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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在山上，耶穌在三個門徒面前變了形像，
彼得看見這很不尋常的景像 就向耶穌建議說
彼得看見這很不尋常的景像，就向耶穌建議說：
「老師，我們在這裡真好，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就在這裡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彼得心裡似乎說：
「你看，我不是一直在說你行嗎？
我不是一直在說你的工作很成功嗎？
現在就是過往先賢、先知都加入
肯定你跟我們的行列了
肯定你跟我們的行列了。
所以嘛，你就不要再胡言亂語了，
你最近 的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你最近說的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不僅僅是很困惑、甚至很不高興。
沒關係，就讓我來搭三座棚，預祝你前途似錦。」
大概彼得心裡面有這麼一種的想法。

太十七 1~9

1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
3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4 彼得對耶穌說：
「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座為你
座為摩西
座為以利亞 」
5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6 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
7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
耶穌進前來 摸他們 說：「起來 不要害怕！
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裡。
9 下山的時候
下山的時候，耶穌吩咐他們說：
耶穌吩咐他們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馬太記載說：「說話之間」，
正當彼得還在說話的時候…
正當彼得還在說話的時候
十七5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這聲音從雲彩裡的聲音，當然就是神的聲音，
只是簡單的兩句而已，
第一句
第
句 說明了耶穌的身分
說明了耶穌的身分，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第二句 命令：「你們要聽他！」
第
令
」
神的聲音猶如一盆冷水、
澆在彼得的頭上 止息了彼得的偉論
澆在彼得的頭上，止息了彼得的偉論，
無論彼得以為他說得多麼地合理、
無論彼得以為他背後的計算是怎麼樣地好，
彼得都是錯的！

相反，耶穌之前的那些話，
無論是看起來是怪論 是匪夷所思
無論是看起來是怪論、是匪夷所思、
甚至是胡言亂語，讓人不安、困擾、不高興，
耶穌的講論才是真的，所以你們要聽祂！
6 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

當彼得聽到耶穌第一次預言，祂面對苦難的時候，
彼得責備耶穌說：
彼得責備耶穌說
「不要亂講，這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在山上雲彩裡出來的聲音，神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這雲彩出來的聲音的確是叫人害怕的聲音，
門徒被神的聲音所嚇怕了，
他們害怕因為耶穌的話不僅僅是認真的、
而且是正確的。
 耶穌的講論聽起來是很奇怪
耶穌的講論聽起來是很奇怪、
讓人困惑、不滿、拒絕，卻是真實的！
 耶穌預言的事情，就一定要發生在祂的身上：
耶穌預言的事情 就 定要發生在祂的身上
祂要上耶路撒冷，
在文士、法利賽人、長老手上受很多的苦，
祂要被殺、死亡，祂要復活！

耶穌所預言的，再難聽、再奇怪、再不能接受的，
耶穌所預言的
再難聽 再奇怪 再不能接受的
都是真的、也將要發生。祂說祂的門徒
也將會像祂一樣承受苦難，這樣的預言也是真的。
無論彼得還有他的同門師兄弟如何地渴望
他們將會有 個成功的運動，
他們將會有一個成功的運動，
然後可能推翻羅馬帝國、耶穌作王、
他們就可 作旁邊的大臣 有豐功偉績
他們就可以作旁邊的大臣、有豐功偉績...

聖經中常常提到神的聲音…
創 神以祂的話，從混沌中理出了秩序、從無中創造天地，
創一
神以祂的話 從混沌中理出了秩序 從無中創造天地
神說：要光、有光、就有了光！
神也向人說話，有時聲音是那麼地微小、微弱，
神也向人說話
有時聲音是那麼地微小 微弱
不僅僅難以聽辨，更不要說理解遵守了。
撒上 4.6.10
4 6 10 神呼召撒母耳時，以非常微小的聲音呼喚，
小童撒母耳一下子還不知道那是神的聲音，
也不能一下子就明白那是神的呼喚。
有一些時候神的聲音卻是如此地清晰、如此地確定，
讓人感到安慰、鼓舞。
就像神向面對茫茫前路的亞伯蘭，所作的應許…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華對
蘭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十二1-3

無論他們有多麼美的想法都是錯的，
雲彩來的聲音猶如 盆冷水 澆在他們的頭上
雲彩來的聲音猶如一盆冷水、澆在他們的頭上。
神的聲音的確是一把讓人懼怕的聲音！

但是有某些情況，神的聲音是那麼地奇異、
讓人覺得有點不安甚至害怕的…
讓人覺得有點不安甚至害怕的
出廿18~19 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
就都發顫，遠遠地站立，對摩西說：
「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
不要神和我們說
不要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
怕我們死
」
好像神的聲音發出的時候、人就死亡，
所以神的聲音有時候會讓人害怕。
更多時候神說話的聲音
周遭的人未必能夠明白 聽見…
周遭的人未必能夠明白、聽見
徒九4 在大馬色的路上有聲音對掃羅：
「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掃羅 掃羅
為 麼逼 我 」
神的聲音出來的時候，有時候精細、
有時候不容易明白 有時候讓 困惑
有時候不容易明白、有時候讓人困惑…

徒十 身處在該撒利亞附近約帕城的彼得…
徒十9b~16 彼得約在午正，上房頂去禱告，覺得餓了，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預備飯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看見天開了，
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
裡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
彼得卻說：「主啊，這是不可的！
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這樣一連三次，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

