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太福音 預查
（于宏潔弟兄 2011年預查錄音稿，未經講者過目）

第十四章（上）
第 1-21 節

馬太福音十四章的前半段，很清楚地分成兩大段：
第一大段講到約翰因為責備希律而被斬；
第二大段講到五餅二魚讓五千個人吃飽的故事。
這兩段經文都有很多屬靈的重點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大段：約翰被斬（ 可6:14-29，路 9:7-9 ） 在約翰被斬的這個故事裏，我們簡單地看
三個點：
第一點，正直的代價
任何一個人在這樣一個充滿了是非不明、充滿了不公義、充滿了黑暗的世代裏，要能夠勇
敢的為真理站住，並且持守正直，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個人能夠持守住自己都已經不容易
了， 更何況能夠勇於去平衡、糾正別人，叫人不要得罪 神，叫人要照著 神的律例、法
則、公義在地上過生活，這更不容易。特別是約翰去責備希律的時候，他知道這個人是在
地上有權柄的，這個人是一個不認識 神的人。他也知道，他講這些話可能帶來的後果。
約翰能持守 這樣正直的靈，實在是一件很不容易的事。
我從前講施洗約翰的時候，特別提到他是一個終終生都活著為耶穌的器皿。他 活著就是
要為主預備道路，他活著就是單純地要叫人來轉向耶穌。如今，他因為正直而付上了生命
的代價。
這段聖經還有其他的人物。查經時可以問弟兄姊妹：這裏到底有幾個不同的角色？從每一
個角色裡，我們到底看到什麼屬靈的教訓？
約翰為 神持守了正直，他為了 神的旨意、神的見證，無話不說，不論付上多大的代價都
在所不惜。
第二點，人的影響力
希羅底的女兒是一個完全受她母親影響的人。希律也因為娶了一個不正直的女人，而受到
很大的影響。在這裡，我們再一次看到人的影響力。

我們今天所讀的經文也記載在馬可福音第六章、路加福音第九章和約翰福音第六章裡。馬
可福音第六章第二十20節講到 希律知道約翰是一個義人、聖人，所以敬畏他、保護他、樂
意聽他講論，並且也願意多照著行。他對約翰非常地欽佩、敬畏，甚至也想保護他。所以
，他其實離得救是很近的。他如果多接受一點約翰的幫助，很可以成為一個得救的人，成
為一個蒙大恩的人。但是他卻行了不正直的事——娶了一個不正直的女人，而這個女人大
大地影響了他，使他最後在不得已的情形之下，下令砍了約翰的頭。他對這件事情一定很
難過、很憂愁，因為這是他自己的鬆懈、隨便所造成的結果。可見人影響力的重要。
女人常在不知不覺間對人造成很大的影響，例如：夏娃對亞當的影響。影響有正面、有反
面。撒拉對亞伯拉罕的影響是正面的，而耶洗別對亞哈的負面影響非常明顯。當聖經評論
一些君王的好壞時，常常提到他們的母親或妻子是誰。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視人的影響
力。
我以前講人的影響力時，曾提到，影響力是雙向的——有我們對別人的影響，也有別人對
我們 的影響；影響力也是持續的、經常性的。
我們如果仔細去分析、去體驗、就會發現從早到晚我們都在受別人影響，也在影響別人。
尤其是我們週圍所見到的人對我們的影響一直在 進行，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大的、
有小的。希望我們記得，人的影響力是雙向的，是 有正有反、有大有小的，而且它是一
直在持續的。所以，我們需要主來使我們重視我們的影響力，來潔淨我們的影響力，來提
升我們的影響力，來擴大我們的影響力。這些都是我們從前曾經交通過的。
第三點，生活的態度
希律可惜在他這個人生活太鬆散。他明明是可以蒙恩的，卻因太鬆散、太隨便，所以在生
日宴會 上隨便開口起誓。他也因為鬆散，就隨便娶了他兄弟的妻子。他也因為鬆散，而
