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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第十四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過兩天是逾越節、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在馬可福音中，找到了耶穌的行蹤：祂

星期日凱旋的進入了耶路撒冷，星期一回到城中清理聖殿，

星期二重回城中，還預言聖殿「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地基上

不被拆毀」。當晚又到橄欖山，與門徒傳講末日來臨的預

兆。「過兩天是逾越節」應指星期二以後的兩天。記得我們

以前提過，一日的開始是由前一天晚上六點開始算，所以逾

越節很可能是星期四晚上，而耶穌基督是在星期四釘在十字

架上的。如果是星期五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很難在墳墓中呆

上三天三夜。但如在星期四釘十字架，則可在安息日以前將

祂埋葬。又因逾越節而形成的雙安息日的關係，這樣便有了

整整的三天三夜。這只是一個假想，信與不信均無不可，要

緊的是基督為我們死。不論祂在那天釘十字架，對我們的救

恩毫無關係，有些人為此事而爭論不休，而我認為這只是小

事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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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兩天是逾越節、又是除酵節．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

用詭計捉拿耶穌殺他．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

生亂。(馬可福音 14:1-2) 

現在他們決定處死耶穌，但是他們不希望在逾越節時執行。

但他們卻又不能控制耶穌在哪天被處死，因為這一切都是耶

穌自己在控制。為了實現舊約中象徵在埃及為贖罪而死的羔

羊，祂應該是在逾越節時釘十字架才對。雖然他們想避免耶

穌在那一天釘十字架，但結果耶穌還是在那天被釘十字架

上。所以我們紀念逾越節，是紀念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

罪，使我們離開罪惡的捆綁。不需要再回想到埃及的那回事

了。在猶太歷中，一個成年男子，必須在這三個節日中，呈

現在神前：逾越節、五旬節及住棚節。當然，逾越節是紀念

神將他們的祖先由埃及的捆綁中拯救出來。這拯救包括了羔

羊的犧牲，作一家人羔羊，擘開無酵餅，又將那擘開的餅藏

起來。這整個逾越節帶給了我們那麼多難以置信的象徵！為

什麼要擘開？為什麼要將他藏起來？為什麼在節日中，這餅

不見了，而在節日末又出現了？這麼多美麗的象徵，都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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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身上實現了。 

第二個大節日是在逾越節後的第五十天，所以叫五旬節。那

天是慶祝初熟的果子。他們那天到田地去將麥捆綁成束獻給

神。在他們沒有獻給神之前，其它的新熟的麥子是不能收割

和買賣的。所以在五旬節聖靈充滿教會，意義重大。彼得在

五旬節傳道，使兩千人加入教會，這是教會初熟的果子！各

位，那初熟的果子，到現在還在結果呢！神一直在為耶穌基

督建造一個身體，那就是教會。  

第三個節日是住棚節，他是紀念神在保守他們祖先在曠野生

活四十年後，帶他們進入那應許之地的神蹟。他們說“曠野

的生活已過，我們將進入美好應許的日子”。這一節日在新

約中，尚未應驗。但我不難想像得出。在住棚節耶穌將再

來，建立祂在地上神的國度（那不是教會被提。教會被提的

那天，隨時都可能發生）。因為這樣，神便完全了藉由基督

所立的新約節日。因耶穌釘十字架而死，神羔羊為世界的罪

被殺，使逾越節得以應驗。因教會帶來的初熟果子，聖靈的

充滿，神偉大的初熟果子使五旬節得以應驗。但住棚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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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來重建神的國度時才能應驗。那時祂將帶領我們離開曠

野，進入美好的國度。 

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但耶穌有祂自己的計劃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

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

耶穌的頭上。(馬可福音 14:3) 

在習俗上，這香膏是由印度進口，價錢非長昂貴。一個主

人，在客人進屋時，給你在身上輕抹一點，我不太懂這些東

西，我想就像我妻子用香水一樣。但這女子是將整瓶打破，

整瓶澆在祂身上—不是用抹的。 

有幾個人心中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馬可

福音 14:4) 

在約翰福音中，我們知道那人便是加略人猶大，他說這話 

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

存的。(約翰福音 12:6) 

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馬可福

音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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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一人一天的工資是十分之一兩銀子，所以這瓶香膏是一

個人四分之三年的工資 

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賙濟窮人．(馬可福音 14:5) 

可憐的猶大，只看到錢！ 

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馬可福音 14:5) 

耶穌說、由她罷．為甚麼難為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

美事。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

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她所作的、是盡她所能的．她是為

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馬可福音 14:6-8) 

