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N THE ONLY PRAYERS YOU HAVE LEFT ARE TEARS
當你只能透過眼淚來禱告時
你最近曾否在禱告時, 只能哀哭呢? 我不是指因感恩或喜樂而流淚, 乃是因為心中深深的
愁苦。也許你感到失敗或不配不堪。或許你曾經與 神同行, 但卻有所偏離, 行差踏錯了
。或者, 你曾經認為自己能在這社會裡有所貢獻, 但當回顧自己的一生時, 卻感到自己與
神同行, 但卻鮮有成果。如今, 你每逢屈膝禱告, 就無話可說, 只能哀哭。
倘若這是你的寫照, 我認為你可以從使徒彼得的生平找著安慰。路加福音記載了彼得「出
去痛哭」(路22:62) 的時刻。那是他既意想不到, 又充滿怒氣和誤解的一段時期。
讓我們首先思量彼得如何開始與主同行。聖經記載, 主當時走在海灘上, 看見彼得和他的
兄弟安得烈在打魚。他們立刻應邀撇下魚網, 跟從了祂(參看太4:18-20) 。你若信主, 也
會為要跟隨祂, 而有所離棄--也許是個老關係或行徑；你所籌劃的人生道路; 你認為能從
中得滿足的職業。然而，你離棄了, 因為你感受到 神更深切的聖召。你知道這是有所貢
獻的--不僅為著你自己, 更是為著你的家人和周遭的人。
馬太福音記載, 彼得和其他門徒都得著能力去宣揚釋放拯救人的信息, 且醫治病人(參看
太10:1) 。同樣, 你我也得蒙呼召, 去成為釋放醫治人的使者。我們都能幫助那些在身心
上有病痛的人。甚至一句話都能大大的改變人心。
屬 神的啟示
彼得曾經走出小船, 行在水上(參看14:29) 。他憑信心跨出去, 便領會到人依從 神的聖
召, 生命中難成的事都會成就。我肯定你也會同樣發現。比如，你也許曾經缺乏能力去傳
揚真理, 但由於 神發聲呼召你, 你得著了超自然的力量和才幹。我們從馬太福音接下來
的書章讀到彼得大大的渴望學習(參看15:15) 。主在論到深切的真理時, 那不分是非黑白
, 總會首先說話的彼得實在說: 「請向我們解釋! 我想明白。」這等人會到教會來翻開聖
經說: 「神啊, 我要你向我說話。我想認識真理且遵行! 」
聖經繼續記載說: 「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 就問門徒說: 「人說我人子是誰？
」他們說: 「有人説是施洗的約翰; 有人説是以利亞; 又有人説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裡一

位。」耶穌說：「你們説我是誰? 」西門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太16:13-16) 。換言之, 他説: 「你就是 神所應許的那一位! 你就是那來釋放我們的
。你就是那將在地上建立永恆國度(即有關真理和公義的國度) 的。」
主對他説: 「彼得, 你是有福的; 因為你没有從屬血肉的得知這件事, 乃是我的天父向你
啟示的。」(參看太16:17) 。換言之, 衪說: 「你所持定的真理是人類本身無法明瞭的。
」我為著每個信徒都會在生命某個階段裡確實領會有關耶穌就是基督的啟示而感恩。衪就
是那賜與生命, 救贖, 使我們脫離黑暗, 且呼召我們為屬衪的。
不久後, 主看著彼得, 因他心中得了這啟示, 而把他挑出來, 說: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
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即他所得的啟示);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16:18) 。明瞭
彼得所得的真理的人都會發現無論陰府向他們發出甚麼攻擊, 都不能得勝。他們禱告, 陰
府的門就無法抵擋。
彼得的軟弱
馬太福音第17章記載, 主領了彼得, 雅各和約翰到山頂去。神那在主裡面內在的榮光就在
那裡發出來了; 彼得親眼看見祂極其榮耀。他也看見那早已去世的摩西和以利亞; 當時,
他們活著與主談及衪將會在耶路撒冷受死(參看太17:1-4) 。
一切都在那裡了: 主的神性, 祂的保守大能(甚至對離世的人), 為著未來的榮耀計劃! 彼
得都一概領會了! 然而, 彼得大大得蒙啟示後, 卻軟弱了。我們也必須提防：他有了知識
, 便甚至告訴主有關未來該當如何。
主對門徒們說: 「人子將會被賣到罪人手中。他們會處死我, 我則必在第三天復活。」那
時, 彼得把主拉到一旁, 責備祂說: 「萬不可如此。」(參看太16:22) 。
我們這些與 神同行一段時期的人都會有此危險。我們很快就會自作聰明, 開始告訴 神有
關未來該當如何。「我的前途該當如此, 你要為我成就這事。」我們必須謹記, 祂的道路
高過我們的道路；祂的計劃高過我們的計劃!
而且, 彼得更開始誇耀他自己的力量。主對他們說, 牧人將會被擊打, 以致群羊四散。然
而, 彼得堅持說: 「即使眾人都因你而跌倒, 我絶不會跌倒! 我在這天路歷程中並不是個
門外漢。主啊, 你可信任我。」(參看太26:33) 。
可見, 彼得沒有聽從主對他所說的。他不想聽到那道路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的。他不想
聽見若缺乏 神的權能, 他實在多麼的軟弱。雖然如此, 主對他說: 「我已為你祈求, 好

