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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第音 17 章 

马太福音第17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

章，其实应该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开始，很遗憾

的是，当初分章的人，没有这么分，因此造成不少问题。因

为耶稣当时正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与门徒们谈论有关祂将

要受死，并因此得到由父神而来的荣耀。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

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马太福音16：27）。 

接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尝

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马太福音16：28）。 

可能在许多人的心中，都认为耶稣的工作，是毫无疑问的失

败了。因为所有为主争战，坚强站立的门徒们，都死了。而

主所应许的国度，还没有降临。似乎在关于祂再来的应许上，

耶稣作了个不确实的预言。 

不过，如果你不照圣经的分章看，而从第十六章尾继续往下

接着看第十七章，你会发现耶稣在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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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尝死味以前，必看

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马太福音16：28）。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

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

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马太福音17：1－3）。 

在第十六章二十八节里，耶稣指的那些人，就是彼得，雅各

和约翰。祂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他们见到了国度荣耀中

的基督。当时他们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正位于黑门山的山

脚下，所以，很明显的祂带他们上的这座高山，就是黑门山。 

许多年后，有一些人，根据圣经的描述，试着在接近历史发

生地的附近，建立一连串的观光景点，称之为“圣地”，以

供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来旅游观光。大部份的景点，是在耶

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三百年左右，由康士坦丁大帝的母亲，

根据她的“感觉”而决定。“哦！我感觉到，祂一定是在此

出生的。我有一个很奇妙的感应，这就是祂诞生的洞穴。这

里就是天使出现，对马利亚宣告，她将要怀孕生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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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这里是祂曾经住过的地方”。她就是这样，在全国各地，

设定了一些神圣的景点。接着，人们就在这些神圣景点上，

建立教堂，来纪念主耶稣，和祂在各地所作的各样事情。 

但是，显而易见的，这位女士对圣经不太熟悉。为了给旅客

们方便，他们指定他泊山为变相山。他泊山位在加利利海附

近地区的中央，米吉多谷的附近。他们宣称，他泊山就是耶

稣登山变相的地方，于是人们就乘机在山顶上，盖了一座大

教堂。毕竟有多少人会爬那么高的山路上到黑门山去看主曾

经变相的地方呢？ 

当年，主耶稣是在湖的上端，靠近伯赛大的附近，行了五饼

二鱼的神迹。当时那里没有道路可通，所以人们为了给旅客

方便，就在靠近抹大拉的地方，盖了一个教堂，就说那是耶

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地方。 

他们又把圣墓教堂，盖在耶路撒冷古城墙内，也就是十架教

堂的地点。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是被带到城外，钉死

在十字架上的，那里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洞。但他们

把那地点放在大马士革门内。最近挖掘出古时的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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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你可以见到当时耶稣去各各他钉十字架时穿过的这个

门。为了方便旅客，他们集中这些地点。他们是这样成立神

圣景点的。 

他泊山实际上并不高，还不如附近的加博山高。黑门山是当

地一座最高的山，高度大约是在九千八百呎。事实上，耶稣

当时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如为了变相给门徒看，赶着往下

走到他泊山，需要足足六天的旅程，这似乎是不太合理的事。

但是有一些导游们，或许会带你到他泊山，让你体会一下当

年那位康士坦丁大帝的母亲的感受。 

在橄榄山顶，人们盖了三座升天教堂。每一个教堂都宣称，

自己这地方，确实是耶稣升天的地点。甚至还给你看有耶稣

升天时留在石头上的脚印。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是

到了伯大尼，在那儿升天的。但是他们不查考福音书，因此

在橄榄山顶盖了一堆升天教堂，这种错误，已是屡见不鲜了。 

耶稣告诉门徒们，他们将看见祂在荣耀中的形象。 

所以当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形像的时候，门徒们真正的在祂

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祂的脸面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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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同耶稣说话。 

马太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谈论什么。根据路加福音，

他们是谈到耶稣的死，也就是祂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先知中的领袖。律法里所有的条

