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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 8 部分：耶稣 

信息 12——决志时刻“你说我是谁” 

介绍 

耶稣在以色列境内传道 3 年，他向人们宣讲神的国，行神迹，向

人们证明自己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在第二年后半期，他所

讲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讲自己将如何被拒绝，如何死并

最后在耶路撒冷复活。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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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6:21）。 

 

从这以后，耶稣活动的重点就是走向十字架。但是在他将自己的

注意力转向耶路撒冷和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要让他的门徒的信

心之路进入一个转折。他让他们公开宣称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信

心，相信他是弥赛亚，神的儿子。他把门徒们带入了一个“袒露

心扉的时刻”。耶稣让门徒向他宣告自己对耶稣的信心，首先是询

问他们觉得众人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然后耶稣又让他们说出自

己的耶稣的认识。 

 

询问门徒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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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6:13,14）。 

 

随着耶稣传道工作的进展，人们对他的身份有了不同的认识。我

们发现这些对耶稣的认识有的来自于人，有的是天使，也有魔鬼

还有来自天父上帝： 

 

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马太福音 1:23）。 

他是至高者的儿子（路加福音 1:32）。 

他是犹太人之王（马太福音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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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约翰福音 1:29,36）。 

他是神所喜爱的神的爱子（马太福音 3:17）。 

他是神的圣者（马可福音 1:24）。 

他可以掌管疾病和魔鬼（马太福音 8:8,9）。 

他是贪食好酒的人（路加福音 7:34）。 

他是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 9:27）。 

他是被鬼附的（马太福音 9:34）。 

他是疯了（约翰福音 10:20）。 

他是那将要来的（马太福音 11:3）。 

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马可福音 6：3）。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施洗约翰（马太福音 14:1,2）。 

他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14：33）。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先知以利亚（马太福音 16,14）。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先知耶利米（马太福音 16:14）。 

 

使徒撰写福音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宣告耶稣是弥赛亚，是神

的儿子，是世界的救主。但是他们仍然在福音书中包含了对耶

稣相反的认识。他们记录了更大范围的百姓对耶稣的不同认

识。 

 

耶稣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询问人们对他的认识——凯撒利亚

腓立比。那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曾经是拜巴力的中心；希腊

之神潘的故乡；希律还在那里建了一个殿敬拜奥古斯都凯撒

（华伦.卫斯比 Commentary, Vol, 1,p.57）。 

 

为什么耶稣要向门徒询问公众对他的看法呢？耶稣肯定不是为

了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受欢迎。他其实早已经知道人们怎样看待

他了。他问门徒的看法是因为耶稣想知道自己的门徒是否愿意

和众人持不同的态度。他还要问门徒自己对耶稣的认识。他知

道他们的看法可能会和众人不一样。耶稣问他的门徒，不论要

为此做出怎样的牺牲，他们是否愿意成为他的见证者。耶稣曾

经这样问门徒：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

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

10:32,33;路加福音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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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让门徒宣告自己的信仰 

哪怕公众有不同的观点，耶稣还是转向门徒，让他们表明自己

对耶稣的信。 

 

“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 16:15） 

彼得被看作是教会领袖中的领袖，他也经常成为门徒们的代言

人。这里他也是替其他门徒表明了他们对耶稣的信： 

 

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16:16）。 

 

  

现今，我们对耶稣的描述有多种选择。他是一个好人，老师，灵魂

导师，先知，术士，天使，或者他根本没有存在过。此外，我们生

活的时代对于“真实”一直持怀疑态度。所以一个人对耶稣是如何

认识的仿佛不再重要了。但是耶稣自己（和其他圣经作者）说，人

们对耶稣的态度很重要。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

罪中”（约翰福音 8:24）。保罗写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

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 10:9,10）。约翰写道：“谁是说谎话

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

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约翰一书

2:22,23）。另外，约翰还写道：“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

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

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

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

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翰一

书 4:1-3）。人对耶稣的态度重要吗？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耶稣和使徒，

我们就会看到对耶稣的态度会产生永恒的果效。我们一定要认定耶

稣是神圣神的儿子，是救主。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国中有份。这

也就是为什么不去考虑世俗的观点，宣告“耶稣是主，荣耀归于天

父上帝”（腓利比书 2:11），对于当今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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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的作者不仅记录历史事件（彼得承认主），而且也为早期

