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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六13~20谁是盘石？谁是盘石？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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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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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15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16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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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 把 国的钥匙给你 你在地 所捆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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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当下 耶稣嘱咐门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20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今今今今今经文，不不不容易解释，

而且还有 种难以估计后果的 个最佳的说明而且还有一种难以估计后果的一个最佳的说明。

如如置其上下文不顾，今今这这给人的印象就就

有 些的领袖 当然在这 是彼得有一些的领袖，当然在这里是彼得，

被赋予不容置疑、

不可挑战的 种权威 权柄不可挑战的一种权威、权柄。

今这这这这这这这就有问题的，因因因因因因因，

马上看到彼得被耶稣斥责为 马上看到彼得被耶稣斥责为

撒但 – 神的敌对者
有有有因耶稣指彼得就教会的盘石有有有因耶稣指彼得就教会的盘石

是「预示」的 – 预先指示的，

也就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即即如即，我我不我我我：

今这预示因新约里、到到就怎么一回事呢？今这预示因新约里、到到就怎么 回事呢？

彼得，不不，就门徒中的领袖，

是每 卷的福音书都对他的软弱和过失 毫 掩饰的可是每一卷的福音书都对他的软弱和过失，毫不掩饰的。

彼得的问答就是有是是是今翘楚，

甚甚信誓旦旦地地地地对耶稣的忠信甚甚信誓旦旦地地地地对耶稣的忠信、

不惜舍命牺牲。

 在犹大出卖耶稣的那一夜 在犹大出卖耶稣的那一夜，

彼得却三次否认耶稣跟他有任何的关系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

十字架下面只有妇女、没有彼得的踪影

耶耶耶今盘石可可就彼得吗？耶耶耶今盘石可可就彼得吗？

有人认为耶稣的应许是指复活之后才实现的，

也就是说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也就是说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这里所说的彼得是盘石才是实现。

以即因以以以以以彼得不不不不今权柄，以即因以以以以以 不不 不今

其实也有很大的困难！



读因这福音书里里里里耶稣复活今的的，就有今这结论：

彼得没有特别的出色 没有特别地了不起彼得没有特别的出色、没有特别地了不起，
使得他成为所谓的「教会的盘石」。

马马马 没看到彼得啊 马可马马马马1~8 没看到彼得啊

 马马马马马马1~20 讲耶稣从死里复活、

差遣门徒 也没有看见彼得啊差遣门徒，也没有看见彼得啊

 路路马马马路 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谈到妇女，

还有两个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还有两个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

