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行水面
平息風浪

耶穌的奇蹟

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73小時主辦
聖葉理諾堂李志源神父主講



步行水面
瑪.14:22-33
谷.6:45-52
若.6:16-21

平息風浪
瑪.8:18-27
谷.4:35-41
路.8:22-25



關於奇蹟／神蹟的意義(重溫)
奇蹟、異事或聖蹟，通常是指一種：

—超乎常情，令人費解的事；

—令人希望突然實現的事；

—超越一切自然現象的事；

—是自然力所不能解釋的事。



關於奇蹟／神蹟的意義(重溫)

聖經中的奇蹟實在是神蹟

–是一種特殊的記號，ｓｉｇｎ

–以表現和證明天主從不離開他所造的
世界

–不斷在歷史中實行他的救恩計劃



步行水面
平息風浪

屬於那一種？

—超越一切自然現象的事；

—是自然力所不能解釋的事。



奇蹟的背景

「耶穌步行海面」緊貼於「增餅奇蹟」
之後所發生的事件，也是一個深植於初
期教會傳統的敘述，因為除了路加以外，
其他三部福音都記載了這個故事。

耶穌在海面上的顯現的故事，對初期教
會具有特殊的意義，整個敘述的重點在
於耶穌的話：

「放心！是我。不必害怕！」



加里肋亞湖一帶是
耶穌公開生活的主
要場所，這湖泊的
面積長約21公里，
寬約10公里，是沿
湖四周城市間的樞
紐。耶穌在此宣講
天國喜訊，施行奇
蹟做為天國降臨的
記號。



「加里肋亞」湖（Lake of Galilee）







內容分析



步行水面奇蹟 (瑪. 十四：22-36)

22 耶穌即刻催迫門徒上船，在他以先
到對岸去；這其間，他遣散了群眾。

23 耶穌遣散了群眾以後，便私自上山
祈禱去了。到了夜晚，他獨自一人
在那裡。

24 船已離岸幾里了，受著波浪的顛簸
，因為吹的是逆風。



25 夜間四更時分，耶穌步行海上，朝
著他們走來。

26 門徒看見他在海上行走，就驚駭說
：「是個妖怪。」並且嚇得大叫起
來。

27 耶穌立即向他們說道：「放心！是
我。不必害怕！」

28 伯多祿回答說：「主，如果是你，
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裡罷！」



29 耶穌說：「來罷！」伯多祿遂從船
上下來，走在水面上，往耶穌那裡
去。

30 但他一見風勢很強，就害怕起來，
並開始下沉，遂大叫說：「主，救
我罷！」

31 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對他說：
「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

32 他們一上了船，風就停了。



33 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說：「你真是天
主子。」

34 他們渡到對岸，來到革乃撒勒地方
。

35 那地方的人一認出是耶穌，就打發
人到周圍整個地方，把一切患病的
人，都帶到耶穌跟前，

36 求耶穌讓他們只摸摸他的衣邊；凡
摸著的，就痊愈了。



「顯現」的奇蹟

耶穌在受洗時，天主透過天上傳來的聲
音顯示自己（瑪三17）

耶穌顯聖容時也是如此（瑪十七5）

「耶穌步行海面或水面」，是一個「神
性的顯現」（Epiphany），因此這個奇
蹟應該稱為「基督顯現」奇蹟。



「遣散群眾」「獨自上山」

—耶穌催迫門徒迅速乘船離開群眾，
相信大家都知個原因。

—要群眾不要尋醉在自己的夢幻中
—耶穌還要到其他地方傳天國喜訊

—猶太傳統中「山」象徵天主所在之處
—上山安靜祈禱尋求父的旨意
—預像將要登上加爾瓦略山



「到對岸去」

—革乃撒勒（瑪.14:34）
—到貝特賽達（谷.6:45）
—到葛法翁（若.6:17）

點解會不一樣？





「夜深」（黑暗)

