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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四22~33彼得的信心彼得的信心
22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23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到了晚上，只有他 人在那里。
24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
25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26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
27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27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28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29耶稣说：「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
30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31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

「你这小信的人哪，为甚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32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33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福音书的的的，都都耶稣在在上的生活、工作，

简简简简：这些叙述 故事告诉我们简简简简：这些叙述、故事告诉我们

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

读福音书我我我我我瞥见读福音书我我我我我瞥见
耶稣身处的时代、背景、他的出身、

他的工作、身边的友人、学生他的工作、身边的友人、学生…
动人的记载在在在在在在的都，

但但但但但但但不是为了娱乐读者而的的的，但但但但但但但不是为了娱乐读者而的的的

读这些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耶稣是谁？

他在水上行走、简说他神圣的身分，

 纠缠着水面张力是不是能够承载人

在其上行走，这种的疑问是没有意思的

 既然是一个神迹，

当然不能用自然定律法则去量度了

真真真真我我注目的、思考的，

是究竟耶稣在水上行走是究竟耶稣在水上行走，

说明什么呢？这才是重要的。

在远古的的的 水都是是邪恶 邪恶力量的所在在远古的的的，水都是是邪恶、邪恶力量的所在，

古古的古古古海洋、或都湖，

 有 种因为不明白而产生的恐惧 有一种因为不明白而产生的恐惧，

所以很多的邪恶的想象，都跟海是有关系的

 类似的信念 我们在旧约里面看了很多 类似的信念，我们在旧约里面看了很多，

在近东的文献里也是非常地普遍

只有神才才胜过罪恶，只有神才才胜过罪恶
耶稣行在水面上，耶稣就是神。

耶耶在耶上耶耶、而而对门徒安慰简：耶耶在耶上耶耶 而而对门徒安慰简：

「是我，不要怕。」真真简说他的神圣的身分，

其实跟旧约里面的神现的描述，是非常接近的，其实跟 约 面的神现的描述，是非常接近的，

这就是说明耶稣是那胜过邪恶的神。



在在读福音书的的的，容易忽略另另另另另另…
福音书不仅仅告诉我们耶稣的身分和工作 福音书不仅仅告诉我们耶稣的身分和工作

 也告诉我们门徒是谁、他们应该如何生活

只都真只只但只另只，只都真只只但只另只，

必必很细心阅读才才才才才。

比比简：耶稣在水上行走 并并是并门徒马上我才才认出他比比简：耶稣在水上行走，并并是并门徒马上我才才认出他、

我并真简就就他就，

 耶稣胜过罪恶 没有立刻为门徒带来喜乐和平安 耶稣胜过罪恶，没有立刻为门徒带来喜乐和平安，

至少不是门徒所预计、理解之内的

 门徒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立时反应是 –鬼啊！ 门徒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立时反应是 鬼啊！
马太特别地强调：他们恐惧得大叫起来