神的聲音發出來的時候，使得彼得習慣的操作、禮儀、理解、
那一種分潔淨、不潔淨，俗、不俗等等，
完全要把它扔掉。
因為神的聲音顛覆了、逆轉了人一切以為習慣，
安全的操作、概念、習慣。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德國有一位神學家潘霍華，
他的著作 持守信仰而殉道的事蹟
他的著作、持守信仰而殉道的事蹟，
讓人非常地感動。
其中最為人所熟悉的一句名言，
在他的一本書翻成中文叫《追隨基督》，
第 句就寫： 耶穌基督呼召人為祂而死！」
第一句就寫：「耶穌基督呼召人為祂而死！」
 無疑是叫人害怕的聲音…
跟
跟一般理解
般理解 – 信耶穌得平安
信耶穌得平安、喜樂，有挺大的落差的
喜樂 有挺大的落差的
信耶穌當然有平安、喜樂，最根本的平安、喜樂
之所以能夠得到 是先要放下自己
之所以能夠得到，是先要放下自己，
 先要經歷死亡、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
 如果以為信耶穌就是什麼代價也不用付，
果 為信耶穌就是什麼代價也不用付
隨隨便便、然後拿到天堂入場券…
細細地讀福音書，你會知道這樣的想法、
細細地讀福音書
你會知道這樣的想法
沒有把握到福音真正的意思。

是這樣一個聲音，把習慣了、覺得很安全了，
那種想法 概念 信念 操作 完全顛覆
那種想法、概念、信念、操作，完全顛覆，
原來在神的眼裡是沒有分別的，
人的那種分別、距離，是所為何來呢？
可是要達到這樣的想法、覺悟、啟示，是談何容易？
只有神的聲音才能夠讓人有這樣的突破，
只有神的聲音才能夠讓人有這樣的突破
可是如果不願意突破的人，就感覺非常的艱困，
 就像以色列人在山下說：
就像以色列人在山下說：「神說話，我們就死亡！」
神說話，我們就死亡！」
 就像在山上，門徒聽見神的聲音時，
就俯伏在地、害怕得不得了
就俯伏在地 害怕得不得了
神向我們說話、我們就死亡，意思就是說 –
我們的經營、籌算、計畫全屬徒然。
神的聲音：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所以在此之前彼得所說的 切 都不會成就
所以在此之前彼得所說的一切、都不會成就，
所懼怕的一切、都會發生，他能不害怕嗎？

神的聲音讓人懼怕，可是如果真的聽到這個聲音、
接受這個聲音給我們的挑戰 然後立志跟從祂的時候
接受這個聲音給我們的挑戰，然後立志跟從祂的時候，
生命才是真正地經歷平安、喜樂，也真的是
放棄自己的生命、得到真的生命、救了自己的生命。
我曾經教過的一些學生，他們在穆斯林的地區服事，
真的是體會「耶穌呼召人為祂而死 的可能；
真的是體會「耶穌呼召人為祂而死」的可能；
那我們身處在大城市裡面的牧者、傳道、信徒，
潘霍華這句話 耶穌呼召人為祂而死」
潘霍華這句話「耶穌呼召人為祂而死」
這句話會不會太遠了一些呢？
畢竟沒有太多人像潘霍華在那樣的一種尖銳的處境，
也沒有太多人在一些非常危險的地方來傳福音，
所以 耶穌的呼召，呼召我們為祂死」
所以「耶穌的呼召，呼召我們為祂死」
或是說耶穌的話使我們感到害怕，
周遭的弟兄姐妹而誰會因為信仰而面對死 呢？
周遭的弟兄姐妹而誰會因為信仰而面對死亡呢？
所以這句話離我們挺遠的。

縱使未必是死亡，神的聲音還是會讓我們害怕的…
祂呼召我們 讓我們再 次地認清 看清楚
祂呼召我們，讓我們再一次地認清、看清楚，
無論有沒有果效、成績、燈光、數字，
 我們就是簡樸的生活、真摯地愛人，
我們就是簡樸的生活 真摯地愛人
忠心地宣講、忠心地服事、恆切地禱告，
不要管其他東西，
就是好好地服事、生活、宣講、工作
 別人都講都談的量度
別人都講都談的量度、成績、燈光、數字，
成績 燈光 數字
把它放下來了
這個聲音讓人害怕的，特別我們身處的世界，
都是那麼在乎數字、成績，
好像拿不出成績 數字來 就不像樣的感覺
好像拿不出成績、數字來，就不像樣的感覺。
可是神的聲音卻是這樣子，
這樣的聲音能不叫我們害怕嗎？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走？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地謝謝你，
你藉著你兒子 -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祂與門徒一起的時候，所做、所說的，再一次地提醒我們：
 你是不斷地向我們彰顯你自己心意的主宰
 你是不斷鼓勵我們跟從你、學像你是生命之主
可是我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使得我們覺得不可能、不容易。
也正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聽到你的聲音的時候總會感覺到害怕，
我們聽到你的聲音的時候總會感覺到害怕
不知道怎麼繼續走下去。
可是也是今天的經文提醒我們：
你沒有讓我們俯伏在地、就害怕而已，
你的兒子到我們的面前來、摸我們說：「起來，不要害怕！ 」
謝謝天父、謝謝耶穌，
求主繼續幫助我們注意聽你的聲音、回應你的呼召。
我們的立志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這一個經文到了最後時候的一句，
也是這個故事 其中 個很重要 福音 特
也是這個故事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福音的特點…
我們聽到耶穌的聲音、聽到神的聲音，
覺得害怕，不曉得
能不能走下去、可以不可以走下去？
因為落差太大了 距離太遠了
因為落差太大了、距離太遠了。
我們害怕、俯伏在地的時候，
耶穌進前來 摸我們說：
摸我們說
「起來，不要害怕！」
我想這就是福音吧！
在最艱困、在覺得落差最遠、距離最大的時候，
祂來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摸我們說
祂來到我們的生命當中、摸我們說：
「起來，不要害怕！
繼續走，因為我與你們同行。」
繼續走，因為我與你們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