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属灵卓越的原则 
马太福音 14章 22-23节 

 

 

上一次我们查考了马太福音 13 章最后一个比喻——撒网的
比喻，看见海代表了世界。这就不禁让我联想到马太福音 14 章
22-23节（我希望你留意这一点）：主耶稣和彼得在海上行走。所
以我想从撒网的比喻（天国好比捕鱼）转而去看海上行走这段记

载，从中学到一些重要的信心功课。今天的信息也许可以题名为

“属灵卓越的原则”。 

耶稣希望门徒们在世上出类拔萃 
成为基督徒意味着在世上出类拔萃，希望我们真的明白这个

原则。查考登山宝训的时候，立刻就看得出主耶稣希望门徒们与

众不同。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崇高的呼召，他希望基督徒凭信心

在世上鹤立鸡群。如果光与黑暗毫无分别，则怎能成为光呢？光

之所以为光，恰恰因为它与黑暗全然不同，光在黑暗中光彩夺目，

而这正是光的定义。 

整个登山宝训的要旨就在这里，他要求门徒们与众不同。比

如他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太

5:47）。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得与众不同。他希望
你与众不同，不要只像非信徒那样行事，而要胜过非信徒。他其

实是希望你甚至胜过宗教人士，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

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 5:20）。 

为什么我们再也听不见这种强调属灵卓越、与众不同的教导

了呢？因为现在是属灵平庸的世代，世界已经胜过教会，并非教



 

 

会胜过世界。这就是今天这篇信息的要点。 

上一次我们看见，海代表世界，而基督徒要学习在海上行走。

换言之，他要胜过世界，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 5章 4节所
说的：“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也正如主耶稣所

说，“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他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凭信
心胜过世界。所以说到属灵卓越，其实就是在说信心的本质，因

为是信心令到我们优秀、出众，跟世人迥然不同。你越有信心，

就越与世人不同；缺乏信心就会平庸无奇。 

属灵平庸就是失败了 
今天主耶稣最担心的事，也是所有对神认真的基督徒最担心

的事，莫过于属灵上平庸。弟兄姐妹，我并不太担心远离主，这

不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危险，因为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相比之下，

更大的危险是变得属灵上平庸，属灵生命平淡无奇，一事无成。

而有些人居然认为平平庸庸就是谦卑。我告诉你，你要是做了基

督徒，在世上平平庸庸，那么你就失败了！这根本不是谦卑，只

能证明你的神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让你与众不同，没有能力将

你改变成新人。结果你只能做挂名基督徒，生命跟非基督徒毫无

二致。 

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后 5:17），
这是什么意思呢？新造的人在旧人当中一定会脱颖而出，非同寻

常。一件新衣挂在一堆鹑衣当中，立刻就会引人注目。新与旧不

可能相同，一眼便知。务须明白，属灵生命平庸根本不是谦卑的

体现，而是在羞辱这位能够让你成为卓越的神。你平平庸庸，只

能说明要么神的能力不足以改变你，要么你信心不足，非此即彼。

约翰一书 5章 4节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惟有胜过世界，超拔世界，与世界迥然不同，才能在世上出类拔

萃。这就是马太福音 14章海上行走这段经文的要点。 

记得三年前在基督教大会上讲道时，我讲过这段经文。但当

时你们大多都不在场，而且当时你们大多还不是基督徒。但今天

我想强调另一个要点，因为这段经文太奇妙了，我可以讲上几篇



 

 

道，篇篇都不重复，因为这段经文的内容极其丰富！这段经文真

让我着迷，我读了又读，真是百读不厌，越读越觉得宝贵。而且

每次思考这段话时，就会有更多丰富的内涵向我显明出来。但今

天我只想带出一点：属灵卓越的秘诀。 

耶稣喂饱五千人后，紧接着就在海上行走 
耶稣在海上行走的事情，就发生在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

马太福音 14章 21节刚记载完这件神迹，紧接着 22-33节就说：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

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

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

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

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

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

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

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

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

真是神的儿子了。” 

这段经文真奇妙，引人入胜。很多人都讲喂饱五千人的事，

我还从未听过有人讲这段经文。我听了很多关于喂饱五千人的讲

道，想必你们也听了很多，为什么没有人讲海上行走呢？多么奇

妙的记载！ 

三本福音书作者都是目击证人，都记载了这件事 
你知道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吗？因为如果没有四本，我就无

法拼出整幅图画，找出种种问题的答案。神真是太好了，给了我

们四本福音书，而不是一本。将四本福音一并来看（当然这段记

载出现在了三本福音书里，并非四福音），我们就有了一幅完整图

画。 



 

 