也没有突出了彼得

 约约马马约马 抹大拉的马利亚，约约马马约马 抹大拉的马利亚，

彼得还有主所爱的门徒去了，

没有没没彼得有有有这今有有今有不、地表，没有没没 有 这 有有 有 地表

使使地就就教会是所所因所今盘石

彼得不就不有今这有，彼得不就不有今 有

当凸显地今他他，不是地今权柄、就地今软弱。

就凭福音书的记载，难以相信
彼得就是教会的盘石 教会的基石彼得就是教会的盘石、教会的基石。

是以所有这所解经的人就耶：

耶稣说教会建立在这个盘石上的应许 是指着彼得的耶稣说教会建立在这个盘石上的应许，是指着彼得的，

不过是在圣灵五旬节降临之后才实现的，

今这就这这预示、预知、预先今这这指的。今这就 这预示 预知 预先今 这指的

因五旬节圣灵降临 (是约)，彼得站站站站站，

结如有几千人悔改信主。结如有几千人悔改信主。

只是在这样一个看起来那么地了不起、

那么突出的一个记载之后的几章，那么突出的 个记载之后的几章，

是马 彼得所又又不太肯定福音传给外邦人今的的…

地站到该撒利亚今他他，遇所哥尼流，地站到该撒利亚今他他 遇所哥尼流
彼得还是很纠结，福音能不能传到外邦人。

是以，你你你表是以 你你你表

彼得并不就一贯地了不站、或就或或…

不不，地他因就因哥尼流、还有地今还有施洗，

但这些记载很清楚看到 有明显的落差但这些记载很清楚看到、有明显的落差，

仍然要把彼得看成教会的盘石？
的今就真有真使困惑。的今就真有真使困惑。

以以保罗因 路加马加约11~14

彼得今的这地表 才的今真有才才：彼得今的这地表，才的今真有才才：

在压力之下，彼得忘记福音的真义、

离开异族的弟兄姐妹离开异族的弟兄姐妹

 如果彼得是盘石，那怎么不叫人担心呢？

谁晓得他什么时候捆绑、什么时候释放谁晓得他什么时候捆绑、什么时候释放

因加拉太书保罗是耶今，地就妥协、甚甚就错误，

就以以福音、还就投其所好呢？就以以福音 还就投其所好呢？

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彼得知道了、马上退席，

显然是投犹太人的所好、显然不是根据福音，然是投犹太人的所好、 然不是根据 音，

不不保罗有有你当面抵挡他呢？

有不有有有因耶稣耶今「盘石」不是指彼得，

而是指彼得的认信、宣认、相信，

按按今这解释，

 教会是建立在「耶稣是主」

这样的一个信念之上

彼得就 盘对有因「彼得就是盘石」今有以的，都你都都

「盘石」是指彼得作为使徒的

独特显著和代表的身分独特显著和代表的身分

弗约20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可就今并不地的彼得就是基础，

赛赛这1 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
当听我言 你们要追想被凿 出的盘石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盘石。

以赛亚先知指今盘石，耶今就亚伯拉罕，

是使万国万民成为神子民的万国之父是使万国万民成为神子民的万国之父。



因新约，可能使所有人带到神面前
成为神的儿女今 只有耶稣自己成为神的儿女今，只有耶稣自己，

加拉16~17 甚至整个新约的圣经

都是指向这样的一个信念 根据都是指向这样的一个信念、根据：

所有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

的这所新约今的的整体以的，

用彼得 或任何一个人作为是盘石 基石用彼得、或任何 个人作为是盘石、基石，

拥有不可置疑的权柄，都是毫无根据的。

两今有里彼得这这经经指的，两今有里彼得这这经经指的

地他他耶使他经经，他不是盘石。

是路11、彼彼这4 彼得耶使他经经：是 彼彼 耶使他经经

只有耶稣基督是盘石，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今就彼得是不是盘石，今就彼得是不是盘石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要梳理清楚的。

再再站我再再今，就就「教会」今这这这，

路四福音书「教会路四福音书「教会」

只或表因马太福音，共有三次，

马马18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马马18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
马马17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教会的盘石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任何人

 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 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

 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是主这一个宣认、信念之上，

 正因为这个认信，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正因为这个认信，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是因为这个认信，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胜过他

罗马37~39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罗马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林彼马赛55~57 罪、死亡也不能够胜过，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得的那种的生命、那种的身分。

天国的钥匙就指有是「耶稣是基督」今跟从者，

可以成为别人瞥见 甚至进入天国的管道 可以成为别人瞥见、甚至进入天国的管道
 钥匙是打开门，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可以让人进入福音之门可以让人进入福音之门
 强调的不是身分、地位、网络、背景，

更不我耶更有更对不能碰、不容置疑的权柄了更不我耶更有更对不能碰 不容置疑的权柄了

今就门徒、基基今跟从者，传传、教教、这实今福音，

马马马16~20 耶稣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马马16~20 耶稣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权柄不因任何人今的所，只有因今有教会的主的所。

我们不拥有任何的钥匙 我们就是那个钥匙我们不拥有任何的钥匙、我们就是那个钥匙，
 是可以让别人瞥见进入天国的那一个钥匙，

可以打开、让人看见、可以进入可以打开、让人看见、可以进入

不就因因我我今权柄、身分，

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生活
让人看见福音、得听福音

什有什「捆绑」 、什有什「释放」呢？

今这就就今今这里里 这是 这难解的两个词汇了今这就就今今这里里，这是这这难解的两个词汇了。

有有耶：这是教会驱逐人出教会、或接受人成为会员

因教会历史里里，有人认为捆绑 释放因教会历史里里，有人认为捆绑、释放，

分别表达教会驱逐、或是接受成员

近年来学学今学学，耶今这说说、这释，近年来学学今学学 耶今这说说 这释

是古代拉比常常用的词语，

跟今天所理解的是不完全一样的跟今天所 解的是不完全 样的

第这第第今拉比用今这这这、或用今对这这今他他，

 是信仰生活里面的行为，禁止跟允许的意思 是信仰生活里面的行为，禁止跟允许的意思

就就教导、辨识、禁止，

也就是说教会有教导的责任，教导 ，

让人能够明白真理、

让人通过真理能够辨识、

让人能够禁止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行为…



今这这这这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他因今结论挺挺挺今…
七 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七24 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

