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12⽇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2): ⾨徒打⿂去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0 分鐘

經⽂ 
約翰福⾳21:1-3節:「1這些事以後, 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向⾨徒顯現, 他怎樣顯現記在下⾯:2
有⻄⾨彼得和稱為低⼟⾺的多⾺, 並加利利的迦拿⼈拿但業, 還有⻄庇太的兩個兒⼦, ⼜有兩個
⾨徒, 都在⼀處。3⻄⾨彼得對他們說:『我打⿂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
去, 上了船, 那⼀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前⾔
上週⼀(6⽇)張忠謀應邀⾄司法院演講, 直⾔建立另⼀個如台積電級的護國神⼭產業, 難。他以
美國哈佛為例, ⼀個頂尖學府的養成需要優秀學⽣和教授, 以及先進硬體, 加上獎學⾦吸引學⽣
與⾼薪禮聘教授, 除了這些之外, 張忠謀說, 還需要300年的努⼒。我提這事為要告訴各位, 我們
基督徒已有聖經, 但要成為⼀個像樣的基督徒需要好的施教者, 除此之外, 還必須花上⼀⽣的⼯
夫努⼒悟得聖經真理。為此, 上帝已經定了⼀個律就是,「惟喜愛主的律法, 晝夜思想, 這⼈便
為有福」(詩1:2), 這律道盡了時間之寶貴資產, 基督徒必須以救贖的⼼視之, 保羅說:「要愛惜光
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弗5:16)

⾺利亞之例
看看⾺利亞, 她在⾺槽裏⽣下耶穌, 耳聽牧⽺⼈轉述天使論耶穌的話, 路加記凡聽⾒的皆詫異這
些話, 唯記⾺利亞「把這⼀切的事存在⼼裏, 反復思想。」(路2:19) ⾺利亞思想了30年, 卻還是
在迦拿婚筵酒⽤盡時, 在眾⾨徒⾯前對耶穌說,「他們沒有酒了」, ⾺利亞此指⽰性的話語⼀出, 
即顯出她長年思想的結果還是不清楚耶穌的主性, 依舊不明⽩耶穌在⼗⼆歲時對她說的話,「豈
不知我應當以我⽗的事為念麼? (或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的家裏麼?)」(路2:49)。

當⾺利亞看到⾃⼰的兒⼦⾏了以⽔變酒的神蹟之後, 便明⽩天使對她說關乎耶穌的事,「他要為
⼤, 稱為⾄⾼者的兒⼦, 主上帝要把他祖⼤衛的位給他;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遠; 他的國也
沒有窮盡。」(路1:32,33) 然⽽, 當耶穌掛在⼗字架上時, ⾺利亞⼜再次不解, ⼼⽣疑惑, 她雙耳
⾃天使⼝中所聽得的與她眼前所⾒得的⼤相徑庭, 兩者彼此牴觸, 這耶穌怎可能實現天使所
⾔。耶穌將⾃⼰的⺟親交給約翰的⽬的之⼀, 就是要約翰撫平⾺利亞對於他的死所⽣⼼中的障
礙。⾺利亞花了三⼗餘年時間思想尚且如此, 何況我們!

台灣基督徒個個⾃負, 受過⾼等教育的更是如此。當這些知識份⼦團聚ㄧ起, 無論在教會或在
職場查經必採輪值⽅式, 這看似最公平且對⼤家最輕省的作法, 卻是對上帝最不敬, 最⼤膽的安
排。輪值者只會在排到他的那個禮拜才會認真讀經看書, 好在聚會中可說些什麼, 其他時間對
聖經的研究卻是可有可無。這種隨⼿捻來, 各說各話, 豈是榮神益⼈之舉? 帶領查經說的話不得
被質疑或有相反意⾒, 此等查經⼼態, 有何益處? 但話⼜說回來, 這些知識份⼦有那⼀個敢站出
來說, 他來負責某卷書全部的查經? ⼤衛說:「下流⼈真是虛空, 上流⼈也是虛假, 放在天平裡就
必浮起, 他們⼀共比空氣還輕。」(詩62:9) 基督徒知識份⼦這樣的查經安排, 結果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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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回顧
上週我們說明了耶穌為何多次顯現的原因, 為要使⾨徒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已死裏復活, 進⽽肯
定⾃⼰也將會從死裏復活, 這樣, 他們才會有充⾜的信⼼, 堅定不移地傳揚死裏復活的基督, 讓
聽者百分之百地確定凡在基督裏⾯的⼈必也死裏復活。