这幅图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写下这段记载的都是目击证人，

否则根本写不出来。这是目击证人亲口讲述的事件。我越思想、

查考这段话，就越发清晰：这是在现场的人写下的。如果是道听

途说，那么就会漏洞百出，我们现在就可以戳穿。我们都是训练

有素的人，讲究科学、精确，谁稍有差错，我们立刻就看得出来。

但奇妙的是，这段记载没有交待的内容以及心照不宣的内容，比

直抒明说的内容更加准确。这是见证人笔下常见的情况，有些事

实他们已经心照不宣，透过他们的写作，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们的

心思，明白这段记载的背景资料。 

将三段记载放在一起：一段是马太福音，一段是马可福音，

一段是约翰福音。提到这三本福音书，其实三本福音书是代表了

十二使徒中的三位。 

惟有路加福音不是出自十二使徒，而是跟保罗有关的（因为

路加跟保罗关系密切），路加福音属于保罗体系。保罗并非十二使

徒之一，这件事他不在现场。所以很有趣，记载这件事的三本福

音书都有使徒背景：一个是使徒约翰本人，一个是使徒马太本人，

另一个是马可。马可不是使徒，但他是彼得的翻译，彼得无论去

哪儿讲道，都是马可帮他翻译成希腊文的，这一点可以从早期教

会史料中看见。马可福音其实是彼得的作品。所以这段记载来自

三位使徒：马太，彼得和约翰。真不简单！更重要的是，他们都

是目击证人。 

地理背景帮助我们明白来龙去脉 
我来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不妨画一幅图画，先设好东南西

北，早晨的太阳应该在东边。假设现在你在加利利湖，加利利湖

大概宽 13公里，长 21公里。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就发生在加利利
湖东边的山地上。 

我相当熟悉美丽的加利利湖，因为我在以色列读书时独自在

那儿逗留了一段时间。这 13公里的路程，汽船要行驶二十分钟，
我曾坐过汽船去到对岸。对岸就是经常发生战事的戈兰高地，比

如六日战争等等。现在有一只小船正划向对岸，汽船只需二十分



 

 

钟，但用桨划过这 13公里的水路，抵达对岸，倘若不是逆风，而
且是这些身强力壮的渔民划桨，那么通常要花上两、三个小时。

记住：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划到对岸！ 

众人要拥戴耶稣为王，所以耶稣打发他们离开 
图画是这样的：日薄西山，主耶稣在湖畔叫众人散开，22节

说，“他叫众人散开。”惟有约翰福音交待了一些背景，如果没有

约翰福音，我们就无从知晓了。原来喂饱了五千人之后，众人想

拥戴耶稣为王，这件事记载在约翰福音 6章。但主耶稣根本不愿
意，他不愿成为众人拥戴的犹太王，便解散了群众。而使徒们热

血沸腾：耶稣他们的主快被拥戴为王了。于是主耶稣吩咐他们上

船：“你们到对岸去吧，我会在对岸跟你们会合。”他们想：“你怎

么去到对岸呢？”他说：“别担心，你们只管上船走吧，我好解散

群众。” 

他打发门徒到对岸去，因为这些属血气的门徒正兴高采烈，

他们的老板就要成为以色列王了，他们也要成为宰相、财政大臣、

外务大臣等等朝庭大员，这种念头真让他们兴奋不已。于是主耶

稣说：“现在你们上船离开吧，我要解散群众。”这个时候天色已

晚，日薄西山，群众也散去了。主耶稣便上了山（就是戈兰高地

附近），安静祷告。从那片高地可以望见加利利湖对岸，主耶稣就

在那儿彻夜祷告。 

暴风骤起，门徒们行船艰难 
耶稣正祷告之际，天起了大风。这是西风，直吹过加利利湖。

上一次跟我一起在Magog营里划独木舟的人，就领教过一点划船
中遭遇大风的滋味。我们划出去一个小时，却用三个小时才划回

来。两位姐妹等我们回来吃午餐，等啊、望啊，小船还是没回来。

她们肯定非常担心，我们本该一点钟回来吃午餐，结果大概两点

半或者三点才回来，迟了好几个钟头！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回来，

因为没有将风的因素预算在内。我们尽力迎风而上，真是筋疲力

尽。那风还不算大，相当温和。本来一个小时的水程，我们迎风



 

 

