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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的記載，都是耶穌在世上的生活、工作，
簡單來說 這些敘述 故事告訴我們
簡單來說：這些敘述、故事告訴我們
耶穌是誰、祂做了什麼、祂說了什麼？
讀福音書我們就可以瞥見
耶穌身處的時代、背景、祂的出身、
祂的工作 身邊的友人 學生…
祂的工作、身邊的友人、學生
動人的記載在福音裡面多的是，
但至終這些故事不是為了娛樂讀者而記載的
但至終這些故事不是為了娛樂讀者而記載的，
讀這些故事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
耶穌是誰？
祂在水上行走、說明祂神聖的身分，
 糾纏著水面張力是不是能夠承載人
糾纏著水
是不是能夠承載
在其上行走，這種的疑問是沒有意思的
 既然是一個神蹟，
當然不能用自然定律法則去量度了

太十四 22~33

22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23 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

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裡。
到了晚上，只有他
人在那裡。
24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
25 夜裡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裡去。
26 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
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起來。
27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28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
29 耶穌說：「你來吧。」
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去；
30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
便喊著說： 主啊 救我！」
便喊著說：「主啊，救我！」
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
「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32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
他們上 船
就住
33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真正要讓我們注目的、思考的，
是究竟耶穌在水上行走，
是究竟耶穌在水上行走
說明什麼呢？這才是重要的。
在遠古的觀念，水是代表邪惡、邪惡力量的所在，
在遠古的觀念
水是代表邪惡 邪惡力量的所在
古時的人對於海洋、或是湖，
 有一種因為不明白而產生的恐懼，
有 種因為不明白而產生的恐懼
所以很多的邪惡的想像，都跟海是有關係的
 類似的信念，我們在舊約裡面看了很多，
在近東的文獻裡也是非常地普遍
只有神才能勝過罪惡
只有神才能勝過罪惡，
耶穌行在水面上，耶穌就是神。
耶穌在水上行走、而且對門徒安慰說：
耶穌在水上行走
而且對門徒安慰說：
「是我，不要怕。」正要說明祂的神聖的身分，
其實跟舊約裡面的神現的描述 是非常接近的
其實跟舊約裡面的神現的描述，是非常接近的，
這就是說明耶穌是那勝過邪惡的神。

在閱讀福音書的過程，容易忽略另外一層意義…
 福音書不僅僅告訴我們耶穌的身分和工作
福音書不僅僅告訴我們耶穌的身分和 作
 也告訴我們門徒是誰、他們應該如何生活
只是要把握這個意思，
必須很細心閱讀才能夠體會。
比方說：耶穌在水上行走，並不表示門徒馬上就能夠認出祂、
比方說：耶穌在水上行走
並不表示門徒馬上就能夠認出祂
就不要說敬拜祂了，
 耶穌勝過罪惡，沒有立刻為門徒帶來喜樂和平安，
至少不是門徒所預計、理解之內的
 門徒對耶穌在水面上行走的立時反應是 – 鬼啊！
馬太特別地強調：他們恐懼得大叫起來
我們想說既然在水上行走，是代表耶穌是神勝過罪惡，
看到的人應該馬上就很喜樂、很安慰。
不 門徒認不出來
不，門徒認不出來，
反而從另外一個方向去想說：鬼啊！懼怕！

回想你對某人作一個長期委身的例子、或是應許、或是承諾，
你 定會緊張 你 定會憂慮說
你一定會緊張，你一定會憂慮說：
「這個承諾我能做得到嗎？
這個應許我能實現嗎？」
這個應許我能實現嗎？
你一定會有一些憂慮、甚至恐懼的，
越大的委身的應許 那種憂慮越大…
越大的委身的應許、那種憂慮越大
比方你要買房子，在按揭契約上簽字，
 你一定為買到房子加倍地歡喜快樂
 可是你也會有點憂慮、甚至恐懼，
因為簽了這個合約之後 以下來的十幾二十年
因為簽了這個合約之後，以下來的十幾二十年，
 生命的次序、計畫，就是圍繞這個簽約來轉了
 更不要說發生任何事情，能不能繼續供房子，
不要 發生 何事情 能不能繼續 房
產生那種影響…
都會使得你在很高興的處境當中，也有一種對將來模糊，
因為模糊不清，而有一點憂慮甚至恐懼的感覺。