做了一件得罪 神、而且對自己終生帶來極大虧損的事，就是把約翰殺了。所以，我們生
活上的鬆散，會給我們帶來很多破口、很多傷害，也會使我們在主面前失去了很多福份。
第二大段，五餅二魚
耶穌給五千人吃飽 (可 6:30-44 ，路 9:10-17 ，約 6:1-14)
在講五餅二魚的故事之前，我要對第13節澄清一下，12節說「約翰的門徒來，把屍首領
去，埋葬了，就去告訴耶穌」，13節說「耶穌聽見了，就上船從那裏獨自退到野地去。
眾人聽見，就從各城裏步行跟隨祂」。因為13節緊接著12節，我們很自然就會認為，耶
穌是因為聽見施洗約翰被斬，所以退到野地去，接著就發生了五餅二魚 的故事。可是如
果我們仔細對照馬可福音第六章和路加福音第九章，我們就會知 道，馬太福音十四章的
第13節其實是接著十四章第1節和第2節，就是耶穌聽見了希律在講論祂的事之後，就退
到野地去了。為什麼我們這麼認為呢？路加福音第九章第7、第8節說希律聽見別人在講
論耶穌，第9節「希律說：“約翰我已經斬了，這卻是甚麼人，我竟聽見他這樣的事呢？”
就想要見祂」，所以我們知道，主耶穌是因為聽見人談論祂，聽見分封王希律想要見祂，
就退到野地去，因為主不希望人擁護祂作王， 也不希望希律來打擾祂。路加福音第九章
第9節說希律因為聽見了主的事就想要見祂，而主在那時候根本不想見他，所以就退到野
地去。從馬太福音可以看見同樣的事情，因為馬太福音十四章第1節、第2節講完以後，
第3節是追述歷史「起先希律為他兄弟妻子希羅底的緣故．．．」，所以，第十四章正確

的讀法是第1節、第2節讀完以後，就跳到第13節，中間的第3節到第12節只是一段插入的
歷史，補述希律曾經犯過的錯。以上只是一點補充。
讓我們來看一下五餅二魚。若要知道這個故事的重點，我們一定要讀約翰福音第六章，
因為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六章第34節、35節說：「我就是生命的糧，到我這裏來的，必
定不餓，信我的，永遠不渴。」 其實在這之前，主耶穌已經一再講到「你們的祖先在曠
野吃過嗎哪，但是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天上來的糧不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是我父將
天上來的真糧賜給你們」，然後主耶穌接著說：「這是從天上降下來的糧，叫人吃了就不
死。我是從天上降下來生命的糧，人若吃這糧，就必永遠活著。」(約翰 6:50-51)
五餅二魚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主行神蹟的目的，是要叫人認識祂是基督, 是永生 神的兒子
，叫人可以信祂而得永生。所以，神蹟本身不是 神的目的，神蹟背後所要啟示的教育意
義才是最重要的。主在這裡啟示他們, 祂才是生命的真糧。地上的糧食都是必朽壞的，但
是主能夠滿足所有人在心靈上、在生命裡的需要，因為祂是從天降下來的真糧。凡吃祂的
就永遠不餓，信祂的就永遠不渴。這是主行這個神蹟最重要的目的。我們不要只把注意力
集中在神蹟本身，而是要著重這位行神蹟的 神、行神蹟的 主，祂藉著神蹟所要傳給我們
的信息到底是什麼？
另外，在這個故事裏，有幾件事情我們要提一下。從約翰福音第六章我們可以知道，這
件事發生的時候，主早就知道該怎麼做，因為聖經是這樣記載的。但是祂卻仍然問門徒：
「我們要去哪裡買這些東西？」 祂說這些話是為了試驗腓力，因為從第六章的線索裡，
我們 可以得到一些教訓。雅各告訴我們：「信心都需要經過試驗」。所以，在難處中我
們要有幾個該有的態度：
第一個態度，是須知道這是一個信心的考驗。
主講這句話是要試驗腓力。很多的環境臨到我們，其實是主耶穌要顯明我們的實情，也要
讓我們認識自己的實情，為的是要幫助我們在信心上能夠增長。
第二個態度，是要知道主早就知道該怎麼解決了。