划了三个小时。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了，门徒们在划船过湖，从东向西，大

概 13公里，却遇上了逆风，圣经说“风不顺”。好大的风！他们
挣扎着划船。这些是身强体健的人，不要以为第一批使徒是身材

瘦小、知识分子那种类型的人。错了！他们是渔民，身强体健，

我可不敢跟哪位吵架，他们可是健壮型的。此刻他们奋力划桨，

青筋暴露，却没什么进展！他们在逆风而行，船根本走不动。 

“夜里四更天”，真是一片漆黑，不见太阳，风声呼啸。这些

壮汉奋力划桨，一直划到夜里四更天。你知道四更天是什么时候

吗？是黎明的时候，大概凌晨三点到六点。他们划了一夜的船，

一直到天快亮了，还在风中挣扎。 

门徒们见到耶稣，以为是鬼怪 
你知道他们走了多远吗？约翰告诉了我们，他们走了十里多

路（约 6:19），就是五、六公里。我说过，加利利湖大概宽 13公
里，他们整夜逆风而行，只走了五、六公里。五、六公里到了哪

儿呢？恰恰就是湖中央！而且又是黎明的时候！他们非常沮丧，

不禁思忖：“这样逆风而行，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呢？现在大家都累

了，一夜没合眼。白天已经忙活一整天了，别忘了喂饱了五千人，

要分派鱼、饼，收拾零碎。我们忙碌了一整天，现在又整夜没合

眼，划船到黎明，停在了湖中间！”这种情形真让人高兴不起来。 

想一想当时的情景。大概凌晨四点钟，东边现出了鱼肚白，

渐渐转为金色；狂风大作，海浪砰訇，浪花飞溅，雾霭蒙蒙；眼

前一片苍茫，耳畔风声呼啸。想一想划船的情景，要知道，他们

不是在划独木舟，而是划桨行船。想必你懂得一点划船，划船是

背对着船头，向后划行，所以我不大喜欢划船。之所以要向后划，

因为能够运用全身最强的肌肉，可以靠在桨上，全力而划。这一

点非常重要，所以门徒们是面向东方，向西划行。 

门徒们就这样划着船，此刻已经筋疲力尽，眼前的天空渐渐

泛白，又渐渐泛金光，后面的天空依然漆黑，风依然不顺。接着



 

 

发生了什么呢？几双疲惫的眼睛正望着黎明的天空，突然间看见

一个人朝他们走来。这可真是大事不好了！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遭遇大风、体力不支等等，现在又看见一个人在海上行走。他们

再也经受不住什么打击了，我想当中有的人可能想跳海了：“我受

够了！” 

耶稣离门徒不远，原因有二 
一个重要观察是，那人离门徒不远。来分析一下，就可以一

目了然。门徒们看见主耶稣时，他已经走近了小船。得出这一结

论并不难，不必像福尔摩斯那样精推细敲。首先，他们能够听见

对方说话，别忘了当时是大风呼啸，这种情况下，人在远处说话，

你根本听不见；但他们听得见耶稣对他们说话。耶稣立刻就知道

他们害怕了，他不想他们害怕，就说：“是我，不要怕！”他立刻

安慰了他们，消除了他们的恐惧。留意彼得也能够跟他对话。所

以显然他们相距不远，大概三、四十米左右。 

其次，我已经提过，浪花飞溅、雾霭蒙蒙，能见度很低。而

且圣经说彼得后来也向耶稣走过去。我想彼得不可能走过半个湖，

虽然他的确走了一段路。 

门徒害怕情有可原，因为鬼怪不可小觑 
那个人物一出现，这些身强体健的门徒们怎么样了呢？在船

里缩成一团。圣经说他们“害怕，喊叫起来”（太 14:26），因为
以为见到了鬼怪。他们竟然怕鬼！你怕鬼吗？你说：“我才不怕呢，

那是迷信！”不错，你真勇敢，不过等到见了鬼，我倒要看看你有

多勇敢了。 

我听说在马来西亚有些人不信世上有鬼怪，觉得荒唐可笑：

“哪里有鬼怪？完全是胡诌八扯。”另一人说：“你们真的不信？

好吧，跟我来，我会让你瞧瞧。”他就带他们去了公墓园，他们说：

“你想拿坟墓吓唬我们？没问题！”他说：“错了，我不是拿坟墓

吓唬你们，现在你们看仔细了。”结果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他们完全不把鬼怪当作一回事，这人就将竹棍插进一座坟墓里，



 

 