例节日，各种献祭，在耶稣的身上，都完成了。律法原是后

事的影儿，那实体本是基督。摩西在此刻，能够与耶稣面对

面的谈论，一定比他当时写摩西五经时，对神的计画，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以利亚也与耶稣谈到他将要经历的死。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

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马太福音17:4）。 

当我们该闭嘴的时候，我们却常常不自觉的，说些很愚蠢的

话。尤其是当我们不经过思考，冲口而出的时候，你自己都

会很惊讶，竟然说出这种话来。这种情形，往往是危险的。

就像你没话找话的时候一样，冲动的彼得，这时候觉得，非

得要发表一点意见不可，所以他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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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马太福音17：4）。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打断了他的

话，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马太福音

17：5） 

记得在旧约出埃及记里，提到有光明的云柱，引领着以色列

的子民们，挣脱埃及地的奴役捆绑，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

这个云柱，是神与人同在的表征，代表了神的荣耀。后来，

等到会幕建造好了，以色列民开始献祭的时候，这个光明的

云彩，曾经降在会幕上，显示了神的荣耀。同样的云彩，也

充满过至圣所。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完工，献殿的时候，这

个光明的云彩，再次充满在圣殿中（列王记上8：11）。 

现在再一次，光明的云彩出现了。 

“他们听过律法，他们听过先知，现在神说话了，“你们要

听他！”。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到这些极重要的话，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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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

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1：1－2）。 

现在父神肯定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

听他！”。 

这儿有律法的象征，有先知的代表，再加上神纯全的启示，

“你们要听他！”，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启示。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来，摸他们，

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

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马太福音17：6－9）。 

耶稣希望门徒们，保持缄默，不要在祂从死里复活之前，把

这个荣耀的异象，传扬出去 

门徒问耶稣说： 

文士为甚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马太福音17：10） 

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因为在旧约先知书的最后一卷，最后一

章，也是旧约里最后的一个应许是记载在，玛拉基书第四章，

第五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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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

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

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这个预言说到，在主来之前，以利亚会先来，使儿女的心转

向父亲，就是回转到他们祖先的宗教，他们祖先的神，因此

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刚在六天前，承

认过耶稣就是弥撒亚，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不禁要问，“我

们知道你是弥撒亚，如果以利亚必需先来，你已经在这里了，

他在那里呢？” 

小心注意耶稣在第十一节的宣告， 

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马太

福音17：11） 

耶稣再次说明，以利亚的确会先来，复兴所有的事。门徒们

心里的困惑是，他们期望耶稣会立刻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

度。他们以为这事会发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等着耶稣

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

到主的再来建立国度之间，有相当长久的时间，他们预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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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这两千年的间隔。因此期望国度马上成立。他们不能了

解，以利亚如何能够先来？耶稣重述玛拉基书的预言， 

“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当我们参考启示录，约翰在此书的第三部份说到教会被提之

后的事，在第十一章里，约翰宣称他看到两个见证人，神给

他们能力，作见证三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具有超自然

的能力，能叫天闭塞不下雨，又能命令天火降下，烧灭他们

的敌人。正如以利亚当时在地上所作的，他祷告，天就不下

雨，他呼唤火从天降下，烧死国王派来捉拿他的兵丁和官长。 

很明显的，启示录第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之一，就是以利亚，

这就是主宣告的实现。以利亚必需先来，复兴万事。弥撒亚

会来两次，第一次，成了卑微的样式，担当多人的罪，为我

们的罪替我们死，第二次是带着权柄和荣耀降临，建立神的

国度。 

有两位开路先锋，一位是施洗约翰。耶稣接着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

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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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马太福音17：12－13） 

当祭司撒迦利亚在圣殿里，照祭司的规矩掣签，得进主殿烧

香。当他站在神坛前烧香的时候，天使加百列突然向他显现。

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

听见了。你的妻子伊利沙伯要给你的妻子伊利沙伯要给你生

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

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

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能，又为主

预备合用的百姓。”（路加福音1：13－17） 

这是加百列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所说的预言。很自

然的，撒迦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甚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

