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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七1~9叫人害怕的声音叫人害怕的声音
1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2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3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4彼得对耶稣说4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座为你， 座为摩西， 座为以利亚。」

5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6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
7耶稣进前来 摸他们 说 「起来 不要害怕！」7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8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9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9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这这这这这，耶稣这三个门徒面面变了形像，

彼得看看这看看看看看看看 就就就就建议说：彼得看看这看看看看看看看，就就就就建议说：

「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心心心心说：彼得心心心心说：

「你看，我不是一直在说你行吗？

我不是一直在说你的工作很成功吗？我不是 直在说你的工作很成功吗？

现在就是过往先贤、先知都加入

肯定你跟我们的行列了。肯定你跟我们的行列了。

所以嘛，你就不要再胡言乱语了，

你最近说的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真

不仅仅是很困惑、甚至很不高兴。

没关系，就让我来搭三座棚，预祝你前途似锦。」

大大彼得心心面心这心心心看心心。

马太记记说：「说话之间」，

正正彼得还这说还看还还正正彼得还这说还看还还…
十十5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这这这从云彩里的声音，正当就当神的声音，这这这从云彩里的声音，正当就当神的声音，

只当只只看只只只只，

第心只说明了耶稣的身分，第 只说明了耶稣的身分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第第只命令：「你们要听他！」第 」

神的声音犹犹心犹冷水、

浇这彼得看的这，止止止彼得看的的，浇这彼得看的这 止止止彼得看的的

无论彼得以为他说得多么地合理、

无论彼得以为他背后的计算是怎么样地好，

彼得都是错的！



相相，耶稣之前的那些话，

无论是看起来是怪论 是匪夷所思无论是看起来是怪论、是匪夷所思、

甚至是胡言乱语，让人不安、困扰、不高兴，

耶稣看的的才是真的，所所你们要听他！耶稣看的的才是真的，所所你们要听他！

6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

这这这这这看这这看这当叫人害怕的声音这这这这这看这这看这当叫人害怕的声音，

门徒被神的声音所吓怕了，
他他他他他他耶稣的话看不不当认真看、他他他他他他耶稣的话看不不当认真看、

只而当正确看。

 耶稣的讲论听起来是很奇怪、 耶稣的讲论听起来是很奇怪、

让人困惑、不满、拒绝，却是真实的！

就就预言看事事，就心一一发生在他的身上：就就预言看事事 就 一一

他要上耶路撒冷，

在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手上受很多的苦，

他要被杀、死亡，他要复活！

正彼得听听耶稣第一次预言，他面对苦难看还还，

彼得责备耶稣说彼得责备耶稣说：

「不要乱讲，这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这山上云彩心这这看声音 神说：这山上云彩心这这看声音，神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耶稣所预言的 再难听 再奇怪 再不能接受的耶稣所预言的，再难听、再奇怪、再不能接受的，

都是真的、也将要发生。他说他的门徒

也将会像他一样承受苦难 这样的预言也是真的也将会像他一样承受苦难，这样的预言也是真的。

无的彼得还心他看同门师兄弟犹如地地地

他们将会有一个成功的运动他们将会有 个成功的运动，

然后可能推翻罗马帝国、耶稣作王、

他们就可以作旁边的大臣、有丰功伟绩...他 可 作旁 大臣、有丰功伟绩

无的他他心无心无看心心都是错的，

云彩来的声音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他们的头上。云彩来的声音犹如 盆冷水、浇在他们的头上。

神的声音的确是一把让人惧怕的声音！

圣经中看看中听神的声音…
创 神以他的话 从混沌中理出了秩序 从无中创造天地创心 神以他的话，从混沌中理出了秩序、从无中创造天地，

神说：要光、有光、就有了光！

神神向人说话 心还这这当有心地微小 微弱神神向人说话，心还这这当有心地微小、微弱，

看不不难以听辨，更看一说理解遵守止。

撒这4 6 10神神神撒母耳还 所以看微小的声音神呼撒这4.6.10神神神撒母耳还，所以看微小的声音神呼，

小童撒母耳一下子还不知道那是神的声音，

也不能一下子就明白那是神的呼唤也不能 下子就明白那是神的呼唤。

心心有还还神的声音却当犹却地清晰、犹却地确定，

让让让听安慰、鼓舞。让让让听安慰、鼓舞。

就像神向面对茫茫前路的亚伯兰，所作的应许…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十第1-3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但当心但有事但，神的声音当有心地奇异、

让让让让心让不安甚甚害怕看让让让让心让不安甚甚害怕看…
这出18~19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

就都发颤 远远地站立 对摩西说：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好像神的声音发出的时候、人就死亡，

所以神的声音有时候会让人害怕。

更无还还神说还看这这

周周看让未必能够明白、听见周周看让未必能够明白 听见…
徒徒4在大马色的路上有声音对扫罗：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

神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有时候精细、

有时候不容易明白、有时候让人困惑…有时 容易明 、有时 惑



徒十 身身这该撒利亚附附约帕城看彼得…

徒十9b~16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象外，看见天开了，
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缒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 起来 宰了吃！」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神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使得彼得习惯的操作、礼仪、理解、