在漆黑的夜裡，誰可以看得清楚呢？誰在黑夜裡不懼怕的呢？
誰在面對模糊不清的時候 不會恐懼的呢？
誰在面對模糊不清的時候、不會恐懼的呢？
誰在風浪中不感到懼怕的呢？
當然我們也知道，不需要漆黑的夜晚，
當然我們也知道
不需要漆黑的夜晚
不需要翻騰的大海，就是風和日麗的一天，
醫生的報告就可以把我們整天 甚至餘下的日子變為黑夜
醫生的報告就可以把我們整天、甚至餘下的日子變為黑夜。
一張成績單、一封解僱信、一句傷透人心的話…
生活裡處處都是黑夜、處處都可以是未知的將來！
看起來沒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也可以是我們感覺到害怕 恐懼的時候。
也可以是我們感覺到害怕、恐懼的時候。
事實上，模糊不清也不僅僅是慘痛經歷的結果，
有時候在非常興奮、非常高興的時候，
也會讓人有對將來不肯定的憂慮…
任何人 任何處境 要求你全然地委身
任何人、任何處境，要求你全然地委身，
你一定感覺到不容易，甚至抗拒、恐懼的。

想一想終生的盟誓，當你簽婚約的那一天、你當然興奮，
可是在興奮的同時
可是在興奮的同時，一定也會有一些疑慮、猶疑的；
定也會有 些疑慮 猶疑的；
模糊不清、恐懼、憂慮，不僅僅是只有漆黑的晚上，
風和日麗，也會有模糊不清、恐懼、憂慮的情形…
風和日麗，也會有模糊不清、恐懼、憂慮的情形
舉個例子：當父母親那種喜樂一定是很大的，
那種興奮 定是很明顯的；
那種興奮一定是很明顯的；
可是要當一個父母親並不容易，
你真的當了母親、父親，從你抱著孩子的時候，
你是喜樂、興奮，可是我想你大概也有一點憂慮吧？
這個孩子的身體會健康嗎？上學之後會怎麼樣？
他將來交的朋友如何？他的成長會順利嗎？
身的 事會 何
他終身的大事會如何？
你一定會有一些憂慮、恐懼、心裡糾結的體會。
作一個父母不是容易，
作
個父母不是容易
結婚、進入婚姻的關係裡也不容易。

作一個基督徒也不是那麼輕鬆的事兒…
我們常以為決志信主、得永生，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真的去想一想、看一看、
好好讀 讀聖經的話
好好讀一讀聖經的話，
都會覺得、也知道決志信耶穌是有喜樂平安，
可是前面的道路 成聖的道路
可是前面的道路、成聖的道路，
還是有許多的時候，讓你面對很多的挑戰。
只要我們好好地看一看聖經裡面的所有的人，
只要我們好好地看
看聖經裡面的所有的人
我們會明白今天讀到經文的門徒的反應，
其實不是他們很不濟，是挺真實的把所有門徒、
任何時代門徒的經歷，具體化表達出來而已。
所以福音書不僅僅是講耶穌、也是關係到門徒，
所以福音書不僅僅是講耶穌
也是關係到門徒，
太十四22~33 在四卷福音書裡，
只有路加沒有記載這個事情，
馬太、馬可、約翰都記載了耶穌在水上行走的這個事蹟。

很奇怪、很有意思，彼得說：
「主
「主啊，如果是你的話，你讓我也在水上行走吧！
如果是你的話 你讓我也在水上行走
」
有解經家就說，彼得的問題可以與
撒但試探耶穌提出來的問題相提並論…
撒但試探耶穌提出來的問題相提並論
太四 撒但試探耶穌時，就說「如果你是」，
撒但的試探與彼得的問題放在 起時，
撒但的試探與彼得的問題放在一起時，
 有些解經家就說：是表達彼得的不信
 有些解經家就說：彼得的請求，不僅表達他相信，
有些解經家就說 彼得的請求 不僅表達他相信
而且希望相信得更多、更深入地相信
究竟哪一個是對呢？
究竟哪
個是對呢？
單從經文是沒有辦法判定哪一個是最準確的解釋，
也許這兩個答案都不對 為什麼這樣講呢？
也許這兩個答案都不對，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在所有的福音書記載的彼得，
都是那麼快地出口，那麼快地提問題、
那麼快承諾的，不是嗎？

只有馬太福音才報導彼得參與的這個部分，
馬可福音六45~52、約翰福音六15~21，
有耶穌在水上行走，沒有彼得這部分。
所以馬太的記載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在黑夜裡，走在水上的耶穌告訴門徒：「是我。」
彼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
「主
你 請 我從水面上走到你 裡去
彼得的請求，是很難想像的，
換了是我的話、我大概會說：
「主啊，如果是你，請把風浪平靜下來，好嗎？」
或說：「主啊，如果是你，快把我們送到陸地可以嗎？
在這個翻騰的海上面很危險、很難受啊！」
或說 「主
或說：「主啊，如果是你，趕快上船到我們這兒來，
如果是你 趕快
到我們這兒來
你來了，我們就踏實了、就不怕了。 」
都不是這 個請求
都不是這三個請求…