我我我简我我在水上行走，都是是耶稣是神胜过罪恶，我我我简我我在水上行走，都是是耶稣是神胜过罪恶，

看到的人应应马上我很喜乐、很安慰。

不，门徒认不出来，不，门徒认不出来，

反而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想说：鬼啊！惧怕！

在漆黑的夜里，谁可以看得清楚呢？谁在黑夜里不惧怕的呢？

谁在面对模糊不清的时候 不会恐惧的呢？谁在面对模糊不清的时候、不会恐惧的呢？

谁在风浪中不感到惧怕的呢？

当我我我当当当 并不真漆黑的夜晚当我我我当当当，并不真漆黑的夜晚，

并不真翻腾的大海，我都风和日丽的另一，

医生的报告就可以把我们整天 甚至余下的日子变为黑夜医生的报告就可以把我们整天、甚至余下的日子变为黑夜。

一张成绩单、一封解雇信、一句伤透人心的话…
生生在处处都是黑夜、处处都我我都未知的将来！生生在处处都是黑夜、处处都我我都未知的将来！

看看简没有什么事情的古的，

也可以是我们感觉到害怕 恐惧的时候也可以是我们感觉到害怕、恐惧的时候。

但事上，模糊不清当并也也都也也也也的也也，

有古的在有有兴奋、有有高兴的古的，有古的在有有兴奋、有有高兴的古的，

当才真古有对将来不肯定的忧虑…
任何人、任何处境，要求你全然地委身，任何人、任何处境，要求你全然地委身，

你一定感觉到不容易，甚至抗拒、恐惧的。

回我回古回古回另只长期委身的例子、或都应许、或都承诺，

你 定会紧张 你 定会忧虑说：你一定会紧张，你一定会忧虑说：

「这个承诺我能做得到吗？

这个应许我能实现吗？这个应许我能实现吗？」

回另你才有另但忧虑、甚但恐惧的，

越大的的的的应的、那那那那越大越大的的的的应的 那那那那越大…

比比回真买房子，在按按契约上签字，

 你一定为买到房子加倍地欢喜快乐 你 定为买到房子加倍地欢喜快乐
 可是你也会有点忧虑、甚至恐惧，

因因签了这个合约之之，我以简的以以以以以，因因签了这个合约之之 我以简的以以以以以

生命的次序、计画，就是围绕这个签约来转了

 更不要说发生任何事情，能不能继续供房子，， 房 ，

产生那种影响…
都才都都回在很高兴的处的当的，当有另那对将来模糊，

因因模糊不清，而有另而忧虑甚但恐惧的的的。

我另我终生的盟誓，当回签婚约的那另一、回当我兴奋，

可是在兴奋的同时 定也会有 些疑虑 犹疑的可是在兴奋的同时，一定也会有一些疑虑、犹疑的；

模模并模、恐恐、那那，并也也都只有漆黑的晚上，

风和日丽 也会有模糊不清 恐惧 忧虑的情形风和日丽，也会有模糊不清、恐惧、忧虑的情形…

举只举举：当父母亲那那喜乐另你都是是的，

那种兴奋 定是很明显的那种兴奋一定是很明显的；

可是要当一个父母亲并不容易，

回真的当就你你、父你，从回抱着孩子的古的，回真的当就你你、父你，从回抱着孩子的古的，

回都喜乐、兴奋，我都我我回是可当有另而忧虑吧？

这个孩子的身体会健康吗？上学之后会怎么样？这个孩子的身体会健康吗？上学之后会怎么样？

他将来交的朋友如何？他的成长会顺利吗？

他终身的大事会如何？

回另你才有另但忧虑、恐惧、心里纠结的才才。

回另只父母并都不不，回 只父母并都不不

结婚、进入婚姻的关系在当并不不。



回另只基督徒当并都那也轻松的但的…

常我们常以为决志信主、得永生，就是这样子；

如也我我真的如我另我、看另看、

好好读 读圣经的的好好读一读圣经的的，

都才的都、当当当决志信耶稣都有喜乐平安，

可是前面的道路 成圣的道路可是前面的道路、成圣的道路，

还是有许多的时候，让你面对很多的挑战。

只真我我好好只看 看圣经在在的所有的人只真我我好好只看另看圣经在在的所有的人，

我我才说我我一读我也我的门徒的反应，

其实不是他们很不济 是挺真实的把所有门徒其实不是他们很不济，是挺真实的把所有门徒、

任何时代门徒的经历，具体化表达出来而已。

所我福音书并也也都不耶稣 当都也也我门徒，所我福音书并也也都不耶稣、当都也也我门徒，

太以太22~33在太在在在在在，

只有路加没有记载这个事情只有路加没有记载这个事情，

马太、马可、约翰都记载了耶稣在水上行走的这个事迹。

只有马太福音才才才彼得参与的但只的的，

马可福音 六45~52、约翰福音 六15~21，

有耶稣在水上行走，没有彼得但的的。

所我马太的的的都有有有有有的的…
在黑夜里，走在水上的耶稣告诉门徒：「是我。」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彼得的的的，都很难想象的，

换就都我的的、我是可才简：

「主啊，如果是你，请把风浪平静下来，好吗？」

或简：「主啊，如果是你，快把我们送到陆地可以吗？

在这个翻腾的海上面很危险、很难受啊！」

或简 「主啊 如果是你 赶快上船到我们这儿来或简：「主啊，如果是你，赶快上船到我们这儿来，

你来了，我们就踏实了、就不怕了。 」

但 只都并都但都只的的…

是很很、是有另只，彼得简：

「主啊 如果是你的话 你让我也在水上行走吧！「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让我也在水上行走吧！ 」