這時候我們看出，耶穌知道祂不久將死 

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

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念。(馬可福音 14:9) 

請注意，耶穌不但知道祂將死，而且知道這福音將傳遍全

球！祂說「祂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身上，我實

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

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紀念」，所以我們今天傳福音，也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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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女子的事蹟。有人問「為什麼要浪費香膏？」請聽我說：

「任何給耶穌或為耶穌所作的事都不是浪費」。使徒保羅告

訴我們在主裡的勞苦不是徒然的。我作過也計劃過不少的事

情，但最後都是浪費。但我為主所作的決不是浪費。 

十二門徒之中有一個加略人猶大、去見祭司長、要把耶穌交

給他們。他們聽見就歡喜、又應許給他銀子．他就尋思如何

得便、把耶穌交給他們。除酵節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

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說、你喫逾越節的筵席、要我們往那

裡去預備呢。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進城

去、必有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著他。他進那

家去、你們就對那家的主人說、夫子說、客房在那裡、我與

門徒好在那裡喫逾越節的筵席。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

間大樓、你們就在那裡為我們預備。門徒出去、進了城、所

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到

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他們坐席正喫的時候、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喫的人要

賣我了。他們就憂愁起來、一個一個的問他說、是我麼。耶

穌對他們說、是十二個門徒中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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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

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馬可福音 14:10-21) 

主所指的那人是多麼的可悲？那人還不如不生。這也指每一

個拒絕耶穌基督的人說的。如果你沒有基督作你的救主，你

就沒有將來的希望，而對著的是神的憤怒及審判，那還不如

不生。 

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

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

給他們．他們都喝了。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

出來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 

神的國裡、喝新的那日子。(馬可福音 14:22-25) 

這裡，耶穌給了他們對逾越節一個全新的觀念，當祂將餅擘

開時，祂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又說

「為的是紀念我」。是的，你們不需要再記得在埃及那為你

們流血，為你們犧牲的羔羊了。你們要記得「我」，這樣作

是紀念「我」。「我的身體，我的血」。 

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馬可福音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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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他們唱的是詩篇第一百十八篇，這篇是論及彌賽亞的

詩篇。耶穌唱的是祂自己。這篇詩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

成為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耶和華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

希奇，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和

撒那，和撒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耶穌與他的

門徒唱著歌，離開房間，到橄欖山去了。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跌倒了．因為經上記著說、『我要

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馬可福音 14:27) 

耶穌在這裡是引證先知撒迦利亞。但彼得以為他比先知還

好，為神的話而爭論。但是我們要切記千萬不要爭辯神的

話。我保證任何時候你與神的話爭辯，你的爭辯是錯的。耶

穌說 

「天地萬物都要廢去，我的話永不改變」。 

彼得在爭辯神的話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跌倒了．因為經上記著說、『我要

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往

加利利去。(馬可福音 14: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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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說、眾人雖然跌倒、我總不能。 

看哪！一個大「我」是多危險，彼得說「雖然別人會，我決

不會，主啊！我決不是這種人」。他自誇、他將自己放在別

人的頭上。（第三十至卅一節）彼得繼續不斷的盡力爭論。

其他的門徒也說，他們不會否認耶穌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就在今天夜裡、雞叫兩遍以

先、你要三次不認我。(馬可福音 14:30) 

猶太人一天的開始是從日落、下午六時開始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就在今天夜裡、雞叫兩遍以

先、你要三次不認我。(馬可福音 14:30) 

彼得卻極力的說、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

眾門徒都是這樣說、(馬可福音 14:31) 

彼得繼續不斷的盡力爭論。其他的門徒也說，他們不會否認

耶穌。我相信彼得是說真心話，我毫無疑問的相信他真愛耶

酥，彼得的失敗，不是因為他對耶穌失去信心或愛心，而是

由於肉體的軟弱，過分的自信。我們常對神發誓一些做不到

的事情。多少次你跪在主前說「主啊！求你為我成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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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應我每天都禱告一小時」。你是誠心的立這個誓，但是

主卻搖搖頭說：「算了」！祂知道你是做不到的。對神發誓

是不必要的，我從神那裡得到的東西，不是因為我答應神要

做什麼事情。如果神要給我東西，那是祂對我們的恩典，而

不是因為我配得。 

我們求神給我們東西常加一些理由，而這些理由多半是一些

允許，就像：「…這是我答應為你做到的。神啊！你知道我

什麼也不成，經常失敗，但是我一定要…」，好像是要求神

因為你在主前的應許而給你賞賜。但是神不是因為我的行

為、能力、人品及努力而給我，祂給我當然不是因為我對祂

的應許。他給我全是因為他的恩典，所以我們不用答應神做

什麼事，我只要相信我是祂的兒女，祂愛我，祂會為我做一

切事情，神的祝福便自然的留給那信靠祂、知道是祂兒女的

身上。 

彼得自以為能。有時候越爭辯，越以為自己對。但是當你大

叫的時候，卻露出了弱點。有一個傳道人，他將手勢都放在

講稿中。比如：現在用力向前發拳以加重此點。低下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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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表示失望。他在整個講稿中，都注明了手勢。在其中他