這是在約翰福音第六章第6節講的，「祂說這話是要試驗腓力，祂自己原知道要怎樣行」
，這給我們很大的安慰，因為所有的試煉、所有的難處其實早就有出路。主讓它們臨到我
們，是要試驗我們，是要潔淨我們，是要提升我們的信心。
第三個態度，是要知道在我們人這一方面所該做的。
「五餅二魚」的故事給我們看見，在難處中有兩件事我們可以做：
第一件事，是「拿過來給我」。羅馬書第四章第17節告訴我們，亞伯拉罕所信的 神是叫
死人復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主耶穌沒有五餅二魚可不可以行神蹟？當然可以！就著祂
的神性、就著祂的能力來說，祂絕對可以。但是主卻不如此行，因為主要叫人把自己交出
來，叫人學習捨己的奉獻。在信心裡面的交出來，是 神施恩一個很重要、也是更深一層
的法則。 神要我們不自私， 不只讓 神來做， 神要我們跟祂配合。人能否配合，在於他
能否有捨己的奉獻。
第二件事，是學習在信心中仰望 神的祝福。雖然只有五餅二魚，但是還是憑著信心把它
們交到主的手上，讓主擘開，讓主祝福，那麼祂就能夠做遠遠超過我們所能做的。倪柝聲

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仰望 神的祝福》， 我非常建議弟兄姊妹讀這篇信息。他說，一
個有 神祝福和一個沒有 神祝福的人差太多了。什麼叫做沒有 神的祝福呢？例如：五餅二
魚若是叫一個人吃飽，這個不叫祝福，因為只是他一個人吃飽。但是，若能夠叫五千人吃
飽，這就是得著了 神的祝福。我盡我的力量做工，如果能夠叫十個人得救，那是我自己
的努力（當然這個例子可能不好）。如果我盡我的力量做工可以得到十個人，可是主卻讓
我得到一萬個人，那就叫做 神的祝福。我得到十個人是我自己的努力。 我剛才之所以說
這個例子不好，是因為若不是聖靈感動，沒有人可以稱耶穌為主。人憑自己不能叫別人重
生，所以那個例子有其缺欠，但我相信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我們自己所能達到的是
十分，但是 神卻讓我們達到了一萬，這個叫做 神的祝 福。我們一定要學習謙卑，在信心
中仰望 神的祝福。這是所有事奉主的人、所有主的工人都必需要有的態度。我如果一分
耕耘、一分收穫，那是我自己的努力。可是，如果我在信心的裡面降卑、捨己，把自己完
全交託在 神的手中，讓 神來使用我，仰望 神來祝福， 神讓我的一分耕耘得到了百倍的
收穫，這是 神的祝福。所以，要羨慕仰望 神的祝福，做一個有 神祝福的人。千萬不要做
一個沒有 神祝福，更不要做一個 神定意不祝福的人，那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一個
太大的危機。這是一點很重要的提醒。
「五餅二魚」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但是希望弟兄姊妹們能夠集中在生活上的學習
(Life Application)。到底我們在神家、在恩賜、時間、金錢的奉獻上、在我們對人的關懷
上、肯不肯拿過來給主？我們肯不肯把我們自己僅有的力量、金錢、時間、恩賜，雖然有
限，但是卻願意交在主的手中？我們可以想像當時門徒們面對這樣的一個局面時心裡的想
法：我們所有的這麼少，而外面的需要卻這麼大！面對這樣的局面，人可以灰心，可以有
足夠合理的理由不做什麼，就像門徒們說的，趕快叫眾人散開，往四面的鄉村去借宿、去
找吃的，因為我們這裡是野地。門徒們講的都對，也不是藉口，有非常充足的理由。正如
我們今天常說的，我很忙，我孩子還很小，我有做不完的事，我沒有空讀經，我沒有空禱
告…。弟兄姊妹，就著現實的環境來說，我們講的理由不見得是藉口，而是事實。但是，
主不要我們這樣。「腓利說：“就算有二十兩銀子用來買餅，也不夠讓每個人吃一口，更
何況他們連二十兩銀子都沒有！”」「安得烈說：“主，我們這裡有的不過是五餅二魚，如