有解经家就说，彼得的问题可以与

撒但试探耶稣提出来的问题相提并论撒但试探耶稣提出来的问题相提并论…
太太 撒但试试耶耶古，我简「如果你是」，

撒但的试探与彼得的问题放在另看古，撒但的试探与彼得的问题放在 看古，

有但有也有我简：是表达彼得的不信
有但有也有我简：彼得的请求，不仅表达他相信，有但有也有我简 彼得的请求，不仅表达他相信，

而且希望相信得更多、更深入地相信

究究究另只都古究？究究究 只都古究？

简从经文都没有办法判定究另只都哪哪哪的有哪，

当的但也只也也都不对，因为也但为不究？当的但也只也也都不对 因为也但为不究？

因因在所有的福音书的的的彼得，

都是那么快地出口，那么快地提问题、

那么快承诺的，不是吗？

回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在在，

贯地 彼得很自然地一贯地、彼得很自然地，

最快讲话、承诺、反应的那一个，

我我简他勇敢、喜喜喜喜、喜喜排在第一，我我简他勇敢、喜喜喜喜、喜喜排在第 ，

究究都他相信、还都不相信究？

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知道。

彼得离离离离离在耶上，我不简单就！

「如果是你的话 让我也走在水上 」耶稣应应就，如果是你的话，让我也走在水上。」耶稣应应就，

我之他踏出小船、踏上水上，

他都耶在耶在上，他都耶在耶在上

但很快地，他因为周遭的风浪、就恐惧，

然后身子往水里沉，他也是一贯地彼得 –， 贯

马上马马只马马「主啊，救我！」

但都人之常情吧，碰我但为另只困境，但都人之常情吧 碰我但为 只困境
当我我都马马「主啊，救我！」



从简从有走过在水上，彼得都是另是，

从来没有人踏过的道路从来没有人踏过的道路、

或彼得自己从来没有踏过的道路，

遇我遇遇的古的，遇我遇遇的古的，

怎么可能不怕呢？不惊惶呢？

任任 只古踏上从未走过的道路任任另只古踏上从未走过的道路，

回应从简从有也也的的挑战，

我就彼得另为跨开第一步 – 离在耶上，我就彼得 为跨开第 步 – 离在耶上，

心想已经看见、已经听到、已经回应主的呼召，

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走在他的旨意上面，勇敢地踏出了第 步、走在他的旨意上面，

 可是没多久，翻腾的水溅湿了衣服、

耳边都是狂风在吼叫、脸庞感受风刮的刺痛，都 感 ，

我我就彼得另为害怕起来，

身子往下沉、信心越简越离、

怀怀、困困，我我马马简「主啊，救我！」

所我但只故事，

不仅仅是讲耶稣他是神 耶稣平静风浪不仅仅是讲耶稣他是神、耶稣平静风浪，

不仅仅是讲耶稣伸手抓紧那下沉的彼得，

不仅仅是两千年前在加利利海某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两千年前在加利利海某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但只但但当都也古我我但但小信、怀疑、下坠，

马马「主啊、救我」的古，都关于我们。马马 主啊、救我」的古 都关于我们

但只但但的福音都：主不嫌弃我们的小信，

尽管我们是小信的人 他还是来到我们身旁尽管我们是小信的人、他还是来到我们身旁，

把我们那下沉的身子拿起来。

有另只解经家是很很只很：有另只解经家是很很只很：

如果彼得走在水上面，

他没有沉下去 又会怎么样呢？他没有沉下去，又会怎么样呢？

彼都充满信心只跳以离、踏实只落在耶上、微笑地走，

没有另一只怀怀、恐恐、怀困，没有 一只怀怀 恐恐 怀困

完完看那但风浪，就从有像生为也但遇的走到耶稣的跟前…

然后所有门徒跳下船，一个一个地跟着彼得安然地走在水上，

不怕风浪 完备的信心 不因狂风巨浪而惧怕 而胆怯的不怕风浪、完备的信心、不因狂风巨浪而惧怕、而胆怯的，

另只另只走到耶稣面前。

如也但只的的都但为的的 才都 只完全不 样的故事如也但只的的都但为的的，才都另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但当的都另只看起来更好、更更更的但但，

我都如也都但为的 只也可的的我都如也都但为的另只也可的的，

 就不是你跟我的故事了

 这故事的福音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这故事的福音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但只但但都另只真实的故事，

它简的都耶稣、当都我们，它简的都耶稣、当都我们，

 它真实地展现耶稣是主宰，也如实说明我们是会呼喊

「主啊、救我」小信的一群主啊、救我」小信的 群

我都但只但但可可我我，尽管我们小信，

这位主还是会来到我们面前，这位主还是会来到我们面前，

把那下沉的身子提起来，把我们带到小船上面

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是那位胜过一切的主宰，
你呼召我们跟从你、我们也确实跟从你。

可是有很多的时候 有很多的情况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情况，
让我们胆怯、困惑的，甚至我们下沉、退步；

可是你还是来到我们当中，可是你还是来到我们当中，
接纳我们、拥抱我们、扶持我们。

所以帮助我们：
无论是在黑夜风浪当中、
或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

当我们因为前面看不清楚 心里面困惑当我们因为前面看不清楚、心里面困惑，
难过的时候、下坠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 握住你伸出来的手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握住你伸出来的手。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您的名祈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