—來象徵與天主敵對的人事物
—為若望黑暗也象徵罪惡（若.1:5）
—形容世人的心眼被魔鬼蒙蔽
—象徵敗壞與死亡
讚主曲對經：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影
下的人羣；引領我們的腳步，走上平安
的道路。



「海（湖）」

—水的強大力量常被用來當做恐怖力
量的象徵（詠.18:17、69:2、107:25-27）

—他由高處伸手將我拉住，他由洪水
之中將我提出。（詠.18:17）

—天主，求你從速拯救我；因大水已
到我的頸脖。（詠. 69:2）



「是個妖怪」

你豈能以魚鉤鉤上鱷魚？（原文：海怪）

25「你豈能以魚鉤鉤上鱷魚？以繩索縛
住牠的舌頭？ 」（約.40:25）

「我看見從海裏上來一隻獸，牠有十隻
角和七個頭，角上有十個王冠，頭上有
褻聖的名號。 」 （默.13:1）



為希伯來文化

天主的神行在水面上（創1:1）

天主自己被描寫為行走在水面上；他獨
自舖張蒼天，步行在海浪之上
「惟有他展開天空，步行海波之上」
（約9:8）



門徒未能分辨他是耶穌

—從未想像或認識眼前的耶穌是誰

—心裡還有疑惑

—「小信德！」（瑪.14:31節）

「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
父。 」（瑪.16:17節）



「放心！是我。不必害怕！」

—「是我」更好是譯為「我是」
—「我是」是舊約中雅威用於自己的

稱號
—天主向梅瑟說：「我是自有者。」又
說：「…那「自有者」打發我到你們這
裏來。」（出.3:14）
—我，只有我是上主，我以外沒有救主
（ 依.43:11）



伯多祿的故事（瑪.14:28-33）



伯多祿的故事（瑪.14:28-33）



28 伯多祿回答說：「主，如果是你，
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裡罷！

29 耶穌說：「來罷！」伯多祿遂從船
上下來，走在水面上，往耶穌那裡
去。

30 但他一見風勢很強，就害怕起來，
並開始下沉，遂大叫說：「主，救
我罷！」

31 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對他說：
「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



伯多祿由懷疑開始故事
28 伯多祿回答說：「主，如果是你，

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裡罷！
「主」，門徒對耶穌的這個稱呼，是因
著基督復活後的經驗而來的。
伯多祿能在水面上行走，是因耶穌的邀
請
29 耶穌說：「來罷！」伯多祿遂從船

上下來，走在水面上，往耶穌那裡
去。



伯多祿因風浪、害怕、下沉、呼救
30 但他一見風勢很強，就害怕起來，

並開始下沉，遂大叫說：「主，救
我罷！」

伯多祿信德薄弱，故事因懷疑結束
31 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對他說：

「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



這個故事同時包含「信仰」和「懷疑」
的主題。
耶穌把自己的權能分享給相信祂的人；
對於懷疑沉淪的人，祂則伸出援助的手。
門徒們在狂風巨浪中航行的船，也成為
教會的象徵。
「教會猶如航行在海上的一艘船，在現
世受到種種考驗的驚濤駭浪所激盪。」
（聖博義）