果連二十兩銀子所買的都不夠吃，那更不要說五餅二魚了，怎麼可能夠分？”」所以，腓
利和安得烈講的理由都對，他們的反應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主在這裡要提升我們，要叫
我們把信心放在祂的身上，要叫我們先學習捨己，先把自己交出來給 主。 之後，我們就
能看見神蹟，我們就能經歷神蹟，我們就能見證，我們所信的 神到底是一位怎樣的 神！
希望我們一起來學習。
記得以前講這段聖經時，曾說過，除了行神蹟的主是要我們認識祂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
兒子，祂才是我們生命的真糧以外，我們還可以從四個角度來讀「五餅二魚」的故事：
第一，是渴慕 神的祝福。許多人從各地湧來，幾天以來他們跟著耶穌不肯走，至終他們
得著了、他們滿足了。不僅是肉身得到滿足，他們的心靈也得到了主的供應，主還醫治了
他們的病，傳天國的福音給他們聽。所以，他們所有的飢渴都得到了飽足。
第二，是仰望 神的祝福。我剛才已經交通過，要學習不看自己所有的，要來看 神能做
的。要學習不要把眼睛定在地上的需要和有限上，要學習舉目望天，來仰望那位創造天地
的耶和華，那位全有、全足、全豐的 神。
第三，是傳遞 神的祝福【或：讓我成祝福】。在這裡，小男孩肯交出他僅有的五餅二魚
，成為了眾人的祝福。同樣，當門徒們拿到了餅以後就傳給眾人，眾人又彼此傳遞，以至

於眾人都能享受到，而且能隨著自己所需要的份量取用。所以，一個真正會給的人從來不
會缺乏。他愈給，就愈多；他愈給，就愈能夠讓更多的人得豐富。因此我們要學習傳遞，
學習分享主的祝福。鼓勵弟兄姊妹們趁著每次傳福音的機會，學習勇敢地去對別人作見證
，打電話為他們禱告，這些都是分遞 神的祝福。
第四，是珍惜 神的祝福。當 神把祝福給我們的時候，我們不可以糟蹋。主耶穌教導我們
，雖然眾人都吃飽了，而且每一個人都隨著自己的需要得著了，但是所剩下來的，主還是
不叫我們糟蹋。主的供應豐富有餘，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所需要的。眾人吃飽後所剩下
的，還能裝滿十二個籃子。但是，主耶穌要門徒把剩下的撿起來，不要糟蹋，不要把它們
留在野地。
「五餅二魚」的故事非常好。大家要趁機彼此勉勵，希望我們一定要有行動，一定要產生
一個在主面前真實的心願：活著為耶穌，而且成為別人的祝福 (Make me a blessing) 。
我們 是否能成為別人的祝福，秘訣在於我們是否肯把自己無私地交給主，然後仰望祂的
祝福。
禱告：
主耶穌，我們感謝祢！我們又一次讀這些似乎已經非常熟悉的老故事。但是主啊！求祢把
一個新鮮的靈賜給我們，讓我們讀的時候，我們的心是那樣的柔軟，是那樣的願意受教，
那樣的願意起來學習，願意起來順服。主啊！讓全教會每一個人都能像這個孩子一樣，把
五餅二魚交在祢的手中。我們知道我們的教會是豐富的，我們的教會要成為眾人的祝福，
要成為眾教會的祝福，甚至要成為這個世代的祝福。主啊！祢幫助我們，給我們一個大的
心胸，給我們一個愛人的心，給我們一個常常舉目望天的信心，讓我們的教會的每一個
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小組、以至整個教會，都能被祢自由使用，都能夠願意被祢擘開
，讓人享受。請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第十四章（下）
第 22-36 節
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22節到36節，這十五節的經文雖然不長，可是有很多的重點我們可
以交通。
一．風雨生信心
一方面，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再來復習信心的功課，因為信心永遠是最重要的事