多⾺: 我們亦論及第⼆節之記名與未記名⾨徒在這次顯現的意義。多⾺寫在⻄⾨彼得之後, 表
⽰多⾺即⽇起便緊跟著彼得, 不再犯過往缺席的錯誤。⼜, 約翰還是寫多⾺是低⼟⾺的多⾺, 這
表⽰多⾺屬世的才幹能⼒不因歸主⽽退化。論才幹時常與恩賜同論, 但聖經寫論恩賜⽽已, 既
說恩賜, 必是屬靈的, 有屬靈恩賜的⼈⾄終必讓⼈看出他有使⼈歸主的能⼒, ⽽不是看到他的才
幹過⼈。

現提⼀件上週未提的事, 為什麼多⾺跟從的是彼得, ⽽不是其他使徒朋友? 彼得的年長或他具有
領袖魅⼒可能是其中因素, 但我認為最⼤原因是彼得曾經否認主。彼得因有這罪跡紀錄, 且被
主赦免的經歷, 使其更能接納驕傲的多⾺。我們的本性傾向跟隨無瑕疵的領袖⼈物, 若將彼得
與少年官並列讓我們選擇跟隨其中⼀位, 我們必選少年官, ⽽不會選彼得。我們或因跟隨這樣
領袖⽽與有榮焉, 但這領袖的⾼標準會讓跟隨者有著⾃⼰不被其接納的焦慮, 甚⾄長時下來有
種窒息感, 瀟灑不得。

彼得否認主是罪⼤惡極, 但這負⾯經歷卻變成他的資產, 使⼈可親近他; 保羅認⾃⼰是罪魁(提前
1:16), 他才會接納從做錯事的阿尼⻄⺟, 並說阿尼⻄⺟是他在捆鎖中所⽣的兒⼦(腓10)。這兩
位使徒⾝上都有基督的⾎的記號。今⽇難得看到⼀位教會領袖披露⾃⼰在認識主耶穌過程上曾
有的衝突, 個個好像順理成章地信主, 沒有掙扎的紀錄; 傳道⼈若沒有如雅各在雅博渡⼝與基督
摔跤的經歷(32:22-29), 他們的⼝絕無法⾒證基督。與基督摔跤是那麼的真實, 凡有此摔跤經歷
的基督徒不可能不⾒證基督。

拿但業: 拿但業是繼施洗約翰之後, 將耶穌與舊約聖經的應許連結⼀起的⼈。施洗約翰認識耶
穌的神性是他的先存,「在我以後來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拿但業認識
耶穌的神性是他的預知,「腓⼒還沒有招呼你, 你在無花果樹底下, 我就看⾒你了。」唯主耶穌
可說這等預知之事, 今⽇靈恩派牧師向⼈說預⾔, 已經將⾃⼰與主耶穌同等, 這是冒犯。記得去
年有位姐妹來我們教會, 居然說起預⾔, 說我們的教會將會被神⼤⼤的使⽤, 聽到這樣預⾔怎麼
反駁, 可⾒今⽇的預⾔⾔語是多麽地迷惑⼈。這位女⼦愛說預⾔卻不願留下聽道, 可⾒她與道
是無關的。

兩個⾨徒: ⾄於那兩位未記名的⾨徒, 他們可在顯現之列給予絕⼤多數基督徒莫⼤的安慰, 教會
歷史不知這兩位⾨徒的姓名, 但上帝知道。知此, 平信徒不應當妄⾃菲薄, 以為追求主是無⽤的, 
或為求個⼼安, 在教會裏爭職位, 要頭銜。平信徒當注意的是, ⾃⼰是否⾝處在有使徒教訓和傳
講基督信息的教會。

基督徒的虛榮
若問, 基督徒願意是記名的使徒或拿但業, 還是未記名的那兩個⾨徒? 如果在公眾場合問這個問
題, ⼤多數基督徒的答案必說是記名的那幾位; 若在長執會議上, 或在各地區教會禱告會裏, 或
在眾牧師傳道的聚會中問這問題, 答案必是記名的。是啊, 誰願意在這⽅⾯⽰弱呢? 但, 這等屬
靈的爭鋒經不起⼩⼩的試驗。請各位想⼀想, 我們處在未記名的⾨徒中間, 或處在有牧師傳道
在場的聚會, ⼼靈上何者較為⾃由? 做牧師傳道的, 他們在教會中, 或在家中, 或在會眾家中, 必
須時時擺出屬靈樣貌, 以為符合他們傳道的⾝份, 這樣的情緒緊繃不僅有害⾝⼼, 亦無法認識聖
經, 更不可能認識耶穌基督。