念了咒语。我警告你千万不要小觑鬼怪，因为鬼怪是非常真实的，

捉弄不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有的人却不知道这一点。这些

人觉得现在是物质社会，没有人会相信鬼怪。我告诉你，不要招

惹鬼怪。 

跟我讲这件事的人，他本身就是当事人，并非道听途说来的，

他就在现场！他说：“这人将竹棍插进坟墓里，冲竹棍念了咒语。

我看见一个人顺着竹棍就升了上来。”在场的人一下子大惊失色，

这些自称“不怕鬼怪”的人，现在吓得魂飞魄散，仓惶逃命。鬼

怪是捉弄不得的，不要以为我们二十世纪的人这么聪明，谁还相

信鬼怪呢？ 

要知道，这些使徒知道鬼怪，不敢视为儿戏。他们之所以害

怕，正因为知道鬼怪的能力，不禁害怕得喊叫起来，直到听见那

安慰的声音：“是我，不要怕！”前面还有一句话是“你们放心”，

这是主耶稣的典型用语，他这句话在新约说了 7次，此外再也没
有人这样说过。“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为什么彼得踏进水里，走向耶稣？ 
耶稣又做了第二件事。但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彼得踏进水

里，走向耶稣呢？难道他已经等不及耶稣走到船上了？你怎么看

呢？你说：彼得这家伙真是太鲁莽了！他听见耶稣说“是我，不

要怕”，结果怎么样呢？他不但不怕了，还在风浪中站了起来，对

耶稣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

回答说：“你来吧！” 

请注意，主耶稣并没有责备彼得——“你怎么说出了这种蠢

话？难道不知道只有我才能在水面上行走吗？”耶稣也没有说—

—“别犯傻，求一些实际、有用的东西吧，在水上行走有什么用

呢？”主耶稣根本没有责备彼得，是不是很奇怪？他只是说：“你

来吧！你给出我一个难题，要来我这儿？尽管来吧！” 

彼得在水上行走——追求属灵卓越 
彼得做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想谈论的：卓越、超群的信心。



 

 

难怪彼得与众不同。尽管彼得有软弱、失败，但他却追求拥有卓

越的信心。出类拔萃！我看见彼得非常出众，其他人都只顾自己，

躲在船上，根本没有想到要从水面上走到耶稣那儿，你会这样想

吗？如果你当时在船上，会不会这样想呢？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

这样想。但彼得立刻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

那里去。”耶稣回答说：“你来吧！” 

换作是你，刚说了“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回

答说“你来吧”，也许你会后悔：“为什么我求这种事呢？”你抬

起腿，看见风浪，便说：“主啊，下次吧。等风平浪静再说吧，现

在太可怕了。或者是等到快靠近湖岸的时候再说吧，现在就在湖

中央，加利利湖太可怕了，太深了。等靠近岸边再说吧，至少如

果沉了下去，我还可以游到岸上，或者我双脚可以踏到湖底，但

湖中央太深了！你先平静风浪怎么样？你平静了风浪，我就会走

到你那儿去。”彼得的出色之处在于，他根本没有问这些事情，他

说：“主啊，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过去！” 

真了不起，这就是我说的信心卓越。彼得抬腿踏出小船，你

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吗？他一脚踩在了水上：“哇，水在托着我。”

于是他又踏出了另一只脚，水依然托着他，他在水上走了起来。

海浪翻腾，他被吹得东倒西歪，尽量保持平衡，在水上行走。真

了不起！这就是彼得信心的与众不同之处。 

他不怕向前走，至少开始的时候不怕。可是走了一小段，他

突然反应过来：“我在做什么？”他回眸一望，看见船已经落在了

后面，而向前到耶稣那儿还有一段距离，他突然吓出了一身汗：

“我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出来呢？”他犹豫了；一犹豫，就

开始下沉了。 

耶稣正从船旁走过，彼得请求到他那里去 
可是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还没有解答：为什么彼得不等耶稣

走进小船里呢？为什么他要走过去见耶稣呢？你知道为什么吗？

难道他急不可待了？根本不是！所以我说你必须看全部记载，将

整幅图画拼在一起，便一目了然。看一下平行经文马可福音，就



 

 

明白原因了。马可福音 6章 48节做出了交待，原来主耶稣并不是
在走向小船，而是从小船旁走过。马可福音 6章 48节最后一句话
说，主耶稣“意思要走过他们去”。现在就一清二楚了，你明白了