情。希伯來書也告訴我們，「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來 11：6）。真實的信
心不僅讓我們能夠常常來到 神的面前，而且能在主的面前領受豐盛的祝福，能夠讓 神的
應許成就在我們的身上。弟兄姊妹的生活裡有各樣的難處、挑戰，生病也好，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經濟也好，很多方面，信心的題目和信心的學習，是我們永遠需要的，這個題
目非常適合我們目前的需要。

我們來複習一下，當我們講風雨生信心 ( http://www.svca.cc/Cedar/2004-08B&W.pdf ) 的
時候，論及四個要點，就是為什麼 神容許風浪臨到我們？
1. 風浪顯明我們屬靈生命和信心的實情
第一個，是為了要顯明我們屬靈生命和信心的實情。 神不顯明給我們看，我們常常不認
識。我們都以為自己信心不錯，和 神的關係也還好，可是在風浪中，就顯出我們真實的
情形。
2. 風浪幫助我們轉向救主
第二個，風浪幫助我們轉向救主。風浪常常會大到一個地步，好像超過了我們自己原來的
能力、我們的判斷、我們自己所能解決的。所以，我們才會很謙卑、很真實地轉向救主。
3. 風浪幫助我們真認識 神
第三個，風浪幫助我們真正地認識 神。很多時候我們是風聞有 神，只有在風浪中、在難
處中，我們才會真正地去經歷到 神和我們的關係，我們到底對 神的認識有多少。中間的
過程可能會經過軟弱、灰心、跌倒，甚至埋怨、不信。只要我們認真走主的路，主至終會
幫助我們，真認識祂到底是誰！當祂為我們把風浪平靜的時候，也希望我們都有那樣的驚
嘆－「這到底是誰？」（可 4：41，路 8：25）這是講到，我們對主的認識往前跨了一大
步。
4. 真信心使我們能凌駕風浪
第四個，來到我們今天這段經文的背景，因為當我們真正一次、又一次的轉向救主，然後
真認識主，這就在我們的裡面產生了真實的信心。這個信心是從第一手的經歷、從風浪中
所產生出來的。不只是從聖經的話語和教導上面來的，而是從我們親身經歷來的。這樣真
實的信心會讓我們能夠凌駕風浪。 但以理也曾經講過：「認識 神的子民必剛强行事」(但
11：32)。當我們真認識 神的時候，我們就剛強、勇敢，我們就產生了真信心。真信心，
讓但以理的朋友能勇敢地走進火窰。因為他們知道「即便如此」，他們也不會拜「你的
神」。「即或不然」，就算 神不救我們，我們還是都信祢。(參但 3：17，18) 只有真實
的信心，可以讓我們勇敢地從船裡面走出來，踏在海上。也只有這樣的信心，讓我們可以
離開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勇敢地走進火坑。所以，這都不是道理，在我們心裡面是可以
經歷的。建議弟兄姊妹簡單的複習一下。大家可以交通在生活裡，我們信心的學習，現在
是在什麼樣的情形？在這個信心學習的過程中，怎麼樣幫助我們在這個大方向上，能夠不
斷地往前？
我以上講的風雨生信心，是從新約聖經中所有發生風浪的故事整理出來的。
二．從主的角度來看

就我們今天讀的這段聖經裡，從主的角度單獨的來看，可以發現有很多的點值得我們交通
：
1. 主的禱告
第一個，就是看見主的禱告。主耶穌今天已經升上高天，是尊榮的大祭司。可是希伯來書
的作者告訴我們：「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參來 7：25b) ，主耶穌在山上禱告，
門徒在山下面對風浪，在海上搖擼甚苦。馬可福音第六章告訴我們，「門徒，因為風不順
，搖擼甚苦」(可 6： 48a) ，這常常是我們生活和事奉上的寫照。我們會碰到很多不順的
環境，很辛苦，好像力不能勝。但是，不要忘了，在山上、在背後，有位在天上我們的主
，衪「正在」為我們禱告。
2. 主的親近