第  ⾴ (共  ⾴)2 5



雛型教會的特質
約翰在這裏只記四個使徒, 那其他七位使徒呢? 這七位使徒還是有裹腹的需求, 必按照個⼈能⼒
⾏之, 但他們沒有像這七⼈這樣的組成所給予爾後教會當有的啟發。約翰所記這七⼈是⼀個教
會的雛型, 這雛型教會展現出零距離的⼈際關係。彼得, 多⾺, 雅各, 約翰等雖貴為使徒, 那兩位
不知名的⾨徒卻願意與他們同去同去打⿂。再來, 這雛型教會個個展現出真實的我, 彼得曾否
認主, 多⾺曾冥頑不靈, 約翰曾怒氣沖天要殺⼈, 他們的壞歷史並未阻礙這教會的形成, 每個⼈
都接受真實的對⽅, 不做任何道德評判。今⽇教會的氛圍與這雛型教會實在相去甚遠, 上⾃牧
師, 下⾄平信徒, 個個宛如聖⼈般, 純潔無瑕。

3節a:
⻄⾨彼得對他們說:「我打⿂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

彼得表明他要打⿂去, 其他六⼈附和之, 並願意隨彼得⼀起到提比哩亞海打⿂, 故說「我們也和
你同去」。這些⼈情願與彼得同去打⿂不是出於隨機, 或是個偶然, ⽽是出於上帝的護理, 使他
們⼀起做同⼀件事。試想, 彼得僅他⼀⼈打⿂, 耶穌再次顯現於打⿂的海邊有什麼意義? 不要忘
了, 耶穌第四次顯現的對象是彼得。再想, 若僅彼得⼀⼈打⿂, 其他⼈在海邊做別的事, 耶穌的
顯現對這樣的群體⼜有什麼意義? 

錯誤解釋
問, 耶穌呼召的這些⼈成為使徒, 為要宣揚他的救恩, 他們為什麼跑去捕⿂? 他們是不是離開了
耶穌的呼召⽽轉業了? 許多⼈愛⽤“重操舊業”這等冷⾔冷語來形容這時候的彼得, 同時抨擊與
批評這些⼈不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為⽣活憂慮, 為家⼈掛⼼, 跑去打⿂, 他們不去傳道乃是抗拒
主的命令。還有⼈說, 這七個⾨徒來到海邊等候耶穌, 等到不耐煩時才去打⿂, 因⽽說他們經不
起等候主的考驗。彼得打⿂真是這樣嗎? 完全不是。

聖靈未降臨
我們知道路加福⾳與使徒⾏傳兩卷書同出於路加的⼿, 按我們⼈的理來說, 這兩卷書應該先後
編放⼀起, 但聖經的安排卻是路加福⾳, 約翰福⾳, 然後才是使徒⾏傳。使徒⾏傳第⼀章寫聖靈
五旬節降臨的事, 在這章之前的約翰福⾳最後⼀章寫的是彼得⼀⾏⼈打⿂的事, 這即告訴我們, 
彼得等雖呼召為使徒, 但因他們尚未領受聖靈降在他們⾝上, 故尚未真正執⾏這屬天的職份; 這
是主的安排, 他們不得隨⼰意冒進⾏事。

耶穌呼召彼得之初, 即對他和他兄弟安得烈說,「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得⼈如得⿂⼀樣。」(太
4:19) 得⼈與得⿂中間的分界點在於五旬節之聖靈降臨, 之前的主要糧食是得⿂, 之後的主要糧
食則是得⼈。彼得等⼀⾏⼈在還沒有真正執⾏使徒的職份之前, ⽤著⾃⼰雙⼿打⿂來養活⾃
⼰, 這是正當的態度與作為, 何錯之有!

