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23⽇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6) - 主的相貌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3 分鐘

經⽂ 
約翰福⾳21:4-5節:「4天將亮的時候, 耶穌站在岸上, ⾨徒卻不知道是耶穌。5耶穌就對他們說:
『⼩⼦! 你們有喫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

前⾔
上週四打了第三劑, 打的是莫德納, 兩天後, 也就是昨天下午三點半突然暈眩起來, 站都站不住, 
今早可起床, 但不如平常狀態, 所以, 我會慢慢講, 只能講到第五節的三分之⼀。

對上帝最⾼的尊重
如果你⾏令⼈稱頌的事或可寫成⼀本書, 有⼈若要介紹你, 對你最⼤的尊重莫過於提你⼼中認
為最重要的事。上帝⾏諸事, 說話豐, 我們在有限的時間裏當傳揚上帝⼼中最感榮耀的事, 以為
對上帝最⾼的尊重, 這是傳道⼈展現智慧之所在; 若傳道⼈熟讀聖經, 學識淵博, 卻不傳上帝最
榮耀事, 他不是⼀個有智慧的⼈; 更甚者, 不傳基督的傳道⼈是兩個法碼的⼈, 願⼈提他最榮耀
的服事, 卻不願提上帝最榮耀事。

保羅說:「⽗喜歡叫⼀切的豐盛在他(愛⼦)裏⾯居住。...上帝的奧祕就是基督, 所積蓄的⼀切智
慧知識, 都在他裡⾯藏著。...上帝本性⼀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1:19; 
2:2c,3,9) 因此, 尊重上帝的智慧傳道⼈必傳基督。保羅⼜說:「(上帝)藉著他(基督)在⼗字架上
所流的⾎成就了和平, 便藉著他(基督)叫萬有, 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 都與⾃⼰和好了。...(上
帝)藉著基督的⾁⾝受死, 叫你們與⾃⼰和好, 都成了聖潔, 沒有瑕疵, 無可責備, 把你們引到⾃
⼰⾯前。」(⻄1:20; 22) 因此, 尊重上帝的智慧傳道⼈必傳基督⼗架, 此舉必使天⽗歡樂,「所羅
⾨的箴⾔, 智慧之⼦使⽗親歡樂。」(箴10:1) 

⾄於聽智慧者⾔語的⼈亦是智慧者,「教導智慧⼈, 他就越發有智慧, ...惟智慧⼈肯聽⼈的勸
教。」(箴9:9; 12:15) 耶穌說:「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太11:15), 智慧⼈的耳聽智慧⼈⼝中關
乎基督的⾔語, 這是⾔與聽之間良性的循環。

我們⼤家都受惠於這良性循環中。猶記去年這時對主耶穌說的「我實在告訴你, 今⽇你要同我
在樂園裏了」的理解, 僅在與主同在的層次⽽已(參路23:43), 但現在我們可以認識到, 主所說的
“今⽇”就是他與強盜同死的那⽇, 他們同⼀天死, 也同⼀天下到陰間。耶穌稱有他在的陰間那裏
為樂園, 他在那裏, 強盜也在那裏, 所以強盜與耶穌同在樂園裏。強盜與耶穌的這段對話給我們
極⼤的安慰, 原來我們這些屬主的⼈死後將到的陰間是主⼝中的樂園。請注意, 強盜的信仰不
是空的, 他信耶穌會復活, 並且信耶穌是天國的王。

我們必須處在這良性循環。耶穌是禮拜五下午三點死, 禮拜天凌晨復活, 這中間逾30多⼩時皆
在陰間傳道給監獄的靈聽, 若這些與耶穌在樂園裏的⼈沒有聽的⽣命, 不愛聽道, 他們怎可能安
穩? 同樣地, 我們在世若不愛聽基督的話, ⼜怎能復活後喜樂的永永遠遠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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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四: ⾨徒不知道岸上站的是耶穌
彼得等出海打⿂, 他們打了⼀夜的⿂, 並沒有打著甚麼, 約翰這時記「天將亮的時候, 耶穌站在
岸上, ⾨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這時的顯現有四⼤特點: (1) 主顯在⾨徒打⿂打到最絕望的
時刻; (2) 主的延遲賜福; (3) 主顯在天將亮的時候; 以及(4) ⾨徒不知道岸上站的是耶穌。今天
講第四特點。