註著說：「現在要大聲叫，因為這是一個弱點」。 

所以彼得也在大叫： 

「既使我死，我也不會否認你」。彼得卻極力的說、我就是

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他們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坐

在這裡、等我禱告。 

客西馬尼，是「橄欖壓榨地」的意思。橄欖山是一個橄欖

園，客西馬尼園，其實不是一個花園，而只是一個橄欖樹

林。而客西馬尼是其中的一個壓榨橄欖之地，他們現在那個

地方 

他們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坐

在這裡、等我禱告。於是帶著彼得、雅各、約翰同去、就驚

恐起來、極其難過。 

很明顯地，耶穌對祂第二天將發生的事，心中不安。可能祂

在流淚。祂的呼吸沉重。祂不像平日的耶穌，可能門徒從沒

有看過祂現在這個樣子。祂對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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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

儆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倘若可行、便叫那

時候過去 

他說、阿爸、父阿 

這裡，“阿爸”是父親的稱呼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 

。請注意在「將這杯撤去」後的標點“：”他代表過了一些

時間。祂說：「如果可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

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這是非常沉重的語詞！我們總

以為背十字架是一件輕鬆的事。耶穌說 

「我為此時而生，因此時而來 

我們只知道祂一切事都能做。但這件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而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我們看到祂第二天勇敢的面對現

實，卻低估了祂在客西馬尼的爭戰。祂是因為在客西馬尼贏

得了勝利，所以在第二天才能如此的勇敢。我們因禱告而得

勝，這是不變的事實。這真正的勝利關鍵，乃是客西馬尼的

戰爭。一旦得勝了，其他一切都好辦。我們真正的戰場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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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禱告的地方！耶穌說 

「當你要劫奪一個強人的房子，你先抓住那強人，然後進

屋。 

我們用禱告，抓住那強人，然後便能進屋取物了。雖然除了

禱告外，你也能作些別的事，但在禱告之前，你不能為神作

任何事。除了禱告之外，你實際上無法為神做任何事。這裏

我們看到耶穌在禱告天父。以賽亞第五十三章第十節中，提

到祂背負我們的罪。「耶和華以祂為贖罪祭，祂必看見後

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祂手中享通 

。「耶和華以祂為贖罪祭，祂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

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祂手中享通 

希伯來書中說： 

：「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羞辱祂 

在這時，耶穌在園中，可能心情非常沉痛，祂說： 

「天父如果可能，求你將這杯撤去 

很可能那時天父讓祂看到一些天上的景像：被祂救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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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在神的寶座旁、祂接過那坐寶座的右手所拿的書卷、長老

獻上眾聖徒禱告的馨香祭、以及聖徒唱詩讚美 

「祂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

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師

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我猜想當祂看到祂父為你、我所做的救贖，及那在天上榮耀

的時刻，祂繼續禱告說：「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

的意思 

祂終於戰勝了。祂的戰勝，是由於祂的降服。祂為神的願望

放棄了自己。如果你不顧神的願望而為自己作戰，你注定要

失敗的。戰勝是由於投降？好像很矛盾。其實一點都不矛

盾。一旦你為神的願望而放棄自己的那時刻，你便進入了勝

利的途徑。耶穌就是因為天父的願望放棄自己的 

祂說：「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 

但是我們常禱告說：「父阿！在你凡事都能，現在我要你作

這個」。但是如果我們接下去說「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

要從你的意思」那將是一個多麼聰明的禱告！降服吧！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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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今夜就向神降服。只要向祂降服，你便能享受到生活中真

正的勝利 

耶穌回來、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西門、你睡覺麼。

不能儆醒片時麼。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

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耶穌又去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

一樣。 

有些人說，禱告不能重複，我想可能耶穌不知道這件事吧 

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他們也不

知道怎麼回答。第三次來、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

歇罷．〔罷或作麼〕夠了、時候到了．看哪、人子被賣在罪

人手裡了 

請注意在四十一節中的標點“：”表示經過了一段時間。祂

第三次回來，看到他們又在睡覺，祂說：「好了，好好的睡

吧！」我想祂一面看著他們，一面說：「你們不能為我儆

惺，現在讓我來看顧你們吧！」這當中經過了多久，我不知

道，也許是一兩小時，也可能是兩三小時，但是我想祂在那

裡一面看顧他們，一面禱告。祂為他們每一個人輪流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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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你是多麼的傻氣，但是你還有許多事要學習，你很