讓你不至於信心軟弱。當你回頭, 被改變為另一個人時, 務要堅固那些後來的人。」(參
看路22:32) 。
深深的感到失敗
不久後, 一切都開始改變了。猶大帶著一群宗教匪徒來到客西馬尼園; 他滿懷怒氣, 拿著
火把和燈籠, 存心要除滅主。彼得立刻拔刀, 割掉大祭司僕人的耳朵。主吩咐他收刀入鞘
, 然後, 祂把那耳朵放回那僕人頭上, 全然醫治了他。
彼得感到頭昏腦脹, 因為他的世界崩潰了。他一定這樣想: 「不該如此的! 我所理解的
神國不是這樣子的。主啊, 你能走在水上, 但卻被人逮捕了! 難道你沒有說過教會會被建
造在我的生命上, 陰間的門都不能勝過嗎? 然而，我看見陰間的門進來了! 你不是要打敗
羅馬的軍兵, 在此時此地設立 神國嗎? 怎麼啦? 」
主被解去受審時, 彼得獨自在火邊取暖。忽然間, 有人來對他説: 「你是同他一夥的，不
是嗎? 」彼得連忙否認。有人又來, 認出他是跟隨主的, 他便起誓否認了。他實在説: 「
我向 神發誓, 說不是同他們一夥的。」第三次, 又有人來問他, 他便咒詛自己, 大概這
樣説: 「如果我認識那人, 但願 神擊殺我。」(參看太26:69–74).
那時, 彼得一定既害怕, 惱怒, 又困惑。他與主同行已有三年, 當時的情形實在不如他所
想的。許多人在主的教會裡也會如此。「神啊, 我與你同行。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相信你的
應許, 但我的生命不如我所想的。我以為信主是指我的試煉過去了; 我會終生快樂, 健康
, 富裕, 又明智。然而, 我在這裡, 既失業, 孤單, 又衰弱。我不知道我實在是個怎麼樣
的信徒。」
彼得否認主三次後, 雞隨即叫了; 主轉過身來, 正視他。忽然間, 彼得想起主曾經對他說
過: 「我實在告訴你, 今夜雞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太26:34) 。當時, 彼得不明
瞭主的話, 但後來全都應驗了。
「神啊, 我作了甚麼呢? 我有沒有令你失望, 無可救藥呢? 你說過你已為我祈求, 好讓我
信心不至軟弱，但我發誓咒詛自己, 説我不認識你! 」聖經記載: 「他就出去痛哭。」(
太26:75) 。
同樣, 如今有些人禱告時非哀哭不可。他們深深的被失敗感所勝。他們定意轉離過錯, 但
身為跟隨主的人, 他們行了自己難以置信的事情。如今, 他們甚至害怕到祂面前來。

當主說平安時
僅僅數日後, 有些門徒聚集在房間裡, 把門關上, 因為他們害怕猶太人。彼得也在其中,
多半心中依然思索: 「我是否太過份了? 我是否犯罪, 失去了自己得恩典的時刻呢? 」
忽然間, 主進入了房間。我能想像他們四目交投的那一刻。你要明白，上一次, 彼得剛才
説過: 「如果我認識那人, 但願 神咒詛我! 」這一次, 主看著彼得說: 「願你們平安。
」(約20:19) 。何等希奇! 換言之, 衪說: 「彼得, 你不必害怕你自己的咒語, 因為我已
在十字架上親自為你承當了咒詛。」
同樣, 主若如今向你顯現, 我認為祂會看著你説: 「平安! 我要與你和好, 也要你與我和
好。我為你受死, 因為你無法拯救自己, 無力按真道而活。我要你明白, 我來是因為我渴
望與你和好。」
請試想, 主誕生人間時, 沒有像一位25呎高的天使來臨! 祂乃透過一個嬰孩的身體(需要
人家替祂換尿布的) 而臨到。全能 神極力對我們說, 我們的軟弱不會冒犯衪。祂臨到是
為要拯救我們, 好讓我們能與衪和好。
所以, 如果你如今需要得憐憫(也就是說, 若你感到失敗, 或者只能流淚), 讓我向你發出
挑戰: 務要與 神和好, 且讓祂與你和好。如果你在思索要如何這樣做, 只要像彼得一樣,
讓主對你說平安。你要知道你的掙扎或跌倒不會冒犯祂。務要敞開心靈, 讓祂重新感動你
。
聖經記載, 主向門徒們說平安後, 便給他們顯示祂的手和肋旁; 門徒們都喜樂起來。祂又
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20:21) 。換言之
, 祂説: 「彼得, 如今我差遣你去作施憐憫的使者。你如今知道赦免和恩典是如何的。父
差遣了我, 我又差遣你。」於是, 我們領會 神不僅樂意叫你與祂和好, 更渴望在此時此
刻指派你為衪的使者。對於這世代切切需要認識救主的人, 你會成為 神施憐憫仁慈的管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