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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人群, 走入險境
馬太福音 8:23-24
提到”危險”這個詞會讓你馬上聯想到什麼? 你一生當中可曾經歷過怎樣的危
險? 威靈頓教會很好的一點是我們有一個融合多元文化的會眾, 由來自世界
各地超過 70 個國家的人所組成. 來自不同區域的人, 即使相鄰而坐, 對危險
的經歷與想法仍然可能截然不同.
危險是人類無可避免的經歷, 而且具有許多不同的形式. 它可能是冒著風險
去做一些會讓你失去朋友, 工作, 名聲的事情, 可能是在高速公路上與其他
車輛迎頭對撞, 也可能是被暴徒死命地追逐. 不論我們如何竭盡所能地規避,
不論我們如何縝密計劃來化解, 我們還是避免不了危險.
跟隨耶穌這件事在你心中, 與"危險"這個詞有多大的關聯? 你是否認為耶穌
會竭盡一切所能引導我們遠離危險, 進而最大程度地保障我們的安全? 還是
你相信他會帶我們走入可能讓我們喪失一切舒適, 甚至生命的險境?
今天我將要講解的這段經文提供我們一個畫面, 跟隨耶穌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以及如果我們真的願意為他捨棄一切, 他會帶領我們到怎樣的地方. 讓我們
從馬太福音 8:23 開始讀起.
這節經文是簡簡單單的一句話: “耶穌上了船，門徒跟著他.”
回顧一下之前的經文可能對我們的理解有所幫助. 上周 Rob 牧師為我們講解
了馬太福音 8:14-22. 那一段經文大致上提到耶穌為一些人醫病, 趕鬼, 之後
就有一群人聚集跟隨在他身邊. 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這一群人, 或是出於對
耶穌周遭所發生神蹟奇事的好奇, 或是他們本身也有疑難雜症需要醫治或驅
魔趕鬼, 因而來求助耶穌. 就在這時, 人群中有一些人站出來告訴耶穌他們
想跟隨他. 到這裡我們暫停一下. 如果此刻你也是這群人當中的一個, 目睹
有人站出來表達願意跟隨耶穌的意願, 你的反應會如何? 你會為他們高興,
認為他們剛剛決志一輩子跟隨這位很可能就是彌賽亞的人? 還是你會懷疑
他們的動機, 猜測他們只不過是想從他的神蹟, 或是藉著他著名拉比的影響
力, 來牟取一些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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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回應是挑戰他們. 他強調跟隨他並不輕鬆容易, 既不安定且危機四伏.
他告訴第一個人說他們將不會有枕頭的地方, 然後告訴第二個人說要做好預
備, 因為他分派給他們的使命, 可能讓他們無法參予家族的重大活動, 甚至
是自己父親的喪禮.
我不知道你會如何, 但我是不會像那樣反應的. 信主以後絕大多數時候, 當
有人告訴我他們願意跟隨耶穌, 我總是高興得雀躍萬分, 相信他們是全心全
意並且願意接受耶穌的任何命令. 我願意竭盡所能勸說人們來跟隨耶穌, 但
這裡看起來好像是耶穌是在勸說他們打消跟隨他的念頭.
耶穌不給他們慶賀反而挑戰他們, 這顯然是別有一番用心. 那麼這批人最後
是否跟隨了耶穌? 我們就不得而知. 經文裡並沒有交代. 若是你, 會如何回
應耶穌呢? 跟隨耶穌似乎比這些人的預期要作更多的犧牲.
在耶穌行了這些神蹟, 面對群眾, 並挑戰了可能的跟隨者之後, 經文接著提
到 “耶穌上了船.” 經文並沒有提到說耶穌要求門徒們也一起上這艘船, 反
而像是暗示說耶穌上了船, 並且讓門徒自己選擇要不要跟著登船. 彷彿是耶
穌預備好了要單獨起程, 因為他全然投入在父神交派的使命之上, 願意接納
任何選擇走出人群的人. 這些人必須要離開人群, 踏上這艘船, 並且真正地
跟隨他.
現在我們跟隨耶穌也經常會面對這樣的情境, 不是嗎? 有何其多的潮流趨勢
吸引我們投身其中, 有這麼多的網紅等著我們追蹤, 這麼多的社會與文化的
常規等著我們去融入, 可以說我們花費一大部分的生命在”走入群眾." 盡力
融入避免看起來與眾不同或顯得格格不入. 混雜藏身在群體之中讓我們感到
安全與舒適. 那麼, 在當今的文化裡你正在拼命地擠身在哪一些群眾之中呢?