「信德宣示」

—當耶穌一登上船，風浪立時就平息了
—門徒們朝拜登上船的耶穌
—他們的信仰宣示「你真是天主子」
—伯多祿在斐理伯凱撒勒雅的宣示是一

樣的（瑪.16:16）
—他們剛一下船，人立刻認出他來
（谷. 6:54）
那地方的人一認出是耶穌（瑪.8:35）



（谷4:35-41）（路8:22-25）
（瑪8:18-27）



平息風浪（谷4:35-41）

35 在當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
們渡海到對岸去罷！」

36 他們遂離開群眾，就照他在船上的
原狀，帶他走了；與他一起的還有
別的小船。

37 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進船內，
以致小船已滿了水。



38 耶穌卻在船尾依枕而睡。他們叫醒
他，給他說：「師傅！我們要喪亡
了，你不管嗎？」

39 耶穌醒來，叱責了風，並向海說：
「不要作聲，平定了罷！」風就停
止了，遂大為平靜。

40 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你們這樣
膽怯？你們怎麼還沒有信德呢？」

41 他們非常驚懼，彼此說：「這人到
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

（36節）。



奇蹟的背景

「平息風浪」緊貼於耶穌在加里肋亞海
邊講了一連串以「天國」為主題的比喻。
「撒種的比喻」，接著谷四35〜八26的
內容，則集中敘述耶穌的大能行動（奇
蹟）與權威的言論（教導）；這些奇蹟
除了治癒與驅魔外，也包含所謂的「大
自然奇蹟」。



「晚上」
這個奇蹟無巧不成話，又係發生在
「晚上」。

「我們渡海到對岸去罷」
加達辣（Gadara）（瑪8:28）
革辣撒（Gerasa）（谷.5:1、路8:26節）
「十城區」之一外邦人的地方，是希臘
文化城市，位於約但河之東，在加里肋
亞之東南約十公里處。



加達辣城

革辣撒城



「他們遂離開群眾」

我們很容易因被聲望吸引，而很難離開
支持自己的群眾。然而，耶穌可以離開
群眾，在別處祈禱或繼續他的工作。

「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狀，帶他走了」

他當時是在船上離岸不遠講道，沒有離
開過。





耶穌年代的船

碳測時法顯示這船是來自耶穌時
代，船長26.5呎，闊7.5呎，高
4.5呎──是縱帆裝置──並可載
約十五人──其中四人負責划船。

這艘船大概很相似耶穌和門徒渡
過加里肋亞海所乘坐的船



「忽然，狂風大作、大浪、入水」

加里肋亞海是約旦河
北淺石灘的最深的
部份──海拔以下700呎
──除了南端地區外，
四週都是陡峭的懸崖
和高山。



因此，清涼的陣風經常沿著這些山
坡往下吹，並且在溫暖的湖面吹起
狂風。風浪可以高達30呎。



Pokhara
Nepal

博卡拉湖



「依枕而睡」

「睡」（38節）。在危險時睡覺可以是
極大信德的標記。聖詠的作者說，「在
平安中我一躺下即刻入睡，上主，唯有
你能使我安居順遂」（詠.4:9）。



「師傅，我們要喪亡了，你不管嗎？」

「主」「師傅」「老師」
身處危機時，會稱耶穌為主而不是師傅。

門徒恐慌，他們需要耶穌來分擔他們的
問題──顯示出一種危機感，帶來解決
方法。



耶穌的平靜 Vs門徒手足無措的慌亂。

雖然他們都是經驗老到的漁夫或水手，
但似乎也束手無策，他們用充滿埋怨的
口吻呼喊睡著了的「老師」。

「耶穌醒來，叱責了風」
「叱責」常用於魔鬼，
這次風浪也代表一種
「魔鬼」的勢力。



向海說：「不要作聲，平定了！」

耶穌平靜的聲音和簡短的命令反映他
對風雨的權柄，這權柄帶來結果。風
就停止了，遂大為平靜。



「他們非常驚懼」

對大自然的驚懼過後，現在見到耶穌
的大能，更覺驚懼，因為他們不知面
前的是何許人。



唯有天主能控制海和風暴（詠107:29）
他們的問題也提供本故事的關鍵，不僅
揭示耶穌的德能。這是一個顯示天主的
故事，揭示耶穌是天主的代理或天主降
生成人。



耶穌 Vs約納
─乘船前往外邦人的地方，為救贖外邦

人的生命
─海上的狂風威脅使船下沉，使船上的

人遇溺
─極大害怕
─耶穌和約納在風浪中睡著
─主角的叱責
─主角採取行動使風浪平息
─船員感到驚訝



李ｓｉｒ問號？

在每一個奇蹟中反省：

如果我當時在場，我會相信嗎？

我有沒有這份信德呢？



感謝李子忠兄弟
感謝聖母聖心愛子會神父



謝謝大家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