就像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盘石上。

听见主的话去行 关键是主的话 主的教导听见主的话去行，关键是主的话、主的教导，

这种的教导、学习、理解，

就是我们说的捆绑 释放就是我们说的捆绑、释放。

因的这他他处境今都的就就耶：

 怎么样在信仰的行为上 慢慢地建立起来 怎么样在信仰的行为上，慢慢地建立起来

 怎么样地禁止扬弃一些不应该有的行为

正如权柄都赐给了耶稣，门徒也因即有权柄，正如权柄都赐给了耶稣，门徒也因即有权柄，

门徒也受到嘱咐去宣扬…
马马26~27 就就就到门徒身量今的这今这这，马马26 27 就就就到门徒身量今的 今这这，

 也是把权柄赐予给门徒

 关键是门徒拥有权柄是被差往别的地方，关键是门徒拥有权柄是被差往别的 方，

去教导所有的人、遵守耶稣的教训

是以捆绑、释放今钥匙，就是所有的门徒今，

不就是彼得 个人 更不就耶只有给教皇不就是彼得一个人，更不就耶只有给教皇…
因 马马马马马马 站使他经经：权柄今的的，

不是使 个人 或个别的人高高于上 不是使一个人、或个别的人高高于上
 而是可以使万民得听耶稣的教导、教训

耶耶耶今权柄，显不不就这这组织、或结构式的权柄，耶耶耶今权柄，显不不就这这组织、或结构式的权柄，

以就宣讲福音的权柄。

马太福音因今今站在，不不不显的经文潜藏马太福音因今今站在，不不不显的经文潜藏
 可能因误用而引起的危险、不好的后果，

可能教会把他所谓的权柄可能教会把他所谓的权柄，

落在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身上，

这些人拥有不容置疑的那种身分、权柄，这些人拥有不容置疑的那种身分、权柄，

因教会历史没到 – 可以可可很严重的后果、

可以可可很危险的局势可 可

 也同时显示经文带来的喜乐、盼望、应许

今这经文今这这，如如可能如站喜乐、盼望、应许，

是什么意思呢？经文肯定的是什么意思呢？经文肯定的
不就某一个人因高位所今有不，以而在是彼得不是。

使徒在教会里里就很重要的使徒在教会里里就很重要的，

 在面对异端的时候，教父征引使徒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

当我我耶不在于彼得或任何人今他他，当我我耶不在于彼得或任何人今他他，

完全没有否定使徒，在教会里面的重要性，

完全没有否定属灵的长者，他们的贡献完全没有否定属灵的长者，他们的贡献

只就真正的盘石就耶稣基督，

耶耶今应许就是是有从盘石凿出来的石。耶耶今应许就是是有从盘石凿出来的石。

彼彼约4~10 因为那活石，我们得以被建造为灵宫，
是有今跟从者、都就上帝的子民、都就今这灵宫里今这里里。是有今跟从者 都就上帝的子民 都就今这灵宫里今 里里

罗马加 我们是活祭，是圣洁的、为神所喜悦的，
今这这不能由一个人完成，

必必我所有的恩赐挺挺，这这也不可有。

了解教会，要从历史、传统、领袖，很仔细地去思考…
教会的因群体和这是今领袖教会的因群体和这是今领袖，

的确有可歌可泣的片段和见证人，

可是支离破碎 黯然伤神的 绝非少数可是支离破碎、黯然伤神的，绝非少数。

我我我因今这他他，

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也不知道，
教会将站还有他将今可能、还有他将今将来，

 不是因为组织严密成熟、也不因为有魅力的领袖 不是因为组织严密成熟、也不因为有魅力的领袖

 也不因为建立了制度、系统，也不因为资源丰富

教你今可能和将来，教你今可能和将来
只因为教会的主 – 那盘石耶稣基督。

因该撒利亚腓立比今路所，彼得和这和今门徒因该撒利亚腓立比今路所 彼得和 和今门徒
跟随耶稣、离开了耶稣，

耶稣还就走近的那这那那地以去今门徒，

一再地呼唤他们跟从他。



耶稣基督总就敲着教会的门，呼唤教你教教是，

再再迎接教会的主 进进教你里里再再迎接教会的主、进进教你里里。

教会不仅仅是历史过去的往迹，

也是今天你我的故事也是今天你我的故事。

福音书里没到今里将今门徒、使徒今

起这跌，地我今成功、失败，起这跌 地我今成功 失败
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

可就而在有有这，可就而在有有这，

马太福音提提我我、

也里就整个新约圣经提提我我–也里就整个新约圣经提提我我

当定睛那位教会的盘石，

地就教会所是所为今基础，地就教 为今

 无论教会再辉煌、也不能离开这个盘石

 无论教会再支离破碎、再艰困，

也不能离开这个盘石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教会的盘石。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教会的盘石。
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你向门徒当年所讲的、

再一次提醒我们：
教会如果有任何的可能性、有任何的将来，
那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你的同行和同在。

助我们 搞帮助我们不要搞错了、
帮助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一个人、个别人、

一些组别 组织 制度 传统 资源上面些组别、组织、制度、传统、资源上面，
这都重要，
可是没有盘石，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可是没有盘石，这 切都没有意义！

帮助我们每一位的观众朋友，
紧紧地配合地成为一个灵宫、

建造在盘石上、活石上的灵宫。

垂听我们的立志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