天將亮的時候, 耶穌出現在提比哩亞海邊的岸上, 但「⾨徒卻不知道是耶穌」。⾨徒已經看過
耶穌兩次, 彼得甚⾄還三次⾒過主, 所以我們無法理解為何⾨徒不知道站在岸邊的是耶穌。其
中原因或許是天將亮有背光逆光的因素, 或因他們⼀晚的捕⿂, 精⼒耗盡, 神智不清。然, 老
友、閨蜜、夫妻級別的關係, 在遠處即可認出對⽅來, 所以, 這樣的看法是說不通的。⾨徒此時
認不出耶穌來原因應是耶穌此時的樣貌與外衣裝束是⾨徒從未⾒過的, 他們因此感到陌⽣。

主耶穌的相貌
關於耶穌相貌, 傳道者對此事的論述甚少。論耶穌相貌的變化, 屬耶穌的⺟親⾺利亞, 以及彼得, 
雅各, 約翰等三使徒感受最深。⾺利亞因養育耶穌之故必清楚耶穌⾝量增長⽽有的外型變化(路
2:52), 她也在⼗架下看到他兒⼦受釘的慘樣。⾄於這三位使徒, 他們看過耶穌30歲的壯年樣, 
在變像⼭的榮耀樣, 33歲半如同50歲樣, 受羅⾺兵丁和祭司長僕役被綁樣, 受祭司長和彼拉多審
判時的莊嚴樣, 鞭傷的受辱樣, 掛在⼗架上的痛苦樣, 他們也看⾒耶穌復活後的榮耀樣, (這第三
次顯現樣似乎⼜與前⼆次顯現的樣不⼀樣), 還有耶穌升天樣; 使徒約翰更蒙⼤恩, 看到耶穌坐天
上寶座的榮耀樣(啟1:12-16)。新約的使徒比舊約的先知-以賽亞只⾒過主「坐在⾼⾼的寶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滿聖殿」更加豐富(參賽6:1)。

⽂藝復興畫耶穌像甚多, 但那僅是⼈對於榮耀想像的發揮, 與耶穌真實樣還是有很⼤的差距; 事
實上, 畫者多畫耶穌俊美的⼀⾯, 難得⾒他上⼗架前的50歲樣, 且帶著鞭傷痕掛在⼗架上的樣。
畫家畫⼈像需要有模特兒作為樣本, 有誰可能被鞭後做畫家的樣本呢? 這⼀切的⼀切告訴我們, 
繪製出⼀幅耶穌寫真畫是⼀件不可能的事。

主耶穌已警⽰我們:「那時, 若有⼈對你們說, 基督在這裏, 或說, 基督在那裏, 你們不要信, ...若
有⼈對你們說, 看哪! 基督在曠野裏, 你們不要出去; 或說, 看哪! 基督在內屋中, 你們不要信。」
(太24:23, 26) 沒有⼈知道耶穌真實的樣貌, 因此, 若我們聽到有⼈說他(她)⾒到耶穌, 這⼈說的
是誑語, 不可信, 不可聽。凡⾃稱看⾒耶穌的⼈, 這⼈若是傳道⼈, 他就是假先知, 若是平信徒, 
他就是作假⾒證, 因為他們看到的絕不是耶穌, ⽽是⿁所假扮的耶穌。

先知以賽亞看⾒榮耀主的立時反應是, 「禍哉! 我滅亡了, 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 ⼜住在嘴唇
不潔的⺠中, ⼜因我眼⾒⼤君王萬軍之主。」(賽6:5) 使徒約翰看⾒榮耀主的立時反應是, 「我
⼀看⾒, 就仆倒在他腳前, 像死了⼀樣。」(啟1:17a) 兩者皆站立不住, 那⾃稱看到耶穌的⼈呢?

有些平信徒作⾒證⽽說, 他們信耶穌乃因耶穌向他們顯現, 然耶穌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 就
要吸引萬⼈來歸我。」(約12:32) 如果這些宣稱看到耶穌的⼈沒有看到從地上被舉起來且有鞭
傷的耶穌, 他們所看到的絕不是耶穌。天主教的⼗字架總是掛個⼈形在上⾯, 這⼈形無鞭傷, 故
不實, 這⼈⾯貌太過年輕, ⼜不實。我們不要被世間所謂耶穌的像給迷惑了。有⼈說他(她)看⾒
過耶穌, 這⼈必緊緊抓住這經驗不放, 他⼈若以聖經提醒這⼈看到的不是耶穌, 既便淡淡的提醒
也必遭這⼈強⼒反擊; 若⼀個⼈的經歷⾼過聖經的權威, 聖經已對他(她)已沒有任何效⼒, 他(她)
雖活著, 卻是死的。