經文裡提到的人群被耶穌所吸引, 有些人甚至要跟隨耶穌, 但大部分可能只
是出於好奇或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如果我們一直待在群眾之中可能就無從領略真正跟隨耶穌的感受. 停留在群
眾之中我們可能與耶穌有稍縱即逝的交流, 他甚至可能會祝福並醫治我們,
但他的使命會持續前展, 如果你不走出人群, 邁步登船, 那麼你與耶穌的交
會將會退縮而與群眾中其他人的生命一樣. 一切將恢復原狀, 彷彿你從未遇
見過耶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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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清楚你必須要走出哪些群眾
所以有那些人登船了呢? 是他的門徒們. 就是那些不論發生任何狀況都仍然
忠心跟隨他的人.
而這一點特別重要, 因為走出人群, 跟隨上船就意味著要面對危險. 誰能預
料旅途的下一步會發生什麼呢?
當初人們向你傳福音信耶穌時, 他們告訴你應該信耶穌的理由為何? 有關於
成為基督徒後的生命, 他們給了你怎樣的期待? 如果當初沒有人對你提到危
險與捨己, 那麼下面的故事可能會讓你感到稍許不適. 然而如果危險與捨己
的現實是當初你信耶穌時領受到福音訊息的一部分, 那麼這些故事就會顯得
令人鼓舞.
耶穌與門徒上了船, 接著在 V.24 說到: “海裡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
掩蓋；耶穌卻睡著了.”
這是旅途中預料之外的挑戰, 登船跟隨耶穌面對的是多變難料的旅程. 這裡
我們清楚看見跟隨耶穌並不代表這些門徒就能豁免於苦難與危險. 他們仍舊
要承受自然災害, 氣候變幻以及生命裡的種種災禍.
或許你會疑問說 "如果耶穌是無所不知的神, 他為什麼不會預見未來, 等到
風平浪靜之後再出航, 來保障旅途的平安?”
顯然他不這麼想. 在他的計劃裡耶穌覺得在”狂風暴雨”來臨前登船正是最佳
時機. 耶穌帶他們走進這場風暴. 他們跟隨著耶穌走出人群, 走入險境.
驚濤駭浪, 怒海飄搖之際, 門徒們與死亡面面相覷, 船上每個人都開始驚慌
失措. 當然, 只有耶穌除外.
你可能注意到, 在描寫了風暴引起的騷亂之後, 緊接著提到的竟是沉睡中的
耶穌.
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經在風暴的大風大浪中搭乘過開始積水的船隻, 如果沒有,
我可以告訴你在這種情況下你是肯定睡不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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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在 Okanagan 湖裡駕船為業, 而 Okanagan 峽谷的大風有時會在湖面吹
起很大的風浪. 就算我們最大的船也有過好幾次大浪越過船舷的經驗, 打得
船上的人全身濕透. 在這種驚險的時刻, 我開始擔心我們的安危, 因為我們
的船正在湖中心, 而船底泵排水的速度遠遠趕不上船艙進水的速度.
而正是在這種生死攸關的情勢中我們發現耶穌竟然睡著了. 不是有一首詩歌
叫“Mighty to Save (拯救的大能)” 嗎!
我是說耶穌, 你當真嗎?? 當門徒們在海上面對死亡災禍的時候, 身為世界拯
救主的你, 竟然睡著了??
我認為可以假設在這一刻耶穌內心是相當平靜. 因為不夠平靜就難以入眠.
而之前的群眾以及所有他剛剛完成的事工也讓他疲憊不堪. 在下一節經文我
們可以看出耶穌對這場風暴並不太在意, 不論它看起來有多麼致命.
在 25 節寫道: “門徒來叫醒了他” 這裡我們稍停一下. 這是聖經裡第一次記
載耶穌被人叫醒. 幹得好, 門徒們! 啊我離題了 . . . 在門徒們叫醒耶穌之
後, 他們說: "主阿, 救我們! 我們喪命啦!" 他們知道自己身陷險境.
耶穌的反應聽起來卻很冷淡. 他們確實是面臨隨時會喪命的困境, 然而耶穌
卻似乎冷言冷語地回答說: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呢？” 這是在
敷衍他們嗎?