的基督教会提供神学指引。对于即将成为耶稣门徒的认，彼得

认主就是一个理想的范本。（注意：四部福音都是为了给主后的

几十年中的第一批基督徒阅读的。所以福音书的目的就是供那

时的基督教团体使用的。） 

 

耶稣这样回应彼得的态度： 

1. 是神让彼得有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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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6:17）。 

 

从彼得最开始遇到耶稣，天父和圣灵就已经做工，向彼得启示

神的儿子，让他全然相信耶稣。当彼得看到每件事都在证明耶

稣是神的儿子时，他也在一步步地用信心回应。上帝带他最后

认识并承认耶稣。通常是需要双方的努力：神伸出手来邀请，

人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接受每一次邀请。 

 

2. 彼得将会在将来，成为领袖中的领袖。 

 

“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

上”（马太福音 16:18） 

 

对于耶稣将要在其上建立教会的“这磐石”到底指的是谁，一

直以来都有很多争论。他指的是彼得呢（彼得的名字就是“磐

石”的意思）？还是指耶稣（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或者是

因为彼得认耶稣（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成为教会的一

员）？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耶稣在这里指定彼得将成为早

期教会的领袖。这一段的信息并不是说彼得将从此坚定而不致

跌倒，也不是说彼得将会统治教会。这里是说彼得将会成为教

会领袖中的领袖，成为第一批基督徒的代言人。就像在五旬节

彼得向门徒讲道，说明耶稣是弥赛亚，从而诞生了最早的基督

教会（参考使徒行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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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稣第一次提到他的“教会”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马太福音 16:18）。 

 

在这里“教会”指的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希腊人应该比较熟悉

这个词 ekklesia，通常被用来指不同的组织和团体。但是耶稣却

给了这个词新的意思。词根的意思是：呼召。耶稣就是想说他

的跟随者就应该是那些从世界中被呼召前往神的国度的人；从

黑暗中被呼召走向光明的人。他同时也想强调，他的教会应该

有坚定的力量，哪怕地狱的大门也不能将他挡住。想象中教会

是进攻方，他们准备攻陷“地狱之门”，而并非守护自己城池的

守城方。 

 

4. 耶稣把自己在地上的权柄给了彼得（和门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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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钥匙”代表“权柄”（参见启示录 1:18 中死里复活的基督说他

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比如说，他完全战胜了死亡的权

势。） 彼得和他的同伴们在地上作耶稣的代理。他们在之前

（马太福音 10:1）被赋予了这种权力，之后还会被赋予（马太

福音 28:18-20）。在马太福音 18:18 中，同样的“捆绑和释放”

的权柄也被授予除彼得以外的其他门徒们。 

 

5. 耶稣让门徒不要吐露他的身份。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马太福音

16:20）。 

 

之所以要保守这个秘密是因为耶稣必须经历被拒绝、走向十字

架，从而为世界的罪而死（他在后面几句话中对此有所说明）。

如果众人把他高举，认出他就是大家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他

就不能完成自己的救赎计划，所以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他的

“信使”）不能在这个时候告诉世人他的身份。 



2018 年 12 月 16 日                                                    1005 

 

6. 耶稣告诉门徒他会死，然后从死里复活。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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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6:21）。 

 

这里耶稣预言自己的死和复活。希腊文”dei” (“必须”)指这是一个

必须要履行的神圣的使命。 

 

彼得的反对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

身上。”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

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彼得认主使他抵达灵性生命的高点，但是马上却又因为这个错

误降至低点。他居然敢对耶稣说他的预言是错误的！他想让耶

稣放弃这种负面的想法，从这种灾难性的公共关系中走出来。 

 