第二個，主的親近。是祂自己主動的親近 (Approach) 我們，祂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祂知道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搖擼甚苦，走不下去了，累了、怕了。這時候主耶穌祂自己
主動走近我們旁邊，祂自己來靠近這個船。
3. 主的安慰
第三個，講到主的安慰。在風浪中能夠聽見主說：「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太 14
：27) 這實在是最大的安慰！我們在難處中，我們都希望主說這句話。當我們聽見是主的
時候，我就知道，這個環境不會傷害我，是主許可的。主在其中，而且主正在走過來告訴
我，叫我放心，不要害怕。
4. 主的鼓勵
第四方面，是講到主的鼓勵。彼得因為信心的學習，並他過去的經歷，他說：「主，如果
是祢，請叫 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耶穌說：「你來吧！」(太 14：28-29) 這是主
給他的一個鼓勵，讓我們在信心上能夠繼續的成長，有學習。很多的時候，就像申命記、
約書亞記講的，耶和華我們的 神在我們的前面先過去了(申 9:1-3)，祂在紅海的對岸，在
約旦河的對岸等著我們過去(書 4:23)。今天主也在風浪中對彼得說：「你來吧！」。主鼓
勵我們進步，主鼓勵我們在信心中不斷地往前。
5. 主的拯救
第五個，我們看見主的拯救。我們若走得好，就應感謝 神使我們得勝。可是當我們信心
不夠了，眼睛沒有看主，轉去看風浪，以至於我們快沉下去，快完了的時候，即使像彼得
那麼簡單一句「主啊！救我。」 (太 14：31b)，主的拯救是即時的。要知道，人掉到海
底講話是聽不到的，所以表示他根本還沒有沉下去，主就已經把他救起來了。有人說得很
好！“主不會早到，但是主也不會遲到！”你要從另外一個角度講也可以，主從來不遲到，
但是主也不早到。因為主要我們在刀口上，或是在特別的經歷裡面，能夠對祂的經歷更深

刻。我在這裡要講的就是主即時的拯救，祂給我們應時的幫助。希伯來書的作者說：「我
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助。」(來 4：
16)，就是即時的幫助。
6. 主的教育
第六個，我們看見主的教育。彼得因小信，沉下去了，主就在這裡說：「你這小信的人
哪！為什麼疑惑呢？」(太 14：31) 主在這裡教育他，幫助他們認識主真是 神的兒子。
這是我們從主的角度來看這個故事。
三．從彼得的角度來看
同樣的，從彼得的角度、從門徒們的角度，你也一樣可以看見，在人生的路上，我們常常
不順，我們「搖櫓甚苦」，這是馬可福音講的(參可 6：48) ，我們會驚惶，我們會害怕、
會疲倦。但是感謝 神！主在這裡說：「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太 14：27)
1. 出於主的旨意，就去行
彼得在這裡的學習也很可貴。他希望他對 神的經歷是能夠更往前的，這個心志非常可
貴。有一本書，是一位很有名的牧師(John Ortberg)寫的，他說：“如果你要走在水上的話
，你必需先從船上下來。” (“If You Want to Walk on Water, You've Got to Get Out of the
Boat”) 就是我們必需要學習從我們的舒適區/安樂窩（Comfort Zone），從我們自己覺得
安全可以撐、可以掌握的環境裡面，能夠勇敢地在信心中去跟隨主。我要提醒的一個點，
就是我們必須是在主的旨意，或是主的帶領、主給的應許底下來做。你發現彼得走海並不
是他自己說要走，就走了，是主先說：「你來吧」，他才走過去。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