耶穌接著起身斥責風與海. 風與海就平靜了.
這樣行了吧? 這看起來好像門徒們的驚恐與慌亂是毫無必要, 因為我們看得
出來自始至終一切都在耶穌的掌控之中.
而這一刻看起來的確令人訝異, 耶穌有對大自然發號施令並完全掌控的權柄,
這是多麼地不可思議啊. 然而這還有更深的涵義. 初世紀的猶太人相信海洋
是魔鬼的藏身之所. 海洋在某種層面象徵著混亂, 邪惡權勢, 甚至死亡本身.
耶穌平靜海上風浪所代表的不只是他對大自然的權柄, 更顯示出他對魔鬼乃
至所有黑暗勢力的權柄. 這是一場跨越多個層面的權柄宣告.
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也記載了這一個事件, 並且提到說門徒們在目睹耶穌平
靜風浪後都大大的懼怕. 不光是因為耶穌對大自然的權柄, 更是因為他對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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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與魔鬼的大本營所展現出的能力. 他們認為大海令人生畏, 但現在站在眼
前的這一位卻擁有更大的能力, 這激起他們更深的懼怕.
在這混亂之際耶穌卻正在安睡, 顯示出他在自然災難以及魔鬼當前內心依然
平靜. 面對這些他並不慌亂, 因為他知道自己擁有對他們的權柄.
那麼他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制止風暴發生? 為什麼無端置門徒們於危難之中?
耶穌在第 26 節說: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呢？”這看起來像是
在測試他們信心的大小. 耶穌指出門徒們的小信. 他們是經歷了一場確確實
實, 艱難險峻的風暴, 但是耶穌就在他們身旁. 這就是關鍵. 這樣的風暴在
他們不認識耶穌之前會令人懼怕, 確實如此! 然而, 他們的生命已經不同了.
他們蒙神呼召, 他們走出了人群, 登上了船, 最終進入了跟隨耶穌必然經歷
的險境.
2. 進入險境時要想起耶穌與你同在
耶穌在這裡展現了他對所有被造物的權柄. 門徒們因此大大的懼怕. 第 27
節寫說: “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的人？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看見耶穌展現的大能與恩典, 他們馬上就從擔憂轉而訝異了起來. 耶穌藉著
這事件告訴我們跟隨他後我們仍然會遭遇險境, 仍然有喪失生命的風險, 但
我們不必因為能否安渡生命的風暴而擔心害怕, 因為我們的生命掌握在神的
手中, 我們最終的結局是由神來決定. 這是我們因著信而領受到的諸多祝福
之一. 我們不再需要害怕死亡. 而且沒錯, 這也包含了我們不再擔心疾病,
譬如新冠肺炎所帶來的死亡.
而危險並沒有結束. 耶穌在湖的另一邊下了船, 這是外邦人, 也就是非猶太
人的領域. 由於猶太人與外邦人在信仰與價值觀上的差異, 他們在這個環境
裡將會覺得格格不入. 更別說耶穌在這裡首先遇見的是兩個被鬼附身, 危險
兇殘的人!
馬太福音 8:28-29 這麼寫著:
“耶穌既渡到那邊去，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兩個被鬼附的人從墳塋裡
出來迎著他，極其凶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他們喊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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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子，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裡來叫我們
受苦嗎？」”
想像你的第一趟宣教之旅就遇到這樣的情況會如何! 下了飛機來接機的是來
自黑暗地獄的凶殘魔鬼. 歡迎來到宣教課程第一課.
重要的一點是魔鬼以"神的兒子"來稱呼耶穌, 對初世紀的猶太人而言, 這個
稱號代表了神性, 是特別用來尊稱他們盼望中的彌賽亞. 這裡明確地表示出
魔鬼認識到耶穌的神性, 是神的兒子. 他們認識他.
經文提到這兩個被鬼附的人難以捉摸又極其兇殘, 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他
們獨自盤踞在墳墓裡.
但耶穌卻取道經過那裏. 當我們走離人群跟隨了耶穌, 我們當有所覺悟會走
入險境之中.
但這正是最美妙之處: 千萬記得, 耶穌正與你同在. 當我們被指派來到危險
的處境, 耶穌會與你同在. 此刻耶穌是否也呼召你走入某些你極力避免的危
險局面之中呢?