耶稣却以最为谦卑地方式直言道：退我后面去吧！撒旦！当

然，耶稣并没有称彼得为撒旦；但是他知道撒旦通过在彼得心

里做工施加影响，让彼得用人的观点而非神的观点去衡量事

物。 

 

上帝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

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以赛亚书 55:8,9）。

撒旦的计谋就是让我们通过世人的眼光而非神的眼光看世界。我们这

么做的时候就会和神发生争辩（正如彼得所做的）。当有人死去，我们

会说：这不对！神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篇

116:15）。“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利比书 1:21）。

当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是我？神呀，为什么这样？难

道你不再爱我了吗？神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雅各书 1:2,3）。如果用错

误的眼光看世界，我们的想法就会扭曲——甚至会和神去愚蠢的争

辩。彼得听到“十字架”一次就认为是“失败”。耶稣说“十字架”的

时候，想的却是“胜利”！让神帮助你用他的眼光而非你自己的眼光看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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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门徒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

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

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

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

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

人”（马太福音 16:24-27）。 

 

当耶稣预言自己将死在十字架上时，他转向门徒并让他们每个

人都“死”在他们自己的“十字架”上。他教导他们要在自己

的人生中经历中向自己的私欲、和追逐世界的野心死去。他们

可以做出选择：或者为自己而活，失去永恒的奖赏，或者为耶

稣而活，失去世界的奖赏。 

 

天父眼中的耶稣：太 17:1-8; 可 9:2-8; 路 9:28-36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恰好将与揭示耶稣的身份有关。耶稣带着彼

得、雅各和约翰登上高山，在那里耶稣在门徒面前改变了容貌

（他恢复了自己的荣形）。（彼得在彼得 2 书 1:16-18 中提到过这

件事。）摩西、以利亚和耶稣一同显现，他们讨论耶稣将“离

开”耶路撒冷（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隐喻他的死，复活和升天）。

（参看路加福音 9：31）。彼得建议给他们三个人搭三个“会

幕”（神圣的帐篷），一个给耶稣，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

亚。之后一个声音从天上发出来： 

 

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

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

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路加福音 9:34-

36）。 

 

  

这就是我们经常面临的选择：或者为了永恒，或者“吃喝吧，反正

明天就死了。”（路加福音 12:19；林前 15:32）。耶稣不断的教导他

的门徒要有永恒的眼光；要在天上储藏财宝；要寻求天父的认可，

而不是人的认可。就像在马太福音 16:27 中耶稣所说：天父要照各

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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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已经宣告了耶稣的身份。不，耶稣不是像摩西一样的宗教

领袖；也不是像伊利亚一样的先知。不，耶稣不属于在山顶上

三个会幕中的任何一个。 

 

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天父上帝仿佛就这样否定了所有关于耶稣不准确的议论、成

见、假消息和误导。天父自己宣告了耶稣的身份。通过将这一

事件记录在福音书中，使徒们想证明：这里有明确的定意。如

果你对耶稣的认识和上帝所声称的不同，那么你就是在错误的

立场上了！ 

 

讨论问题 

1. 在与你交往的人中间，他们通常对耶稣有什么样的认识？ 

 

2. 阅读使徒行传 4:11,12。 其中彼得是怎样阐述耶稣的身份

的？ 

 

3. 阅读彼得 1 书 3:15。当我们给其他人介绍耶稣时，我们应该

坚持什么样的态度？ 

 

4. 如果你所在的文化对信仰的定义比较模糊，那么当（你）坚

持相信耶稣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5. 有很多的学习指南可以帮助人门对耶稣的身份有一个比较深

入的理解。你会介绍朋友来参加这样的学习指南么？让人们可

以从个人角度更全面的了解耶稣和他所做的工作。 

比如： 

看看耶稣的生平——Rebecca Pippert。 耶稣 101 课程——Bill 

Conahue。 耶稣的独特性——CRU。在网上还有很多！ 

 

6. 圣诞节是全年中介绍人们认识耶稣的最合适（最自然）的时

机。你准备邀请什么人来参加我们的圣诞聚会和平安夜聚会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