去做一件超自然、違反自然律的事情時，不是說你憑自己的信心就硬去做了。你要先禱告
主，到底是不是出於主 (Of Him)。這也是我們在新年特會講的，到底是 不是主的意？是
不是出於主的，發自於 神的？若真是來自於 神的，我們就要學習「在 神凡事都能」 (太
19：26，可 10：27)，「不要怕，只要信」(可 5：36)。但是，如果不是出於主的，我們
要節制。這就是為什麼當孩子生病、自己生重病，除非主說話了，不然的話，我們還是應
該看醫生，我們還是應該接受醫葯治療，不要去試探 神。所以，從前有人說：“彼得可以
走水，為什麼我們不能？”結果走了，就被淹死了。這是我聽說過的故事。之所以會有這
樣不同的結果，是因為前者是 神發起的；後者是人發起的。所以我們自己要在主的面前
注意這件事情。
2. 不管環境，只定睛在主身上
彼得的學習對我們來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一旦真的是出於主的環境，主要我們
去，就算違反自然律，就算再不可能，我們要勇敢的走出來，我們學習要緊緊的定睛在主
的身上。不然的話，環境很可能會再轉移我們的注意力，這個風浪很可能再削弱了我們的
信心，叫我們害怕。 所以彼得，當他的眼睛從主的身上一轉移到風浪的時候，聖經上說
：「只因見風浪甚大，就害怕， 將要沉下去」(太 14：30) 這是必然的結果。所以，當我

們遇見風浪的時候，風浪會越來越大，常常真是會讓我們害怕的，但是當我們真的去注意
風浪的時候，我們至終很可能就會沉下去。這是我們就著這個故事本身，我們可以受到的
提醒。
3. 不住增長的信心 (後記)
真信心乃是生命，是會不住地增長。彼得雖然曾因信心不足快沉下去而受主責備，但彼得
的信心在這一次的經歷中卻有極大的飛躍，因為由接下來的經文我們發現，主乃是在和彼
得一起回到船上之後，才使風浪平靜「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太 13:32) 。換言之，從
彼得當初沉水之處到船之間的這一段海面，彼得乃是在充滿大風大浪的海上與主一同凌駕
風浪而歸 。哈利路亞! 這對我們這些信心幼小不足的人來說，真是一大激勵啊!
四．其他
這個故事裡面，零零星星還有一些點可以值得我們去揣摩、去思想 (ponder) 的。
1. 主耶穌的禱告生活
第一，主耶穌自己禱告的生活。在22節「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你如果從約翰福音第
六章15節，你就可以知道為什麼耶穌要隨即催門徒呢？什麼事情讓耶穌這麼急呢？祂累
了嗎？是祂煩了嗎？其實不是。約翰福音六章15節「眾人要來強迫祂作王」，耶穌要立
刻離開，因為 神沒有叫祂在這個時候作王，祂是完全順服 神。祂拒絶所有的試探，祂拒
絶人給祂所有的擁護、稱讚。這個時候祂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退到山上去，獨自去禱
告。主耶穌的退修、隱藏、內室的生活、山上的生活、祂禱告的生活、祂和父之間的關係
，是主耶穌一切服事力量的秘訣。這也是我們今天在地上生活、事奉不可以少的！在外面
，我們雖有服事，但是我們也必需要有山上的、隱藏的、獨自的、個別和主之間的交通跟
關係。只有這樣，才可以讓我們在山下去勝過風浪，去勝過一切環境的挑戰。 同樣的，
在2006年新年特會，于師母曾交通的“禱告”，“劬勞的祭司”。很多的時候，我們真的缺少
了山上的禱告，所以，在山下就會「搖擼甚苦」。我們感謝主，我們的主都在為我們禱
告。但是主並沒有要我們停在這，祂要我們自己也禱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們常常為
了教會的事奉、為了神家的領袖禱告，例如：我們教會的長執，各區的區長，小組長，各