吗？ 

为什么主耶稣不径直走向小船呢？有一个原因显而易见，因

为他知道门徒有多害怕，至少看见一个鬼怪不是冲着小船过来的，

而是从船旁走过，感觉还好一些。他顾念到门徒们会害怕，知道

他们信心小，即便告诉他们别怕，也许还是不足够。他没有在风

浪中直接走向他们，因为这会吓着他们，所以他是在他们身旁走

过。但彼得的耳朵很敏锐，听见那个声音说“你们放心，是我，

不要怕”，便立刻认出了是主的声音！ 

彼得看不清耶稣的面貌，却认出了他的声音 
首先要留意的是，彼得认出了声音，但他看不见那人的脸。

你们看得到这幅图画吗？所以我说这幅图画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

要，稍有差错，立刻就看得出是作者杜撰的。我说过，这段记载

没有写下来的内容，反而比写下来的告诉你更多的东西。这里只

说四更天，由此可知是黎明之际。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从哪个方向

走过来的，要记住：主耶稣是背光而来的。东边现出了鱼肚白，

他是从东边走过来的，只能影影绰绰看见一个黑黝黝的轮廓，还

看不见面貌。所以并非主耶稣不想他们看见，而是因为他背光而

来，他们看不见，只看见主耶稣的人形，正逆着黎明之光朝他们

走过来。惟一的分辨方法就是凭声音，就好像我打电话给你，你

接起来一听，往往不必问“哪一位”，你听见我的声音就知道是我

了。彼得听见那个声音，就知道那是耶稣的声音。 

发现了（并非看见，而是听见）那是耶稣，发现他正从船旁

走过（这正是关键），彼得便想：“主正从我们身边走过，风这么

大，我们要落后了。他要去对岸，我却在船上。”于是彼得说：“主，

如果是你，请叫我走到你那里去。我希望跟你走到对岸去，请不

要把我丢在船上，不要从我身边经过，带上我去对岸吧。”现在你

明白这幅图画了吗？原来如此！要知道，并非再等几分钟耶稣就



 

 

会抵达小船，耶稣正从船旁走过，不会来到船上。难怪彼得请求

主耶稣带上他：“我想跟你一起去，主啊，请你不要把我丢在这儿。”

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马上回应，真了不起。除了耶稣，

除了彼得，还没有人在水面上走过。 

彼得在水面上一犹豫，就开始下沉 
再看看这段记载，彼得走向了耶稣！他是走了两步还是二十

步，这并不重要，其实没有人能够在水面上走上一步，不信你就

试一试，看看能在水面上走多远。你一步都走不了，脚一伸进水

里，就沉了。留意彼得已经朝耶稣走了一段路，可是他犹豫了！

害怕了！切记：惧怕跟信心是相悖的。惧怕的人是没有信心，有

信心的就不会惧怕。信心越大，惧怕越少，这正是美丽之处。没

有勇气，整天担惊受怕的人，他是没有信心的。人需要有勇气，

才能有信心。 

接下来彼得开始害怕了，留意这几个字：“将要沉下去”。你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见过人将要沉下去吗？不妨去游泳池试一

试，一脚踏进水里，看会不会“将要沉下去”，看用多久才能沉下

去。你试过吗？不妨亲自去游泳池体验一下。你一踏进水里，不

是“将要沉下去”，而是立刻就沉下去了！留意这几个字：他“将

要沉下去”。真是不可思议，没有人会将要沉下去，你一踏进水里，

立刻就沉下去了。 

其实还没等你开口说“主”字，水已经灌到了口里，根本没

时间说“主啊，救我！”我敢肯定，如果你反应快的话，也许只能

说出“主啊”；至于“救我”，则根本没时间说出来，你是一下子

就沉下去了。但这就是这段记载的美丽之处。仔细读圣经，这里

的意思是说，他一害怕，就开始下沉了。即是说，他并没有完全

丧失信心，而是开始害怕，开始下沉。换言之，他下沉的时刻，

主也在托着他。如果主任由他下沉，那么他一下子就会没在湖里，

丧命了。但主一直在托着他，他慢慢下沉。主在让他学习属灵卓

越的功课：“彼得，你有一个好开始，但还要继续追求属灵卓越。” 



 

 

彼得追求高标准，好达到属灵卓越 
你要是准备好了去学习属灵卓越的功课，就会经历到很多令

人兴奋的事情，因为神的手会托着你。你要追求卓越，追求最高

标准，而不是得过且过，平平庸庸。这就是奥斯瓦德·章伯斯

（Oswald Chambers）说的“竭诚为主”。要追求最高标准，就好
比学习，你争取拿九十八分，可能只得了八十分；可是你争取拿

八十分，结果可能刚刚及格。你追求最高标准，那么即使失败了，

你所达到的地步也会比别人高。彼得追求最高标准，所以虽然他

失败了，甚至跌到了最低点，可是他所达到的地步也比我们大多

数人高。当你追求卓越，那么即便你的最低水平，也是大多数人

所望尘莫及的。 

彼得开始下沉，主托着他，让他慢慢下沉，让他学习这个功

课。于是彼得再次转向主，呼出了“主啊，救我”这句话。他再

次呼求主，主做了什么呢？这里记载说，主伸手拉住他，将他扶

了起来。接下来主做了什么呢？是不是背起彼得，走回船上呢？

不是，那么彼得是如何回到船上的呢？是不是主耶稣拉着他回到

船上的呢？主让彼得又走了回去。彼得走向耶稣，然后又走了回

去！你有何想法呢？你认为耶稣会一路扶着他走回船上吗？主让

彼得又走了回去，好让他学成属灵卓越的功课，真奇妙！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五个关于属灵卓越的功课 
总括来说，我们在此可以学到一些信心功课。到底可以学到