養活⾃⼰
彼得等打⿂表⽰他們在養活⾃⼰, 保羅亦多次說他⽤⾃⼰的雙⼿養活⾃⼰(參林前4:12; 帖前
2:9; 帖後3:8), 尤其是在哥林多前書裏極強調他靠雙⼿勞⼒織帳棚維⽣的事實, 但使徒也指⽰教
會,「在道理上受教的, 當把⼀切需⽤的供給施教的⼈」(加6:6)。教會兩相權衡之下, ⼤都選擇
執⾏保羅的教訓, ⽽不願以保羅為師, 好讓牧師有份職業, ⾃⼰養活⾃⼰; 也就是說, 今⽇傳道⼈
幾乎皆跳過了彼得等的打⿂般養活⾃⼰的經歷, 直接成為教會的⽀薪者。彼得雖為使徒, 但沒
有失去打⿂的能⼒, 然今天的基督徒⼀旦成為傳道⼈, 已沒了在社會上謀⽣的能⼒, 有些取巧者
為躲避職場的⾼競爭性⽽轉讀神學院, 畢業後受薪於教會, 還美其名說, 奉獻⾃⼰作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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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考核
教會錢財來源主要來⾃會眾的⾦錢奉獻, 當傳道⼈決定成為受薪者就當按理⽽⾏。普世之理
是, 受薪⽅需執⾏所賦予的責任才配得上所得薪酬。平信徒在社會上⼯作基本上是朝九晚五, 
即⼀週⾄少要⼯作40個⼩時, 我說“⾄少”。那傳道⼈呢? 再問, 平信徒若不確切履⾏⾃⾝職位當
負的責任, 他(她)的命運會如何? 是否會在辭退榜上? 那傳道⼈呢? 主耶穌說:「你們要去, 使萬
⺠作我的⾨徒, 奉⽗, ⼦,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傳道⼈基本的責任是使所牧養的會眾作基督的⾨
徒, 凡基督所吩咐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那今⽇傳道⼈有履⾏這個責任嗎?

教會貪財
保羅說:「那些想要發財的⼈, 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 叫⼈沉在敗壞
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 有⼈貪戀錢財, 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許多愁苦把⾃⼰刺透了。」
(提前6:9,10) 這句話可⼩⾄個⼈, 亦可⼤到教會。凡教會將⾃⼰作⼤, 不以基督的教訓吸引⼈, 
⽽⽤各樣⽅法引⼈入教, 已經落入使徒這句話的狀態中, 尤其是有實質建築物的堂會, 以及⼈數
眾多的教會。這不是危⾔聳聽, ⽽是現實, 因為⼈需要⾦錢才能存活下去, 教會亦需要⾦錢才能
運作下去。保羅看教會事看得透徹, 以「貪戀」來形容教會對錢財的態度, 當教會需要錢財多
多才覺得安穩的話, 使徒已指出教會的走向必是「離了真道」, 結果就是愁苦加增, 並把⾃⼰刺
透了。錢財多了以為安穩, 卻迎來愁苦, 這是今⽇教會不明⽩的事。

受聖靈呼召的記號
彼得打⿂為要等候主所應許的聖靈降臨, 上帝當時在屬祂的⼈⾝上的這般作為, ⾄今依然如是
地引導祂呼召出來的⼈, 因為上帝絕不會背乎祂⾃⼰。因此, 蒙召者必須親⼿作⼯得資財, 等候
聖靈的呼召, 得全職事奉的資格權利, 以為領全薪的依據。那些⾃認是受聖靈呼召的⼈必須顯
出蒙召的記號, 這些⼈的講道必須要有使徒彼得在新約時第⼀篇講道的內涵(參徒2:14-40, 亦參
2020年10⽉4⽇⾄12⽉6⽇講章)。教會界需要傳道⼈, 但這是主⼯, 必須按主的指⽰⽽為, 若不, 
這些牧師傳道所鑿出的池⼦必是破裂不能存⽔的池⼦, 因為已經離了活⽔泉源的上帝。

教會的專⼀
彼得之「我打⿂去」乃是主耶穌不在現場的情況下, 使徒在教會裏說的第⼀句話。彼得說這話
是以“我”為主格, 這吿訴我們, 制定教會未來走向的就是教會為⾸的那⼀位, 他當為這⽅向負起
全部的責任。其他六⼈說了“我們”, 表⽰他們因認可為⾸的(彼得)意念⽽願意與他⼀起同走這⽅
向道路, 共同承擔這責任。因此, 教會不得雜, ⽅向需專⼀。彼得願意在其他⼈⾯前清楚地說出
他的意向, 教會的主任牧師也應該在眾⼈⾯前將⾃⼰的立場具體地表明清楚, 不可打⾺虎眼, 或
說法籠統。我領受建立這教會時即定下「one place, one voice (one reformed doctrine)」的原
則。