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

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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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

子。”（路加福音 1：18－20） 

依照规矩，祭司会走出殿来，传达神所赐下的祝福，众人都

照着惯例在殿外等候。但是，这一次，日头都偏西了，撒迦

利亚还不出来，人们不禁开始猜测，他为何呆在殿里这么久

呢？（是不是发生些特别的事了？）终于，撒迦利亚出现了，

但是他一句祝福的话都说不出口，因为他无法说话。他回到

山区的家中，照着天使所说的，他的妻子依利沙伯怀了孕，

并生下施洗约翰。 

当约翰开始他的事工时，吸引了许多人，从各个城市和村庄，

到他那儿接受悔改的洗，听他讲道。因为人们到他那儿聚集，

引起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不安，他们派人到他那儿，去打听他

是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他们问约翰一连串的问题，

譬如，“谁给了你这些权柄的？”，“你究竟是谁？”，“你

是弥撒亚吗？”，“你是以利亚吗？”约翰说，“不是”。

然而耶稣宣告说，“若是你能接受，他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以

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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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还没有完全实现，万事还没有被复兴，就是儿女转向父

亲，宗教次序的恢复，还没有实现，那会在教会被提之后，

主再来之前，以利亚来时发生。我一点也不期待看到以利亚，

正如我不期待看到敌基督。我盼望耶稣基督来，接我与他同

在。在这之后，其它的事情都要引发了。 

所以以利亚会再来，耶稣这么说的，以利亚的确要先来复兴

万事。 

耶稣在此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

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马

太福音 17：12－13a）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

“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马太福音17:14-15） 

癫痫的希腊文，是“他被月亮靥着了”，当时人们相信，在

满月下睡觉，会造成精神错乱。精神错乱的拉丁文字根，就

是月亮。 

这个说法，在耶稣降生之前，已经流传了好几百年，人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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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精神失常与月亮有关。似乎是有一些关系。我个人也注意

到，在月圆时，好象所有的疯子都出笼了，满月的前后一两

天，我们晚上通常把电话听筒取下（别人打不进来），因为

整晚都有那些疯子打电话进来。似乎满月对他们有影响，在

他们脑里引发某种奇怪的东西，以致他们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这位父亲对耶稣说，“请怜悯我的儿子，他受了月亮的

影响”，精神不太正常了。 

“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

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马太福音17：15

－16） 

这件事相当有意思，耶稣已经赐给门徒们制伏污鬼的权柄。

门徒们也曾运用这个权柄，医病赶鬼，看到污鬼顺服自己的

命令，不禁心里得意。 

但耶稣告诉他们，不要为了制伏污鬼而高兴，要为自己的名

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而高兴。 

但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门徒似乎无法运用出制伏污鬼的

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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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几乎是一个惯例，那就是每

当你经历一座属灵高峰之后，撒但一定会等候在山脚下，布

下网罗。当我有一个很美好的属灵经历之后，似乎仇敌总来

试验，试探我，他急着要来抢走神所给我的那一份祝福。 

神刚祝福了你，你正兴奋的说，“主啊！在这里真好，真荣

耀，我不要离开你，我要停留在这里！”，但是，你必需继

续往前走，当你走到山脚下时，撒但等在那儿要攻击你，夺

走你才得到的荣耀和祝福。所以我们要装备好，知道不论我

们的属灵祝福多大，对撒但的攻击并没有免疫力。往往，我

们最大的祝福之后，撒但就是要扰乱，毁坏神所作的 

现在这位父亲，在门徒们无能为力的时候，跪在耶稣脚前，

为他的儿子恳求。 

“耶稣说：嗳！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

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马

太福音17：17－18） 

这件门徒没有办法的事，主耶稣立刻毫不费力地，仅仅叱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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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鬼，离开孩子，事情就这样成就了。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甚么不能赶出那鬼