什么属灵卓越的功课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还是先从属

灵生命的启蒙课、信心的启蒙课开始学起吧。要想达至属灵卓越，

就得有个开始，要瞄准目标，向着那标竿前进。下来我要讲解信

心的特点，讲解一些关于信心的属灵原则，这些原则、特点在信

心的不同阶段都运用得上，既适用于初信的基督徒，甚至初次接

触主耶稣的非基督徒，也适用于资深基督徒，总之我们一生都运

用得上这些原则。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正打算走向耶稣，那么

你就是已经迈出了信心的一步。是信心战胜了世界，踏进海中（海



 

 

即世界）行走。主耶稣在海上踏步行走，“我已经胜了世界”。 

① 信心来自听耶稣的话 
来看一看信心的特点，我想提出五个信心的本质或者说特点、

结构。首先，信心来自听道。留意彼得根本没有看清耶稣，没有

一个门徒看清了耶稣，所以还以为是鬼怪，他们根本认不出他来。

惟一辨认的方法就是透过声音，信心是来自听道。罗马书 10 章
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一点真奇妙。 

在约翰福音 10章 3-5节以及 16节，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
声音。如果你是他的羊，就会听他的声音，认得出他的说话声。

现在你周复一周听主耶稣的教导，你认得出耶稣在跟你说话吗？

如果靠神的恩典，你认得出是耶稣在向你说话，认得出这些是真

理的道，是大能的道，那么你就是已经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你

开始认出了他的声音。 

我经常发现，有些人只需要听一次讲道，他们一听，就说：

“这是真理，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当然没有人行在水上，但我

们并非在谈普通人，而是在谈耶稣，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

么相信他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呢？如果耶稣不能征服

世界、胜过世界，毁灭世上罪的权势，那么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呢？

如果他不能征服世界的狂风骇浪，那么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呢？他

能为你做什么呢？一无所成！可是当他走进小船，他们都拜他：

“现在我们知道了，亲眼看见了，你是神的儿子。”但这一切的起

点就是听道，听道并且认出他的声音。奇妙的是，每一个真正耶

稣的羊，即便他从未听过圣经的话，但初次一听，他就会认出真

理的声音。 

这一原则贯穿了始终，并非局限于初信徒；即便信了很久的，

也要学习分辨耶稣的声音。随着属灵生命的成长，你甚至还要学

习听圣灵向你说话的声音。我曾分享过，有几次主直接向我说话，

我听得真真切切，认得出是他在对我说话。但属灵生命永远在进

深，属灵卓越永远有更高峰。你可能在小学拿了九十分，但这并

非终结，正因为你在小学成绩优异，所以你还要继续在中学、大



 

 

学等等拿九十分，属灵卓越总有更高峰要攀登。 

② 信心来自看见耶稣的宝贵 
其次，透过听道，就会经历到耶稣。因为你听见他的声音，

便回应他，就经历到了他，现在你开始珍视耶稣，开始敏感到他

的价值和奇妙，深深被他吸引了。 

正因为彼得非常珍视耶稣，所以不愿落后。如果你并不珍视

耶稣，那么他走过的时候，你就会说：“慢走！我们一会儿在对岸

见！”但彼得可不愿这样，他不愿耶稣就这样走过去，他说：“如

果你去，就带上我，我不想落后，不想跟你分开。主啊，你去哪

里，我也想去。” 

路得记体现出了门徒培训的概念：“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

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死，也葬在那里。

我不会让你走，不要离我而去，不要丢下我。”彼得看见耶稣走过，

就想跟他同去，因为他珍视耶稣。这就是我们需要有的态度，也

是每个基督徒需要有的态度：珍视耶稣。比如彼得前书 2章 7节
说，“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 

你是因为相信他而觉得他宝贵，还是因为他是宝贵的，你才

相信他？是哪一个原因呢？其实两个原因都有，而且二者相辅相

成，是一个良性循环。你越相信，就越会回应他的呼召，越会经

历到他的宝贵；而你越经历到他的宝贵，也就越会信靠他、相信

他。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不断盘旋向上！这就是属灵卓越之

路，真美妙。首先你听到了耶稣的话，接着就被耶稣吸引了。在

约翰福音 12章 32节，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
引万人来归我。”你觉得耶稣吸引你吗？你听了他的道，感受到那

