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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课 真是上帝的儿子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15 课，我们要来学习耶稣

真是上帝的儿子。本课同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记

载在《马太福音》第 14 章 22-33 节。第二部分是登山变像，记载在《路加

福音》第 9 章 28-45 节。 

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在《马太福音》第 14 章 22-33节。

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耶稣如何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耶稣知道所有人的

心思，祂也知道门徒和聚集在祂身边的众犹太人的心思。祂知道犹太人在等

候弥赛亚，他们期望弥赛亚能来作王，把他们从罗马人手下解救出来。现在，

门徒和众人以为膏耶稣作他们王的时机到了。谁不想要一个用一点点饼和鱼

就能喂饱一大群人的王呢？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因此，耶稣催他们上船。

“催”的意思是给他们施加压力，因为门徒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对他们而

言似乎是膏耶稣作王的完美时机。但耶稣却催他们上船，让他们到加利利海

那边去。 

接着，耶稣遣散了众人，因为天已经很晚了。他们必须回家了。然后，

耶稣自己上山祷告。请注意，甚至主耶稣也需要时间与祂的父上帝团契相交。

祂到山上去祷告。这不是给你我的一个功课吗？我们也必须花时间与上帝相

交。我们必须花时间默想和祷告，因为我们的生命和存留都在上帝手中。我

们需要上帝指引我们一切的道路。 

耶稣晚上的时间就在山上向祂的父祷告。祂的门徒正乘船穿越加利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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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穿越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浪，狂风暴雨再度袭来。门徒们非常害怕，因为

海浪正拍打着船身，海水也灌进船身里。上一次他们经历风暴的时候，他们

有耶稣在船上。但这次，耶稣不跟他们在一起。因此，他们害怕自己在大海

中灭亡了。因为风暴正迎着他们吹来，他们丝毫也不能前进，离岸边的距离

一点也不见缩短。他们正在船上的时候，只见他们往一侧观看，突然看见有

什么东西正在水面上。他们不知道这是人还是什么东西，他们便开始想，这

一定是个鬼怪，因为谁能在水面上行走呢？但随着耶稣靠近他们的船，祂对

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然后，门徒们看着耶稣，彼得便对耶

稣说：“如果是祢，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祢那里去。” 

我们不知道彼得为何会这样说。究竟是因为他冲动的性格，还是因为彼

得相信耶稣，相信祂有能力让他也在水面上行走？耶稣说：“你来吧。”藉着

信心，彼得从船上下到水面上，开始朝耶稣走去。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不可

能。没错，从人的眼光看，就是不可能，但在上帝凡事都有可能。藉着信心，

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但彼得必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他在水面上行走并不是

出于自己。不，彼得然后环顾四周，只见海浪凶猛地拍打着他，他开始害怕

和怀疑，接着彼得就开始往下沉。他呼喊说：“主啊，救我！”耶稣就伸出了

祂的手，把彼得拉了上来，但祂也责备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

疑惑呢？” 

这里也有一个给你我的功课。当彼得藉着信心看向耶稣的时候，他能够

在水面上行走，但当他看周围的环境时，他就开始下沉。因为彼得不能出于

自己去相信，他必须学习信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我们听见很多人引用圣经

说：“相信就必得救。”如果曾有一个人应该相信就得救，那就是正在沉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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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彼得。但彼得必须要学习，他无法出于自己去信，他必须再一次从上帝

那里领受对信心的运用。这也是给你我的功课，就是信心必须被做成在我们

心里，必须唯独从上帝赐下。这样才能藉着信心仰望耶稣，相信祂是上帝的

儿子，从而得救。 

我们会在第二部分再次看到，现在请翻到《路加福音》第 9章 28-45 节，

登山变像。因为现在，耶稣带着祂的门徒来到了一座山的山脚下。祂留下了

九位门徒，带着三位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山。祂带他们到山上

祷告。耶稣为何要做出这个区分呢？是因为这三个门徒比其他门徒更好吗？

不，而是他们有为将来学的功课，所以耶稣就带上了他们。 

在夜晚，门徒们睡着了，而耶稣却在祷告。当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突

然上帝的荣耀环绕着他们，有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从天而降。摩西代

表律法，因为上帝藉着摩西在何烈山颁布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因为他是

最伟大的先知之一，特别因为他升上天堂，没有见死，而是上帝在云中接走

了他。这二人在与耶稣讲话。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他们在谈论主耶稣的死，

谈论耶稣受苦和受死的时候要到了。他们正说话的时候，门徒突然醒了，他

们看见周围的荣光，看见耶稣的面容变了，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然后彼得

就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没错，我们能够理解彼得，还有什么地方

能比在上帝的荣耀中更好呢？但彼得继续对耶稣说：“可以搭三座棚，一座

为祢，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这样我们就能留在这里。”彼得不明白，

我们不能让天堂来到世上，真正的荣耀是等候祂的教会在来世进入天堂。突

然，有朵云彩遮盖了他们，从云彩中我们听见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祂。”父在这里向祂的门徒宣告，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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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消失了，摩西和以利亚也消失了，他们升上了天堂。 

第二天早上，耶稣带着祂的三个门徒下了山，与祂所留下的其他门徒见

面。他们看见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了门徒周围。当耶稣来到山脚下的时候，

有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儿子来见祂。他的儿子被鬼附着，被折磨得厉害，甚是

痛苦。他求耶稣医治并怜悯他儿子。然后，我们看见耶稣责备了那鬼，牠就

必然离开那孩子，耶稣便把孩子还给了他父亲。 

然后，耶稣转向祂的门徒，并告诉他们，时候要到了，祂要被交在人的

手中受苦并受死。那时，门徒们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对他们而言是

隐藏的。在这里，我们学习到，虽然我们可以读上帝的话语，但除非上帝为

我们解开祂的话语，否则这话语不会对我们说话。这样，门徒们也不理解耶

稣说的是什么，以及祂为何这么说。但耶稣在这里也在预备自己的门徒，受

人们欢迎的时候结束了，遭人们反对的时候就要来到，法利赛人要开始找机

会杀害耶稣，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可以看见。愿主赐福与我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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