呢？”（马太福音17：19） 

他们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门徒已经得到了这个权柄，

为什么用不上呢？ 

“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

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

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

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注：或作“不能

赶他出来”）。”（马太福音17:20-21） 

门徒不明了，为什么这一次觉得自己毫无能力呢？耶稣的回

答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另外一卷福音书告诉我们，当他

们把这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时，这鬼附在孩子身上，将他重重

的摔在地上，使他在地上打滚。人们都围过来，看看发生了

什么事情。很可能当他们把孩子带到门徒面前时，这鬼厉害

地展现他的能力，门徒被鬼的能力吓的魂不守舍，而忘记了

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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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撒但的能力和仇敌的工作，我们不知

不觉的，会丧失了对神的信心。眼前活生生的，看到撒但以

惊人的力量，来毁坏一个生命，我们就忘了神巨大的能力其

实是远远超过撒但的。 

甚至现在这个时代，也有一些鬼魔骚扰的故事。其中一件比

较特殊的，是发生在菲律宾的一位叫泰瑞莎的女孩身上。恶

鬼攻击她，在她的全身各处咬她，为了加强对她的保护，她

被关在毕理毕保护监禁的监狱中，单独的关在一间四周装满

软垫的小房间里，即使这样，恶鬼仍然攻击她，在她的全身

各处，都可以看到被咬的痕迹，尤其是在背上，和后颈的部

位，那些地方的伤痕，是绝对不可能由她自己造成的。 

他们请来全菲律宾最好的心理医生，做了各种治疗，但是一

点效果都没有。最后有人建议，请美国的宣教士来。于是撒

米瑞牧师和麦克艾里斯特弟兄，被请去处理这个病历。当他

们一进到房间里，恶鬼就开始疯狂的摧残泰瑞莎，在她全身，

一下子出现许多血红的齿痕。你要是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一

定会开始想，“哎呀，多可怕哪！”，在你惊讶害怕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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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神的信心，就消失了，相对的，你开始相信撒但和它的

能力。 

但是这两位宣教士，禁食祷告，他们藉耶稣之名的能力，命

令恶鬼离开她。当泰瑞莎被释放后，她说，这些鬼对她进行

性骚扰，尤其若有男人接近她的时候，这些鬼会嫉妒得发疯，

开始乱咬她。这两位宣教士警告她，恶鬼被赶出去后，会再

试着回来，他们教导她，这个时候，泰瑞莎要宣告耶稣的得

胜，呼唤耶稣的名字。 

过了两天，恶鬼果然回来要再侵扰她，泰瑞莎开始照着宣教

士的嘱咐，宣告主耶稣的得胜，呼唤耶稣的名字，她立刻完

完全全的被释放了！ 

这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前半段是刊登在生活杂志

上，也登在心理学年刊上。后半段，她得到耶稣的拯救和释

放，是记录在撒米瑞牧师所写的一本书中。神使用了撒米瑞

牧师，和麦克艾里斯特弟兄，使泰瑞莎重获自由。 

当你看到恶魔在卖弄技俩的时候，你会被他们的能力捕捉，

你对神的信心就会开始减少。但是感谢神，那在我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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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我们拥有从神来的权柄，可以制伏这

一切邪恶的势力。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害怕，不要跟

着群众，一起惊慌失措的叫，“哎呀，你看哪！”，或者是，

“哇！好可怕哦”。要记得，我们拥有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

权柄和能力，足以战胜一切的黑暗权势。 

所以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你们作不到。你们若有

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移到海里去，它也必挪去！”，有时候你会怀疑，究竟自己

有多少信心？ 

“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 

魔鬼是有好些等级的，这个故事，人们显然是碰上一个权势

能力较大的鬼。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

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

大地忧愁。（马太福音17：22－23） 

耶稣一再的叮咛祂的门徒们，祂告诉他们，祂现在走在上十

字架的路上，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现在在加利利，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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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他们就要走向耶路撒冷，他是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祂一