份吸引了吗？这就意味着你里面有了信心，你的信心敏感到耶稣

在吸引、牵动你，因为他对你来说越来越宝贵。 

③ 信心就是顺服耶稣的命令 
第三，信心就是顺服耶稣的命令。再回到这幅美丽的图画，

彼得并没有立刻踏进水里，走向耶稣。为什么彼得说“请叫我从



 

 

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呢？为什么他不干脆踏出船外行走呢？因

为彼得是个门徒，他明白信心的原则，明白如果耶稣不呼召、命

令他，他就不能做，不可能自己就这样走过去。所以他请求耶稣

叫他走：“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

得没有自行走动，他等候耶稣的命令，耶稣说“你来吧”，他就走

了出去。可见信心就是顺服耶稣的命令，按照他的吩咐行。既然

信心是顺服，是不是代表说信心是完全被动的？当然不是。 

④ 信心涉及到了完全委身 
第四，信心涉及到了委身，是完全委身（我已经提及不止一

次了）。回到小船这幅图画，彼得抬脚走进了水里，如果这不是委

身，我真不知道什么是委身了。你不妨试一试在风浪中从小船里

走出来，下到水里，就会知道什么是委身了。我的泳技相当不错，

可是要在风浪中、在湖中央从小船里出来，下到水里，我就得三

思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再回到船上就很难了，风浪、急流

会将你裹卷而走，即便泳技很好，恐怕也游不过半个湖。 

况且凌晨的时候，水冰凉刺骨，还没等游到对岸，可能就冻

僵了。游长泳的人都懂，长泳的大敌就是寒冷，整个人可能会冷

得失去知觉、完全瘫痪！寒冷真是个致命、可怕的大敌。有些弟

兄姐妹也知道，上次他们尝试在Magog湖游泳，几乎冻僵了。即
便游泳健将，也最忌惮寒冷。 

彼得并非自以为泳技高超，所以才走进风浪；这不是游泳的

问题，这是委身，是完全委身。耶稣说“来吧”，他就走了出去。

现在他是完全委身于耶稣的话，要是耶稣错了，彼得也就搭上了

性命，他将自己押在了耶稣的这个字上：“来”。彼得只得到了一

个字，我们却有整本圣经。彼得得了一个字“来”，就走进了水里。

这个“来”会不会托住他呢？耶稣的一个字够不够呢？这就是信

心的勇气，完全委身！因为他认出了这个声音，看耶稣为宝贵，

现在他就委身走了出去。 



 

 

⑤ 信心是积极主动的 
最后还有一样，是不是说既然信心是顺服——回应他的呼召，

遵行他的命令，完全委身——所以信心就成了机械化的、被动的？

根本不是！要知道，信心是积极主动的。留意彼得并没有说“耶

稣没有召我，我坐在这儿等着就行了”。耶稣也没有召其他门徒，

彼得完全可以说：“我冒出了这种想法，好像很荒唐，因为耶稣并

没有说什么，我最好等着他召我吧。”要知道，你之所以在属灵生

命上经历甚少，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求。使徒雅各说，“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雅 4:2）。 

可以说，这是属灵卓越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积极主动的信

心。你不是坐而等待事情来临，而是求神成就，这就是信心的灿

烂、卓越之处，敢于说——“主啊，即便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你

叫我做，我就愿意去做。”这正是圣经中的信心伟人跟普通基督徒

的不同之处，他们会向主求，即便主一声未出。 

具有积极主动信心的圣经伟人 
就说雅各吧，他抓住天使不放：“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

去。”你说：这人真是厚颜无耻，竟然求这种事情。如果他要祝福

你，就会祝福你了；他不愿祝福你，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你得客

气点，他不愿祝福你，你却说“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这是

成何体统，太粗鲁了。赞美神！神喜欢这种粗鲁人，只要他是凭

着信心执着不放。天使不断说：“你让我离开吧，我得走了”。雅

各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他坚持要得到祝福，不愿

放弃，这就是信心卓越，锲而不舍，求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 

再比如亚伯拉罕，另一位信心伟人。想一想亚伯拉罕的脸皮

有多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说：“主啊，假若所多玛城里

有五十个义人，你可以不毁灭它吗？”主说：“好！”“假若四十个

呢？”什么？刚说了五十，现在又说四十。“四十？也行！”“主啊！

既然四十也行，那么三十怎么样？”你说：这人脸皮太厚了，神

说四十也行，现在你又说三十。亚伯拉罕说：“主啊，我还没说完，



 

 