看⾒主
耶穌且說我們會看⾒他, 主說:「還有不多的時候, 世⼈不再看⾒我, 你們卻看⾒我, 因為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 到那⽇, 你們就知道我在⽗裏⾯, 你們在我裏⾯, 我也在你們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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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20) 主說的看⾒或可理解為⾨徒可親眼看⾒他的復活, 但“在裏⾯”之語卻提⽰我們那“看
⾒”當有更深的意思; 主說屬他的⼈必看⾒他, 這當是對歷世歷代的基督徒說的。耶穌說這話之
前說的是差遣聖靈的事, 明定聖靈對我們的⼯作就是「將⼀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
起我對你們所說的⼀切話。」(約14:26) 這樣看來, 耶穌說的看⾒他的意思就是想起他所說的
話; ⼀個基督徒要看⾒主, 他(她)就必須想起主所說的⼀切話。

有些⼈⽤匠氣之⼼看耶穌所謂的“我對你們所說的⼀切話”, 這等⼈謂讀耶穌在福⾳書中說的所
有的話, 不到⼀⼩時就全部讀完, 即便逐字朗讀四卷福⾳書也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因此認為想起
主對我們所說的⼀切話不是件難事。這等以為隨時隨地即可成就這事的輕慢態度, 後遺症是巨
⼤的, 看⼀⽣甚長, 時間上綽綽有餘。輕慢即藐視, 他們因⽽懈怠深思主說的話, 開始字⾯理解
主說的話, 並胡亂應⽤主說的話, 這層層影響使得基督徒無法將主成形在⾃⼰⼼中。

耶穌說:「叫⼈活著的乃是靈, ⾁體是無益的,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命。」(約6:63)
許多⼈不懂「叫⼈活著的乃是靈, ⾁體是無益的」何意, 遂掉入了靈魂體不當論述的圈套中。
耶穌說這話之前, 說的是「倘或你們看⾒⼈⼦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 怎麼樣呢?」(約6:62) 這原
來所在之處就是上帝所在之處, 故我們必須以活在上帝⾯前來理解第63節這句話。

須知, 罪⼈所成就的⼀切, 無論多麼絢爛, 甚⾄在歷史上留名, 上帝均看之為⾁體。然, 上帝是活
的, 上帝是靈, 故活在上帝⾯前的⼈也必須是活的。耶穌說他對我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命, 
也就是, 我們唯有想起主對我們所說的⼀切話, 悟性思之, 理解之, 使之成為我們的⽣命, 我們的
靈, 我們才能坦蕩蕩的活在上帝的⾯前。

主說的話雖不多, 但這些話卻⾜夠供給我們⼀⽣的⽣命, 這不是量的對比, ⼀天得有主的話, 每
天不同, ⽽是連接活⽔的泉源, 滋潤我們每天的⽣命, 使我們在上帝⾯前活得像個有靈的活⼈。

基督成形
保羅說他的⼯作是將「基督成形」在信徒⼼中(太4:19), 什麼叫做成形? 古時候男女雙⽅成親之
前從未⾒過⾯, 彼此是陌⽣的, 不知道對⽅的長相和⼈品, 這時需要靠個中間聯絡⼈, 也就是俗
稱的媒婆來認識對⽅, 媒婆的⼝將對⽅成形在⾃⼰⼼中。同樣地, 我們與耶穌從未謀⾯, 沒有如
使徒般親眼看過和親⼿摸過的經歷(約⼀1:1), 我們因此需要靠傳道⼈⼝中的⾔語, 將關乎基督
的事講述給我們聽, 好讓我們藉著講道來認識基督, ⼀點⼀滴地將基督成形在我們⼼中。

我們⼼中所成基督的形必須是基督真實的形, 故必須明確地知道基督榮耀形與羞辱形, ⽣形與
死形, 升⾼形與卑微形。我們必須確切認識到基督的神性與⼈性, 尤其是他與⽗原為⼀的神性, 
這⼀點絕對不可有所偏差, ⽽這⼀點卻是今⽇教會⽋缺的, 教會只會說神為神, 不會說基督為
神。