再警告门徒，“我将要被人出卖，他们要杀我，但第三日我

会复活”。 

门徒们一听到，耶稣说，“他们要杀我”，他们不约而同的，

心里都有一个反应，“哦，不！”，他们没有听到，“第三

天我要复活”。直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才想起来，

“哦，是啊，祂的确告诉我们，祂将会在第三天复活”。 

我们经常在听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时，脑筋因震惊而空

白，往往听不到其余的部份。耶稣要被杀的消息，对门徒而

言，是太大的打击，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正盼望着耶稣作王，

他们可以封个显要的官位呢！所以，当他们一听到，耶稣竟

然会被杀，他们的脑子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消息，

他们就完全听不到，耶稣下面所说的，第三日他要复活。有

趣的，到了第三天，没有任何人，盼望耶稣的复活。 

“到了迦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

纳丁税吗（注：丁税约有半块钱）？’彼得说：‘纳。’他

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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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

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

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注：“触犯”原文作“绊

倒”），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

牠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作你我的税银。’” 

(马太福音17:24-27). 

我真喜欢这个故事！彼得一日为渔夫，一辈子都是渔夫。现

在需要钱来缴税，耶稣也可以告诉彼得，去树底下挖个洞，

你会在土里找到钱。但是渔夫除了要挖些虫子作鱼饵，通常

他不会喜欢去挖土的。耶稣让彼得作一些他喜欢作的事，他

喜欢钓鱼，所以耶稣让他工作中也享受些乐趣。叫彼得，拋

出鱼钩，第一条钓到的鱼，把它拉上来，可以在口里取出够

你我付税的钱。 

你知道吗？服事神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

福音1711：30） 

神不会将沉重而可怕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说，“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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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神喜欢善待祂的子女。祂喜欢为你，成就各样美好的

事。 

在座各位作父亲的，若是你的儿子跑来跟你说，“爸爸，我

今天早晨在想，住在家里真好，你为我付一切费用，给我钱

买衣服。我不用耽心电费，吃什么，食物总是在桌上。我能

和你住在一起，实在是太棒了。亲爱的爸爸啊！我要谢谢你

为我作的一切。为了表达我的谢意，今天随便你要我作什么，

我就作什么。我要让你知道，我多感谢你！” 

我想，每一位做父亲的，听到儿子这么说，可能都会马上先

乐得昏了过去，等你被冷水泼醒后，你会对儿子怎么说？他

刚刚对你说了这般感激的话，还让你随意差遣他作事情。你

难道会挑一些最骯脏卑贱的差使给他吗？你会不会说，“好

啊！这下可好”。然后叫他先清臭气冲天的垃圾桶，好好的

刷洗干净，接着再给他一大串令人皱眉头的差使吗？我相信

你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你和我一样，我会为了我儿子有这样的态度而非常高

兴。我要给他很愉快的一天。我爱他。他也许应该更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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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爱他，就为了他感恩的表现，我要好好对他。我会

说，“今天什么也不用作了，我们一起去冲浪吧”或“听说

今天浪高，我们带着冲浪板，去沙滩消磨一天吧”。我一定

会尽量做些让他高兴的事，喜欢的事。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也是这样。当你到神的面前，告诉祂，

“哦，主啊，能成为你的儿女，我的心里真是满了感恩。你

如此周到的照顾我，我要谢谢你为我作的一切。因为你看顾

我，我从来不需要耽忧，我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你，父亲！

无论你要我作什么，我都乐意遵行”。 

神不会想出一堆痛苦，骯脏，可厌的苦差事叫你去作，弄砸

了你将你的生命完全委身于祂的这一天。祂会说，“嘿！如

果你喜欢钓鱼，你可以去钓鱼啊！”，祂会让你做一些你喜

欢的事，祂乐于赐给祂的孩子各种美好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