你讀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福音，
一貫地、彼得很自然地，
貫地 彼得很自然地
最快講話、承諾、反應的那一個，
可以說他勇敢、喜歡競爭、喜歡排在第一，
究竟是他相信、還是不相信呢？
沒有辦法知道
沒有辦法知道。
彼得離開小船踏在水上，就不簡單了！
如果是你的話，讓我也走在水上。 」耶穌應允了，
「如果是你的話，讓我也走在水上。
然後他踏出小船、踏上水上，
他是走在水面上
他是走在水面上，
但很快地，他因為周遭的風浪、就恐懼，
然後身子往水裡沉，他也是一貫地彼得
然後身
水
是 貫
得 –
馬上高聲地呼叫「主啊，救我！ 」
這是人之常情吧，碰到這樣一個困境，
這是人之常情吧
碰到這樣 個困境
當然就是呼叫「主啊，救我！ 」

從來沒有走過在水上，彼得是第一次，
從來沒有人踏過的道路、
從來沒有人踏過的道路
或彼得自己從來沒有踏過的道路，
遇到情況的時候，
怎麼可能不怕呢？不驚惶呢？
任何一個人踏上從未走過的道路，
回應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挑戰，
 就像彼得
就像彼得一樣跨開第一步
樣跨開第 步 – 踏在水上，
心想已經看見、已經聽到、已經回應主的呼召，
勇敢地踏出了第 步 走在祂的旨意上面
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走在祂的旨意上面，
 可是沒多久，翻騰的水濺濕了衣服、
耳邊都是
耳邊都是狂風在吼叫、臉龐感受風颳的刺痛，
在 叫 臉龐感受
的刺痛
我們像彼得一樣害怕起來，
身子往下沉、信心越來越小、
懷疑、困惑，我們呼叫說「主啊，救我！ 」

然後所有門徒跳下船，一個一個地跟著彼得安然地走在水上，
不怕風浪 完備的信心 不因狂風巨浪而懼怕 而膽怯的
不怕風浪、完備的信心、不因狂風巨浪而懼怕、而膽怯的，
一個一個走到耶穌面前。
如果這個記載是這樣的話，會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故事，
如果這個記載是這樣的話
會是 個完全不 樣的故事
這也許是一個看起來更好、更成功的故事，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結局的話，
 就不是你跟我的故事了
 這故事的福音也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這個故事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它說的是耶穌、也是我們，
 它真實地展現耶穌是主宰，也如實說明我們是會呼喊
主啊、救我」小信的 群
「主啊、救我」小信的一群
 可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儘管我們小信，
這位主還是會來到我們面前
這位主還是會來到我們面前，
把那下沉的身子提起來，把我們帶到小船上面

所以這個故事，
不僅僅是講耶穌祂是神 耶穌平靜風浪
不僅僅是講耶穌祂是神、耶穌平靜風浪，
不僅僅是講耶穌伸手抓緊那下沉的彼得，
不僅僅是兩千年前在加利利海某個晚上發生的事情，
這個故事也是關於我們這些小信、懷疑、下墜，
呼叫 主啊、救我」的人，是關於我們
呼叫「主啊、救我」的人，是關於我們。
這個故事的福音是：主不嫌棄我們的小信，
儘管我們是小信的人、祂還是來到我們身旁，
把我們那下沉的身子拿起來。
有一個解經家很睿智地問：
如果彼得走在水上面，
他沒有沉下去，又會怎麼樣呢？
彼得充滿信心地跳下船、踏實地落在水上、微笑地走，
沒有 絲地懷疑 恐懼 疑惑
沒有一絲地懷疑、恐懼、疑惑，
完全看那些風浪，像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的走到耶穌的跟前…

親愛的耶穌，我們謝謝你，
你是那位勝過一切的主宰，
你呼召我們跟從你、我們也確實跟從你。
可是有很多的時候 有很多的情況
可是有很多的時候、有很多的情況，
讓我們膽怯、困惑的，甚至我們下沉、退步；
可是你還是來到我們當中
可是你還是來到我們當中，
接納我們、擁抱我們、扶持我們。
幫
所以幫助我們：
無論是在黑夜風浪當中、
或是在風和日麗的日子，
當我
為
楚
惑
當我們因為前面看不清楚、心裡面困惑，
難過的時候、下墜的時候，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看見你、握住你伸出來的手。
聽我們在你面前的禱告，奉耶穌您的名祈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