這些兇殘, 駭人, 被鬼附的人來到耶穌面前, 他們沒有攻擊他, 而是看出他
的神性, 認出他是神的兒子, 然後戒慎恐懼地問他為什們來這裡, 因為這些
鬼知道耶穌遠比他們更有能力.
V.29 繼續寫說: “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裡來叫我們受苦嗎？”
他們知道耶穌有摧毀他們的能力. 他們也知道自己附在人身上, 在世上逞兇
作惡的能力是有期限的. 啟示錄以及其它經文告訴我們時候到了耶穌就會再
來而所有的魔鬼將被消滅. 屆時唯一會留下來的是得到重建, 符合神對我的
恆久心意的完美被造物.
這些鬼知道耶穌不會任憑他們為所欲為, 他來是要解救被鬼附身的人. 所以
他們央求耶穌把他們趕出去, 然後打發他們進入就近的豬群. 耶穌答應了鬼
的請求, 將他們打發進豬群, 然後他們忽然闖下山崖, 投在湖裡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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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也記載在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之中. 在馬可福音的記載裡提到豬的
數量大概有 2000 頭. 想像一下, 2000 頭被鬼附身的豬集體投湖自盡. 這在抖
音可是會造成瘋狂點閱的.
這兩個被鬼附的人, 長久以來人人避而遠之, 因兇殘性格而被社會唾棄, 離
群索居, 如今得到解放重獲自由. 他們可以開始重新進入社會, 再度得到正
常的生活.
對於加大拉人目睹耶穌行神蹟的成果時會表現出怎樣的驚訝與喜悅, 我們只
能想像! 我們禱告與盼望的正是這樣的時刻也能夠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人們
或許就會因此而相信耶穌.
附近放豬的人目睹了這整個過程, 就逃跑進城, 將這一切的事告訴人. V.33
還特別提到他們甚至也將事情的經歷告訴被鬼附身的兩人. 這真是傳福音,
分享耶穌解救人, 改造生命的一個特別好的見證. 幾隻豬的代價, 兩個被鬼
附的人的生命從此得救.
接著提到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 我們等待的正是這樣的時刻, 每個人都
聽到神奇妙的作為, 因而都盼望親自出來遇見耶穌. 唯一我們還缺的就是來
自神的一聲呼召.
當村民終於看見耶穌, 他們全都迎了上來說 "我們知道你解救了兩個被鬼附
的人的神奇作為, 我們也願意將生命交給你, 來跟隨你. 感謝你重建了他們
的生命!"
事情不是這樣. 他們完全沒有這麼說. 相反地, 在第 34 節裡他們這麼說:
“求你離開我們的境界” 換句話說就是: "耶穌, 你走吧. 你在這只會徒增我
們的苦難!"
什麼?? 為什麼?? 耶穌才剛剛解救這兩人的生命, 而且只花了幾隻豬作代價.
這主要有兩個理由: 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也記載了這相同的故事, 並且提到
了城裡居民的擔心. 他們知道附身在這兩人身上的鬼能力有多大. 基本上他
們對這兩人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叫他們離群索居自生自滅. 然而耶穌遇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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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因為耶穌能力更大能解救他們脫離鬼的束縛. 但當城裡人得知耶穌的能
力後, 他們不由自主地心生恐懼.
他們也為損失的豬感到不悅, 這趕鬼的代價對他們來說太大了. 這從這群人
沒有對耶穌的作為表達謝意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沒有感激耶穌拯救這兩個
被鬼附的人. 相反地, 他們反倒因為耶穌的事工對他們經濟造成負面衝擊而
不滿. 這些豬對他們而言不只是豬肉豬油, 而是活生生的錢財. 耶穌的事工
讓他們損失慘重. 耶穌知道這兩人的生命價值遠超 1000 頭豬, 遠超過所有
拿來衡量的錢財. 但群眾可不這麼認為. 他們說耶穌的存在弊多於利, 得不
償失.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出耶穌不怕造成經濟上的衝擊, 他會豪不吝惜花費資
源來使人得救贖, 有機會開展新的生命.
所以我要問你: 你自己比較接近城裡群眾當中的哪一種人? 你是懼怕耶穌對
你的整個生命, 更別說對全世界所擁有的權柄與能力? 或者你比較在乎的是
個人的財富與經濟, 更勝過耶穌的事工?
