祢

堅固我們的信心，好叫我們在祢裡面，知道怎麼樣來跟隨祢。主，不只是嘴巴

的相信，我們的心裡、理智、行動都可以真正的跟隨。謝謝主！聽我們的禱

告，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