這樣的論述在今⽇教會運作上已是異類, 不可⾏, 也不敢⾏, 以致於教會變成閒雜⼈等聚集之地, 
各有各的⼼思 , ⽬的不同, 動機迥異, 談合⼀僅嘴上說說⽽已; ⼈數越多的教會越是如此。教會
以為⾸的為念最令⼈躊躇不前就是獨裁或獨霸⽅⾯的疑慮, 以致於以長執會的眾⼈之⼒來抓穩
未來⽅向發展的舵。

華⼈教會鑑於倪柝聲獨霸⽽⽣的副作⽤, 遂依循⻄⽅教會的長老治會, 也認為這運作⽅式優甚
於其弊。但, 我們不要忘記教會是上帝的教會, 她存在的⽬的就是要達到主耶穌所說的「作我
的⾨徒」(太28:19),  以及使徒保羅說的「將⼈所有的⼼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5)。
因此, 教會各樣運作⽅式之有效與否, 就必須看是否結出主耶穌和主的使徒所說的果⼦。華⼈
教會從未檢討長執治會是否使平信徒尊基督為主, 是否更認識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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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者受制於帶職者?
我提⼀個基本問題是教會從未知覺到的盲點。牧師是教會的全職者, 故終⽇必⼼繫教會, ⽇夜
所思皆為教會⼤⼩事務, ⽽長老和執事的主要⼯場是⾃⼰職場上的⼯作, ⼼思以之為重, 做教會
事不過是他們業餘的付出。⼀⽅是全職事奉, 另⼀⽅是帶職事奉, 帶職長執的話語份量居然比
全職牧師要來得重, 這就是不合理之處, 教會欲以長執作為平衡槓桿, 卻時刻處在失衡狀態。教
會這樣的情況是無解的, 因為牧師的肚腹掌握在長執⼿中, 有家室的牧師堅持⾃⼰所定的⽅向
更是忌憚不敢。多年下來, 長執治會的結果呢? 現今教會已聽不到⾒證基督的道。

3節b
他們就出去, 上了船

接下去, 當這七⼈決定⼀起去捕⿂後,「他們就出去, 上了船」, ⾨徒此時做他們該做的事, 為填
飽⾃⼰的肚腹⽽打⿂, 他們完全不知道耶穌會在此時此地向他們顯現。主說的:「不要為明天憂
慮, 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 ⼀天的難處⼀天當就彀了。」(太6:34) 因此, 基督徒每天當是普
通正常⼈, 做該做的事, 想吃碗⽜⾁麵就去吃, 不必假意敬虔, 非要禱告神求其意⾒, 是否可吃。
如果有聚餐, 基督徒卻說他禱告完後神不讓他去, 這基督徒豈不變成職場的怪珈異類。所以, 親
愛的弟兄姐妹, 無論我們每⽇的光景如何, 務要相信主耶穌對我們那永恆不變的愛, 主必在我們
不預期的時候顯出他愛的真實, 且要相信主的作為必讓屬他的⼈得著屬天的福祉。以這七⼈為
例, 他們群體同⼼做⼀件事, ⽽主的顯現使他們所有⼈同在天堂中。

3節c:
那⼀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七⼈合⼒打⿂, 結果呢?「那⼀夜並沒有打著甚麼。」這怎麽回事? ⼀個以打⿂為⽣的彼得, 熟
悉該湖的⿂性, 了解⿂群何時群聚, 知道這時的提比哩亞海是⿂多的時候, 但他與其他⼈花了⼀
整夜的⼯夫卻沒有打著甚麼, 豈不怪哉! 該打著的卻沒打著, 這正顯明上帝在正在進⾏⼀個超⾃
然的特殊⼯作, 為耶穌顯現預作準備。試想, ⾨徒當時若漁獲滿滿之後, 耶穌再指⽰他們把網撒
在船的右邊, 因⽽⼜得著另外153條⿂, 這樣額加的豐收意義何在? 再想, 如果我們每次皆得著
所求, 我們⼜如何分辨那⼀次求才是主的賜福呢? 凡事順利的⼈必認為這些事的成就乃出於⾃
⼰的努⼒, 智慧的結晶, 忍受試煉, 辛勤作⼯⽽得的果實, ⼈必進⽽⾃我炫耀。反觀那些在試煉
中或在希望中失望的⼈, 他們容易認出主賜福的記號, ⽽將福份所得的榮耀全歸給主。

知此, 當我們發現⾃⼰該得著的卻沒得著, 上帝必然有更好的恩典賜給我們。保羅寫信給他親
愛的同⼯腓利⾨關於阿尼⻄⺟離開他⼀事時, 說:「他暫時離開你, 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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