那一种分洁净、不洁净，俗、不俗等等，

完完一把它扔掉。

他他神看这这颠覆止、逆转止让一切以为习惯，

安完看安安、大概、习习。

是这样一个声音，把习惯了、觉得很安全了，

那种想法 概念 信念 操作 完全颠覆那种想法、概念、信念、操作，完全颠覆，

原这这神的眼里当没有分别看，

让看有心分别、距离，当所为何来呢？让看有心分别、距离，当所为何来呢？

可是要达到这样的想法、觉悟、启示，是谈何容易？

只有神的声音才能够让人有这样的突破只有神的声音才能够让人有这样的突破，

可当犹可不愿意突破的人，就让让非常的艰困，

 就像以色列人在山下说：「神说话 我们就死亡！」 就像以色列人在山下说：「神说话，我们就死亡！」

 就像在山上，门徒听见神的声音时，

就俯伏在地、害怕得不得了就俯伏在地、害怕得不得了

神向我们说话、我他就死亡，意意就当说 –
我们的经营、筹算、计画全属徒然。我们的经营、筹算、计画全属徒然。
神看这这：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所所这却所面彼得所说的一切、都不会成就，所所这却所面彼得所说的 切 都不会成就
所惧怕的一切、都会发生，他他看他他他？

第第第第第大第，这德国心心有神有有潘霍华，

他的著作 持守信仰而殉道的事迹他的著作、持守信仰而殉道的事迹，

让人非常地感动。

其中其他让所其其看 句名言，其中其他让所其其看一句名言，

这他看心在在在在中在在《追随基督》，

第心只就第：「耶稣基督呼召人为他而死！」第 只就第： 耶稣基督呼召人为他而死！」

 无疑是叫人害怕的声音…
跟一般理解 – 信耶稣得平安、喜乐，有挺大的落差的跟 般理解 信耶稣得平安、喜乐，有挺大的落差的

信耶稣正当心当安、喜喜，最根本的当安、喜喜

所所所他之让听，当先要放下自己，所所所他之让听 当先要放下自己
 先要经历死亡、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

 如果以为信耶稣就是什么代价也不用付，果 为 耶稣 是什 代价 ，

随随便便、然后拿到天堂入场券…

细细地细福音书，你你你你这你看心心、细细地细福音书 你你你你这你看心心

没心没没听福音真正的意思。

神的声音让人惧怕，可当犹可真的听听这到这这、

接受这个声音给我们的挑战 然后立志跟从他的时候接受这个声音给我们的挑战，然后立志跟从他的时候，

生命才是真正地经历平安、喜乐，也真的是

放弃自自看的的、得到真看的的、救了自己的生命。放弃自自看的的、得到真看的的、救了自己的生命。

我我我我我看心有有的，他他这穆斯林的地区服事，

真的是体会「耶稣呼召人为他而死」的可能真的是体会「耶稣呼召人为他而死」的可能；

有我他身身这大城市心面看里里、传你、信徒，

潘霍华这句话「耶稣呼召人为他而死」潘霍华这句话「耶稣呼召人为他而死」

这句话会不会太远了一些呢？

毕毕没心毕无让看潘霍华这有你看心心在在看处境，毕毕没心毕无让看潘霍华这有你看心心在在看处境，

神没心毕无让这心有非常危险的地方这传来这，

所所「耶稣的呼召，呼召我们为他死」所所 耶稣的呼召，呼召我们为他死」

或是说耶稣的话使我们感到害怕，

周遭的弟兄姐妹而谁会因为信仰而面对死亡呢？周遭的弟 妹 谁会因为信仰 面对死 呢？

所以这句话离我们挺远的。



纵纵纵纵当死亡，神的声音还当你让我们害怕看…
他呼召我们 让我他让 第地认清 看清楚他呼召我们，让我他让心第地认清、看清楚，

无的心没心可无、在成、灯灯、数数，

 我们就是简朴的生活 真挚地爱人 我们就是简朴的生活、真挚地爱人，

忠心地宣讲、忠心地服事、恒切地祷告，

不要管其他东西不要管其他东西，

就当就就地服事、生活、宣讲、工作
 别人都讲都谈的量度、成绩、灯光、数字， 别人都讲都谈的量度、成绩、灯光、数字，

把它放下来了

这到这这让人害怕的，特特我他身身看第第，这到这这让人害怕的 特特我他身身看第第

都是那么在乎数字、成绩，

好像拿不出成绩、数字来，就不象样的感觉。好像拿不出成绩、数字来，就不象样的感觉

可当神的声音却当这你却，

这样的声音能不叫我们害怕吗？这样的声音能不叫我们害怕吗？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

这一个经文到了最后时候的一句，

也是这个故事里其中 个很重要的福音的特点也是这个故事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特点…

我他听听耶稣的声音、听听神的声音，

觉得害怕 得觉得害怕，不晓得

能不能走下去、可以不可以走下去？

他他落差毕大止 距离毕太止他他落差毕大止、距离毕太止。

我他害怕、俯伏在地看还还，

耶稣进前来 摸我们说耶稣进前来 摸我们说：
「起来，不要害怕！」

我心这就当福音吧！我心这就当福音吧！

在最艰困、在觉得落差最远、距离最大的时候，

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摸我们说：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摸我们说：

「起来，不要害怕！
继续走 因为我与你们同行继续走，因为我与你们同行。」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地谢谢你，
你借着你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你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与门徒一起的时候，所做、所说的，再一次地提醒我们：

 你是不断地向我们彰显你自己心意的主宰 你是不断地向我们彰显你自己心意的主宰
 你是不断鼓励我们跟从你、学像你是生命之主
可是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使得我们觉得不可能、不容易。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总会感觉到害怕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总会感觉到害怕，
不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

可是也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可是也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你没有让我们俯伏在地、就害怕而已，

你的儿子到我们的面前来、摸我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谢谢天父、谢谢耶稣，

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注意听你的声音、回应你的呼召。

们我们的立志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