有潛力。父啊，求你加力量給彼得，讓他在改變之後，有力

量去照顧別人，不要讓他喪失信心，求你保守他。約翰，我

知道你對我的愛心……」祂一面看顧他們一面禱告。過了一

段時間，無疑的是耶穌聽到在山下城中大祭司該亞法家中傳

出來的士兵鬧聲、猶大與他們的對話聲、及他們走到客西馬

尼園的聲音。耶穌對門徒說 

第三次來、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罷．〔罷或作

麼〕夠了、時候到了．看哪、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 

起來、我們走罷．看哪、那賣我的人近了。 

說話之間、忽然那十二個門徒裡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

著刀棒、從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那裡與他同來賣耶穌的人曾

給他們一個暗號、說、我與誰親嘴、誰就是他．你們把他拿

住、牢牢靠靠的帶去。猶大來了、隨即到耶穌跟前說、拉

比、便與他親嘴。 

請注意，雖然別的門徒都稱耶穌為主，但猶大從沒有如此稱

呼過。在聖經中一次也找不到如此的稱呼。而在這裡他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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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耶穌，實在難以瞭解。在希臘文中對「吻」有兩個字，一

個是代表友誼的「吻」，就像你在你的小孩的額頭上「吻」

一下一樣，另一是代表情人之間的吻。而這裡，猶大是用第

二種的吻。他這樣作是多麼的令人感到嘔心 

他們就下手拿住他。 

旁邊站著的 

在別的福音中，我們知道那人是彼得 

旁邊站著的人、有一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

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 

還好彼得那時還是半睡半醒，否則可能連頭都要被砍下來。

另外一卷福音中說，耶穌拾起耳朵將他醫好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

我天天教訓人、同你們在殿裡、你們並沒有拿我．但這事成

就、為要應驗經上的話 

為要應驗經上的話 

「神的預言，都要實現」這是無可避免的，也是阻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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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因為是預言一定會應驗，所以對許多事情的發生，我

都不覺得驚奇。不論你如何設法去改變，神說要成的就一定

會成。所以我對許多事都執著與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傳

教士對一些事大為不滿而大聲怒吼。但如這是預言，不論你

如何吼叫，要成的還就一定會成。（第五十節）這裡的祂是

指「他們都離開祂」的預言 

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 

馬可寫這本福音，並不是寫他的親身經歷。那時馬可只有十

二歲，但馬可後來變成彼得的伙伴，無疑的有關耶穌的事，

都是彼得告訴他的。所以馬可福音可說是彼得述說基督的事

蹟，由馬可筆錄下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能是馬可親身的

經歷，下面這段經文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著一塊麻布、跟隨耶穌、眾人就捉拿

他．他卻丟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其他福音都沒有記載這件事。許多學者都同意，那小孩就是

馬可自己。可能他的母親在傳道中有份，在作招待飲食等

事，馬可隨便亂跑而看到了整個事情，也可能他們在捉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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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時連他也被捉了。他設法脫了衣服逃離了。 

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裡．又有眾祭司長和長老並文士、

都來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那時候他們有兩個大祭司，一個是羅馬政府指定的，另一個

是民眾承認的。該亞法是羅馬政府指定的大祭司。 

彼得遠遠的跟著耶穌、一直進入大祭司的院裡、和差役一同

坐在火光裡烤火。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見證控告耶穌、要治

死他．卻尋不著。因為有好些人作假見證告他、只是他們的

見證、各不相合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告他說我們聽

見他說、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內就另造一座不是

人手所造的 

當然，他們在曲解耶穌所說的。祂說： 

「我將在三日內從建那毀去的殿 

祂不是指那希律王用石頭所造的殿，祂是指自己的身體，祂

說: 

我有能力將祂放下，沒有人能奪取我的生命，我有能力將祂

放下，也有能力將祂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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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祂是指祂自己的身體 