5節a:
耶穌就對他們說:「⼩⼦! 你們有喫的沒有?」

在解釋第5節之前, 我們不要忘記⾨徒這時不知道耶穌會在他們打⿂的海邊出現, 也不知道岸上
站的這⼈就是耶穌。(有⼈將⾨徒打了⼀晚上的⿂解釋成他們的堅忍, 為要等待耶穌的出現, 這
是不確的。)

這⼀節聖經告訴我們, 彼得等雖未打著什麼⿂, 處在絕望的邊緣, 他們還是待在船上做最後的拼
搏, 畢竟他們肚腹的問題依然存在, 不想空⼿⽽回。這時耶穌在岸上對他們說:「⼩⼦! 你們有喫
的沒有? 」耶穌站在岸上, ⾨徒在海上, 兩⽅可彼此對話, 這表⽰當天的湖⾯風平浪靜, 是個捕
⿂的好⽇⼦, 這對於經驗的漁夫來說, 打不到⿂實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這讓我們看到, 上帝超
⾃然的作為, 暫停⾃然該發⽣的事, 以為下⼀步發展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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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此的問語讓我們深思, 他問的是「⼩⼦! 你們有喫的沒有?」不是問「⼩⼦! 你們打到⿂
沒有?」這兩問有什麼區別? 耶穌看到他們沒有打到⿂卻明知故問, 這乃是對⾨徒的⼀種嘲諷, 
暗⽰他們不去傳道⽽去打⿂的不當。但事實上, 彼得等在五旬節之前打⿂才是正確的決定, 若
去傳道反⽽不正當, 因為聖靈尚未降臨。

卑微的請求: 有喫的沒有?
耶穌對⾨徒提出⼀個卑微的請問, “有喫的沒有?” 若是家⼈或好友這樣問, 因彼此熟識之故, 倒
覺親切, 但⾨徒這時看岸上這⼈是個陌⽣⼈, 詫異著這⼈叫他們⼩⼦, 卻⼜向他們要喫的。我們
在知道耶穌是誰的前提之下, ⾝為旁觀者看耶穌這問讓我們深感震撼, 因為看到了主智慧的引
導, 且看到在這引導顯出對⾨徒的憐憫。耶穌智慧的問喫不僅保住打不⿂的⾨徒的顏⾯, 更重
要的是此問指出了⾨徒的困境。

牧者耶穌與教會牧者
當我們深思耶穌問⾨徒“有喫的沒有?”⼀語的智慧, 發覺牧者耶穌與教會牧者兩者極⼤的不同。
耶穌隨時隨地與⾨徒同在, 深知他們的景況, 主只要說⼀句話即可點出他們的困境難處, 也⼀句
話指出他們需要他的引導與幫助。教會牧者則沒有這等能⼒, 即便經過長談⽅式知道某會眾處
境, 也難以掌握他(她)困境的核⼼。

牧者耶穌是全天候且不打盹的牧者, 終⽇注視屬他的⼈, 主深切地認識每⼀位屬他的⼈, 知道屬
他者所有的疑難, 這是主愛屬他的⼈到底的表現。今⽇所唱的詩歌「主愛深長」適切表達主對
我們的慈愛。然, 教會牧者僅是組織名義上的牧者, 與會眾相處時間短, 難真正認識會眾, 連⼀
個都難。今⽇教會牧師愛把教會作⼤, ⼈數倍增, 卻使他與會中之間的距離越發加增, 因⽽教會
牧者與會眾的關係總在事⼯上, ⽽非信仰上。基督徒性格脾氣各不相同, 難處也是百百種, 牧師
不可能件件處理之, 這是不爭的事實。教會信徒順服牧師本是好的, 也是應當的態度, 但若愛牧
師甚於愛主耶穌卻是不智的, 聽了上述牧者耶穌與教會牧者的比較之後, 基督徒還是⾏事如常, 
那就更不智了。

主耶穌認識我們每⼀個⼈⾄深⾄切, 如果他要求引導基督徒的牧者需要為他們的靈魂時刻儆醒
(來13:17), 他也必如是為。如果牧者照字⾯應⽤主之問“有喫的沒有?”, 無論⼝吻如何, 都會是
⼀種乞求之態, 這是牧者萬萬做不到的事。那, 主耶穌這句話對牧者的啟發是什麼? 就是要牧者
有如耶穌的⼼, 能夠點出基督徒的困境; 牧者是教會的主事者, 是教會明亮的晨星(⾒上週講章), 
他當知道如何引導信徒走出信仰困境, 使之歸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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