從今天我們學習的這兩個故事, 我們明顯地看見走在群眾之中的生命, 與跟
隨耶穌走進險境的生命, 兩者之間顯著的差異.
群眾樂意出面得到耶穌的服務, 得醫治, 獲自由, 生命重建. 他們甚至興致
勃勃地以為跟隨耶穌這一位能行神蹟又名聲顯著的拉比會是一場多采多姿
且豐富有趣的旅程. 但耶穌說破了真相, 告訴他們跟隨他不會像他們所認為
的那樣炫目動人. 而且馬上讓他們認清這非但不吸引人, 長遠來看甚至還要
捨棄自己.
這群眾正就代表了這個世上的國度與社會. 絕大多數都是自私自利, 目光短
淺, 汲汲營營為自己積累今生短暫的舒適與歡樂. 這個世上的群體與國度積
極向我們灌輸這些概念, 然後人類自身的邪惡本性慫恿自己將個人的慾望優
先於服務他人的生命. 我們很容易被吸引走進這樣的人群裡. 很容易來到耶
穌面前求祝福, 滿足之後就又回到自顧不暇的生活裡. 很容易將愛耶穌, 信
耶穌掛在嘴上, 然而關鍵時刻表現出來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有些人嘗試將跟隨耶穌表達成一件樂趣橫生的事, 一件安全無憂的事, 甚至
是一件展現個人魅力的事. 但耶穌在這裡表明的並不是那樣. 不能參加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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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喪禮絕對不會讓人感到樂趣橫生; 穿越狂風暴雨, 或面對兇殘惡鬼, 怎麼
也說不上安全無憂; 而捨棄財富更不像是會讓人展現任何魅力.
耶穌呼召我們走出人群, 走出那一種追逐享樂, 舒適, 短暫快樂, 生命就燦
爛不虛此行的假象. 耶穌呼召我們走進新的生命, 新的國度. 那不是生根在
這個世界, 而是在永恆的生命裡, 萬物更新重建後可以確實得到的. 當這世
界的所有群體, 文化, 國度都煙消雲散後, 唯一永存的, 將只有耶穌稱王的
神國.
3. 唯有跟隨耶穌走入險境才能體驗神國的大能
我們很多人心裡都想著要進神的國, 但當我們看到需要捨棄許多珍愛的世上
之物才能跟隨王者耶穌進入他的國度, 我們就佇足猶豫. 我們試著為自己幻
想出一種樂趣橫生, 安全無憂, 又能加添自我魅力的信仰. 但是耶穌不會附
和這樣的迷思來吸引我們跟隨他. 相反地, 他登上船, 揚起帆, 邁向風暴, 然
後說想來的就來, 不想來的就珍重再見.
你願不願意走出人群? 願不願意走入險境? 要能體驗今天主日訊息所講述的
神國大能, 你必須接受一生信靠耶穌可能帶來的危險, 跟隨耶穌的帶領. 但
切記, 不論你落腳何處, 耶穌都與你同在.
他邀請我們加入他擴展神國與傳揚福音的行列. 帶領人認識耶穌絕對是你能
想像得到對生命最有意義, 也最重要的運用, 但它是具有危險性的, 耶穌並
不光是給我們安全與安適.
就像那些門徒一樣, 我們也可以跟隨耶穌登上船, 進入風暴, 與惡鬼交涉,
然後從中體驗他隨時與我們同在. 我們知道他會保護我們安度危難, 就算我
們在風暴中喪命, 我們仍舊與他同在. 不論是活著繼續服事耶穌與宣教, 或
是死後與他親自見面, 都憑他的決定.
經歷過這趟旅程裡所有的苦痛與危難, 當一切完了, 而我們一路始終對神的
呼召與帶領忠心順服, 祂承諾會拭去我們所有的淚水, 不再有苦難, 不再有
死亡, 不再有危險. 這是我們盼望的日子, 因此我們高喊: "主耶穌, 求祢再
來!" 但在這日子到來之前, 我們要不斷地走出人群, 走入險境. 啟示錄 14:4
提到神的子民將得到永生, 也提到這些人就是始終跟隨神羔羊耶穌的人.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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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高喊 "主耶穌再來" 我們也高喊 "聖靈充滿我” 藉此我們每一天都能獲
取能力來面對耶穌差派給我們的險峻旅程.
我們開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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