他們就是這麼作見證、也是各不相合 

因為證人證辭不能一致， 

大祭司起來、站在中間、問耶穌說、你甚麼都不回答麼．這

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甚麼呢。耶穌卻不言語、一句也不回

答。 

大祭司又問他說、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 

而耶穌卻給了他一個直接了當的回答。耶穌說、我是．你們

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你們已經

聽見他這僭妄的話了．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都定他該死的

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臉上、又蒙著他的臉、用拳頭打他、

對他說、你說預言罷．差役接過他來用手掌打他 

以賽亞的預言，在這裡應驗了 

他們罩住他的臉，開始打祂， 

這種打法是很凶狠的。我們的身體是很奇妙的，當我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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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頭打來時，會自然而然的設法躲避以緩衝這拳擊。你有沒

有過下台階而台階比你想像中的還低的經驗？既使只有一兩

寸的差錯，也可能摔斷你的骨頭。這種事如果你沒有預先的

防備，那可有你好看的！被打而不知打從何來也是一樣。在

足球賽中，四分後衛在什麼時候最容易受傷？是在他看不見

對方的時候。當你看到那兩百八十磅的後衛衝向個子矮小的

四分後衛時，你會想他被撞倒後再也起不來了，但他卻能立

刻起來繼續打下去。為什麼？因為他看到對方衝過來而有了

準備，如果他沒有看到那衝來的人，他肯定要受傷。所以他

們將耶穌的臉罩住打祂，使祂不知拳從何處而來，甚至連一

些僕人也打祂耳光。他們打完以後，祂的臉打得不成人形。

你有沒有看到那臉被打腫得認不出來的樣子？你會說：「太

可怕了，我不忍目睹」。 

差役接過他來用手掌打他。 

這就是以賽亞說的"遮起我們臉來不敢看祂"。換句話說，可

怕到你要遮起臉來也不敢看祂。祂的臉、祂的容貌被打得不

成人形。祂是因我們的罪而受傷，為我們的不義而被打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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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尊重他。(以賽亞書 53:3)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以賽亞書

53:5 

彼得在下邊、院子裡、來了大祭司的一個使女．見彼得烤

火、就看著他說、你素來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彼得

卻不承認、說、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說的是甚麼．於是出

來、到了前院．雞就叫了。那使女看見他、又對旁邊站著的

人說、這也是他們一黨的。彼得又不承認。過了不多的時

候、旁邊站著的人又對彼得說、你真是他們一黨的。因為你

是加利利人。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

人。立時雞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雞叫

兩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思想起來、就哭了。 

彼得，願神祝福你。我想我們都會同情彼得。我們愛神，我

們答應神，都是我們的心願，我們也不想失約。但是心靈願

意，肉體卻軟弱。為什麼彼得失敗得這麼慘？第一，他相信

自己。你要謹防你的自信。聖經說： 

「當你站立時，要小心，以免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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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神做事，你要小心，不要高抬自己。第二，他在應該禱

告的時候卻睡覺了，也可以說在該禱告的時候卻去做別的事

情。耶穌說 

「不停的禱告 

常常當我們遇到難題時，我們不禱告而沮喪。我們說：「這

事我們不能做，他太可怕了，可怕得要死」，不去禱告而獨

自沮喪。別忘了，禱告是力量的來源。第三，他在敵人的地

方取暖。一旦你在敵人的火爐中取暖的時候，你的生命便會

有危險。有些地方或事情，神的子女是不應去嘗試的。一但

你去做，你便走向失敗。最後的一個原因是彼得遠遠的跟隨

主。千萬不要遠離主，你必須要靠近祂。你不能做一個「遙

遠」的基督徒。神沒有孫子，你必需與祂有切身的關係，緊

緊的跟隨祂。現在神已告訴我們彼得失敗的理由，好叫我們

不要失敗。假如我們緊緊的跟隨主，不停的禱告，不靠自己

而信靠祂，與祂結伴而行，祂一定會保守我們不會跌倒，快

快樂樂的將我們呈現在祂的榮耀裡。 

因為我確信祂能保守我所交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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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自己交給祂，祂便會保守你，即使你自己做不到的

事，祂也能為你做。正如彼得說的：「神的能力，經過了我

們的信心，保守了我們」。 

天父，謝謝您。願我們在別人的錯誤中得到教訓，幫助我們

記取這教訓。我們謝謝您喝了那杯。使我們成為您的子女。

我們今晚在這裡謝謝您，為我們所做的一切，謝謝您為我們

在精神上、情緒上、肉體上所受的苦，使我們脫離罪的權

勢，將我們由黑暗中帶到榮耀的國度裡。謝謝您，耶酥，在

我們的心中要永遠不停的說：「謝謝您，耶穌」，我們再怎

麼說，也不能表答我們的心意。您甘心樂意的順服天父，喝

下那苦杯拯救了我們，天父，我們現在要結束這聚會，求您

祝福我們，您的手扶持我們。奉耶穌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