樣服事的負責弟兄/姊妹 (Leaders)， 不要讓我們都「搖擼甚苦」。真的，如果沒有弟兄
姊妹禱告的扶持，沒有我們各人自己和 神之間足夠的靈修生活和禱告生活，我們都會
「搖擼甚苦」。
2. 主耶穌沒有馬上平靜風浪
第二件事情，是主並沒有馬上平靜風浪。你發現，主讓彼得走過來，可是風浪確愈來愈大
，這是為什麼呢？主為什麼不平靜風，讓彼得走過來呢？這都是為了教育我們的目的。我
們的主祂是我們最好的保惠師，也是我們最好的老師，祂供給我們足夠的恩典，讓我們能
夠學習、能夠被 神塑造成為祂手中合用的器皿。這都是一些很好的點，主是帶有一個非
常極積的目的。

3. 治好革尼撒勒的病人
最後一個點，就是34節到36節。他們過了海來到這個地方以後，「那裏的人一認出是耶
穌，就打發人到週圍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帶到他那裏，只求耶穌准他們摸祂的衣裳繸
子，摸著的人就都好了。」雖然我們的度量、我們的能力，我們實際上都沒有辦法像耶穌
有這麼大的能力，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醫治人的疾病、解決人的問題。雖然我們差了
這麼多，但是至少我們在度量上，、在信心上、在我們的追求目標上，我們的需要是一樣
的，就是人真正所需要的是耶穌。今天的關鍵都在於，我們到底能夠供應耶穌多少？活出
耶穌多少？能夠流露 神的祝福有多少？能夠帶給人多少祝福？帶給人什麼幫助？真有的
話，其實人都會想要來找耶穌的。我們常常都在講小組怎麼樣增長，怎麼樣留住福音朋友
，怎麼樣做關懷的工作，關鍵都是在於到 底主的愛、主的生命、主的同在、主的祝福、
主的供應在不在這。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挑戰，是我們傳道人的挑戰，更是教會的挑戰，
也是我們每一個小組的挑戰。到底在這裡有沒有主可以供應出來？人要的是耶穌。正像人
對腓力說的：「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約 12：21)。我們可以集中在信心的學習。
我們一起求主祝福我們，讓我們這個禮拜五有很好的交通。尤其整個教會所要面臨的挑戰
，和 神給我們這麼神聖且重要的託付，希望我們都能夠一起學習，勇敢的走出船來，向
著主去，勝過風浪、凌駕風浪，而且我們能夠在這裡流露基督。在這一切的背後，關鍵在
於我們在山上、在隱密處、在我們各人和 神之間，是否有很好的關係和靈修生活，是否
有很好的禱告生活、代禱生活。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愛我們！求祢對我們說的話繼續來堅固我們，也求祢藉著我們每星期固定
的讀經、聚會，與我們同在。藉著聖靈、藉著聖經的話，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到祢的滋潤
和激勵，讓我們能夠快跑地來跟隨主，也能夠照著祢的心意在地上生活、事奉祢。幫助我
們能夠勝過生活上所有的風浪，讓我們不怕風浪，反而更加珍惜。能夠藉著它來經歷祢、
來認識祢，以至於我們真是能在風浪中歸榮耀給祢。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問題討論：
1. 在1-12節的預查信息裡，有哪幾個重要的角色？從每一個角色身上，你學習到哪些屬
靈的教導和提醒？
2. 請分享主耶穌施行「五餅二魚」神蹟的背景和目的是什麼（參約6:1-14）？透過這個神
蹟的教導，我們面對難處時，該有什麼樣的態度和行動？就你而言，你的「五餅二魚」是
什麼？如何克服將其獻上的困難和挑戰？

3. 從耶穌在海面行走的故事，我們看見了一位怎樣的主和怎樣的彼得？請分享其中最觸
動你的一個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