请你别生气，容我再问一次，十个怎么样？”十个？你想：这个

时候神一定会对他不耐烦了。可是神没有不耐烦：“十个？好吧，

十个也行。”亚伯拉罕执着不放，这就是卓越的信心，求一些闻所

未闻的事情。神何曾宽容过一个犯罪的城市呢？神要毁灭所多玛，

谁能站在神与所多玛中间呢？亚伯拉罕就站在了破口上，为所多

玛求情。这就是卓越。 

看一看希伯来书 11章，整章都是在写信心。有没有平庸、普
通的信心？根本没有，每一个故事所展现出来的信心，都是信心

卓越的典范。摩西放弃埃及的荣华富贵，这是平庸吗？根本不是！ 

即便完全委身了，卓越程度也有所不同 
但要知道，即便完全委身了，卓越程度也有所不同。不要以

为完全委身本身就是卓越了，当中还有很多不同的程度。想一想

小船里的门徒，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每一位都抛弃一切跟从了

耶稣，都是完全委身的人。可是在完全委身的人当中，只有彼得

一人追求更上一层楼，超乎了完全委身。完全委身当中还有更高

的程度。 

彼得走进了水里，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小船里完全委身，

但他走出了小船去完全委身，这就是卓越！愿神赐给我们一些不

甘于平庸的人，能够说：“神啊，让我们成为你希望我们成为的人。”

向神求！看看神是不是永生神。我们怕挑战，他可不怕挑战。 

信心的结果：首先是得胜 
这种信心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看到了三样事，首先，这种

信心是得胜的。你是失败的基督徒吗？你整天一副愁眉苦脸，因

为被世界的风浪打倒了。你无法征服世界的风浪，反而被世界打

倒了。你遇上了麻烦，被风浪击打、裹卷。但这是得胜的信心，

是胜过世界的信心。而且奇妙的是，即便被打倒了，还是得胜的，

这就是卓越信心的特别之处。即便他开始下沉，依然看得见神的

拯救大能。就在开始下沉的时候，这本身也是个神迹：他没有一

下子就沉没在海浪中。这是荣耀、得胜的信心。 



 

 

其次，在我们的软弱、失败中，看见信心的能力 
其次，这种信心是有能力的，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你以为

在水上行走难得倒神吗？想必你们很多人会想：“不可能，谁在水

上走过呢？”不错，没有人在水上走过，因为你的神没有能力帮

助你在水上行走，你的神太弱了。有人可能听说过，在二十世纪，

印度伟大的神仆孙大信靠神的能力，就行过类似的事。今天的这

位神，依然是当初行了奇事的那位神。可是你们都好像在听天书，

因为还没有经历到他。而你之所以没有经历到他，是因为没有这

种优质的信心。你越追求卓越的信心，就越不会对这些事情大惊

小怪。神能够行这些事。 

神让你行在水上有什么困难呢？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如果神只能做人所能做的事，则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呢？我在

与神同行的岁月里看见了很多神迹，层出不穷！在水上行走，我

不会觉得奇怪，我目睹了太多神迹奇事。然而这些神迹是给那些

在信心里追求卓越的人的，好像彼得，尽管他也有软弱、失败、

短处。感谢神，走出来的是彼得；如果是约翰，我就会望洋兴叹，

因为我无法跟约翰相比，他太优秀了，那么慈爱、温柔。我会说：

“主啊，约翰这种人，我根本不能望其项背。”至于彼得嘛，我们

还有机会，因为彼得失败了那么多次。然而尽管他有很多失败，

但他是个追求卓越的人。所以我能够说：“主啊，谢谢你，虽然我

有很多失败，可我还是愿意追求卓越，以至于得到从你而来的卓

越，不是我的卓越。” 

第三，信心能够荣耀神，讨神喜悦 
第三点是，这种信心能够荣耀神，讨神喜悦。惟有信心才能

讨神喜悦，所以希伯来书 11章 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
的喜悦。”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这种信心？ 

也许你的信心还在初级阶段，也许你刚刚做基督徒，刚刚听

见耶稣的声音，还看不大清楚，狐疑不定，但是你在勇敢地向前

走，那么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 11章 40节，主耶稣



 

 

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不能

等到看见神的荣耀才相信，圣经的原则是颠倒过来的，你想看见

神的荣耀吗？那么你就相信吧。神要求你首先要信靠他，这是途

径。决定条件的不是我们，而是他。 

努力奔向标竿，成为卓越！ 
你知道信心卓越吗？我祷告求神，但愿这间教会能够明白什

么是卓越。我也为参加培训的人祷告，因为我真为他们担心，也

为自己担心，其实这是最让我害怕的事，就是我们也变得平平庸

庸，不能荣耀神。要想荣耀神，就必须有信心。如果参加培训的

人平平庸庸，那么恐怕我的任务就失败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旨

意也最终会落空。所以我们要像保罗说的那样，“向着标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成为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