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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從我（2）：	  
	  

“祢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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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太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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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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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16: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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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原文作门〕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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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	  Tozer	  陶恕 



教會所面臨最嚴重	  
問題／需要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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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comes	  into	  our	  minds	  when	  we	  think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us.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對神的認識	  
•  For	  this	  reason	  the	  gravest	  quesGon	  before	  the	  Church	  is	  always	  

God	  Himself.	  	  
	  	  	  	  對教會來說最嚴肅／重要的問題始終是“神是誰”。	  
•  Always	  the	  most	  revealing	  thing	  about	  the	  Church	  is	  her	  idea	  of	  

God,	  just	  as	  her	  most	  significant	  message	  is	  what	  she	  says	  about	  
Him	  or	  leaves	  unsaid,	  for	  her	  silence	  is	  oPen	  more	  eloquent	  
than	  her	  speech.	  對“神是誰”如何回答最能體現教會現狀。
同時，教會所傳遞的信息，它所說的和不說的都重要，甚至
它不說的內容比所說的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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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至圣者》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人说我人子是谁？”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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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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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黑門山腳下	  
2）眾人的看法：

－施洗約翰

－以利亞

－耶利米

－先知中的一位





“你们说我是谁？”	  
16:15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16: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　神的儿子。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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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跟隨耶穌三年	  
2）基督＝彌賽亞＝受膏者

3）神的兒子（但7；賽2，9，
11；Micah 4-5; 徒2； …）

4）啟示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
造在这磐石上．	  

1）教會：	  
－猶太人：會堂；   希臘人：集會
－召出來；被賜權柄；處理事情	  

2）在 磐石 的基礎上
－舊約：神是磐石
－新約：彼前2:4-7；弗2





教會建造的基礎：
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



“不能胜过他”＋ “天国的钥匙”	  
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
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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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v18.	  得勝的教會：	  

－ 罪，患難，死亡
－ 勝過陰間	  

2）v19.	  有能力的教會
－ 天國的鑰匙
－ 捆綁，釋放






盼望我們教會是這樣！	  
16:18b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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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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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a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對神的認識	  

1.  	  創造者	  
2.  	  救贖者 

3.	  供應者	  
4.	  帶領者＊ 

我自己的掙扎	  



如何認識神：一個人的見證	  
箴	  
2:1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  
2:2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  
2:3	  (若)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  
2:4	  (若)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2:5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　神。 	  

1）順服	  
2）存記：默想，交流

3）受教

4）祈求

5）勤奮，堅持


我的經歷：	  
1）你來看！	  
2）持之以恆	  
3）方法重要	  
4）老師重要 



對神的認識	  (2)	  
1.  	  創造者	  
2.  	  救贖者 

3.	  供應者	  
4.	  帶領者＊ 

5.	  策劃者	  
6.	  應許者	  
7.	  呼召者	  

16:18a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16:18b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16:19b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16:19a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對神的認識	  (3)	  

箴25:2	  将事隐秘、乃　神的荣耀．	  
	  	  	  	  	  	  	  	  	  	  	  	  	  将事察清、乃君王的荣耀。  

哈巴谷2:14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
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  



回應詩歌：	  
	  

耶穌，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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