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13⽇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7) - 你們有喫的沒有?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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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命彼得回頭以後, 要堅固他的弟兄(路22:32)。教會堅固者告訴基督徒因有聖經, 故基督徒
的屬靈經歷不得脫於聖經所記。教會堅固者告訴他的弟兄, 亞當違背上帝禁令後, 他顫抖懼怕
地回應上帝“你在那裏?”之問, 然今⽇基督徒違背⽗之聽祂喜悅的愛⼦的命令卻表現得欣喜若
狂, 沒有絲毫顫抖懼怕, 由於這屬靈經歷與聖經所記不同, 必然不是出於主。教會堅固者繼續告
訴他的弟兄, 聖經記魔⿁亦會說話, 所以那⼈所聽到的聲⾳乃出於魔⿁。當教會堅固者如是勸
誡, 那⼈還是死性不改, 依舊到處傳說他(她)聽到神的聲⾳, 顯出屬靈硬頸之態, 主基督必將之列
入他恨惡的名單當中。

上週我們提到主的聲⾳, 亦說主今天叫諸⾨徒為“⼩⼦”, 明天則叫諸⼩⼦⾨徒名字。那時, 我們
聽主的聲⾳是悅耳欣喜, 還是聽的恐懼戰兢, 膝弱如⽔。今天我們則專注於主接著說的⼀句話,
「你們有喫的沒有?」

你們有喫的沒有?
耶穌問⾨徒:「你們有喫的沒有?」這是多麽簡單的⼀句話, 然我們不可因此輕看之⽽忘了耶穌
說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命」(約6:63)。主耶穌與我們的關係絕不是處在真空
狀態, 他說的每⼀句話不僅指出我們的現況, 也可使我們得⽣命, 這句話也不例外; 這句話不僅
告訴我們當時發⽣的事, 我們還需明⽩這句話的意思, 進⽽建造我們的⽣命。

直觀的解釋
⼈⼈皆懂「你們有喫的沒有?」何意, 也因如此, ⼈⼈都可解釋這句話。當然, 這句話最直觀的
解釋就是, 耶穌肚⼦餓了, 所以向⾨徒問有喫的沒有。然⽽, 當我們考量當時場景, 再加上問這
話的是有榮耀不朽⾝體的復活主, 這句話的意義就不是直觀解釋那麼簡單。

直觀解釋耶穌因肚⼦餓⽽問喫是不對的, 因第9節寫說⾨徒他們上了岸, 就看⾒那裏有炭火,「上
⾯有⿂, ⼜有餅」, 也就是, 耶穌如果真要吃⿂好解決他⾝體上的需要, ⾃⼰來就好了, 根本不需
要⾨徒船上的⿂。再者, 若有榮耀⾝體的耶穌⼀如⾨徒般需要進食的話, 那主這幾天如何填飽
他的肚腹? 耶穌傳道時,「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約亞拿, 並蘇撒拿, 和好些別的婦女, 都是⽤⾃
⼰的財物供給耶穌和⾨徒」(路8:3), 耶穌與⾨徒的飲食無虞, 但耶穌⾃死裏復活後, 他只向屬他
的⼈顯現, 因此唯這些⼈可供給他食物。福⾳書已全部記下耶穌復活後的顯現, 沒有其他, 若有
⼈說還有, 只是福⾳書的作者不知罷了, 此論調是不成立的, 因耶穌第四次單獨向彼得顯現時, 
福⾳書卻沒有記下⼀句話, 也就是說, 主復活後的所有顯現皆已記在福⾳書裏。總之, 耶穌榮耀
的⾝體無需地上食物以為維繫機能, 故, 他向⾨徒問喫必有其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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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何時在提比哩亞海邊
彼得等⾨徒並沒有告訴耶穌要去提比哩亞海打⿂的計畫, 耶穌卻知這事, 正如他知⾰流巴要回
以⾺忤斯, 便在路上向他顯現, 亦知⾨徒在復活那晚的聚集⼀處, 遂在那屋內向他們顯現。耶穌
問“你們有喫的沒有?”的時間點是在天將亮的時候, 那我們需要問的問題是, 耶穌何時站在提比
哩亞海邊, 是前晚⾨徒出海時就在, 還是隔⽇天將亮時才在? 認識這時間點很是重要, ⾒下所
述。請注意, 主何時顯現完全出於他的意旨, ⽽不是我們的以為, 如必須全員到⿑等, 耶穌第五
次顯現就不是如此, 因為那時沒有多⾺。 

許多⼈為回答上述這問常以第4節的「天將亮的時候, 耶穌站在岸上」為答案, 說, 耶穌是隔⽇
天將亮時, 也就是, ⾨徒打了⼀整晚⿂之後, 耶穌才出現在提比哩亞海邊。若是這樣的話, 耶穌
說的話應在關⼼⾨徒漁獲⽅⾯, 問語該是“你們打著⿂沒有?” 有⼈以為即便耶穌天將亮時才到, 
亦可問“你們有喫的沒有?” ⽬的為要施恩典給⾨徒, 然, 如此唐突之問, 於⾨徒沒有多⼤意義, 於
我們也不可能從這話得著⽣命。

主與屬他的教會同在
事實上, 耶穌這話顯出他在⾨徒出海打⿂時分就已經站在提比哩亞海邊, ⼀步也未離開那裏; 也
就是說, 主整夜站在岸邊看著⾨徒打⿂, 知曉他們漁獲的情況, 零。我們有此認知之後, 主這句
話對我們⽣命的意義即非同凡響。我們不要忘了, 這七⼈的組成是⼀個雛形教會, 其中有使徒, 
有不知名的⾨徒; 這教會有領袖如彼得, 亦有輔助領袖者如約翰。這樣我們便得, 主耶穌⼨步不
離屬他的教會, 時時刻刻在旁, 他知教會裏發⽣的點點滴滴。⼤家看到了沒有, 這就是耶穌說這
話於我們的⽣命意義, 我們對主的信仰因⽽知他是全天候的牧者, 不打盹, 終⽇每時注視屬他的
⼈, 認識每⼀位屬他的⼈, 時時與屬他的⼈同在, 深知屬他的⼈的景況, 知道屬他的⼈的難處。
這是主愛屬他的⼈到底的⽣命表現。

主延遲指⽰的⽬的
堅持主說話之時就是他到海邊之時的⼈, 將無法理解並接受我下⾯的論述, 因為緊接著必須要
回答的問題是, 耶穌明知⾨徒努⼒ㄧ陣, 為什麼不早早下達指令, 告訴⾨徒⿂在那裏。主做事延
遲早有先例, 他在原地待了兩天才到伯⼤尼去看重病的拉撒路, 結果拉撒路死了, ⽽主在此等到
天將亮的時候才下指⽰, 結果⾨徒忙了⼀整晚, 打不上⼀條⿂。主在拉撒路事上啟⽰我們, 他是
使⼈復活的主, 且他是決定那⼈何時復活的主。那, 主在這打⿂事上給我們的啟⽰是什麼?

我們為得著這問題的答案必須注意到耶穌說這話的時間點, 以及⾨徒在這時間點的景況。耶穌
說這話的時間點是在天將亮的時候, 這事為要彰顯他是明亮的晨星(彼後1:19; 啟22:16; 亦參今
年1⽉2⽇講章)。⾨徒打了⼀整晚⿂直到天將亮的時候, 他們這時的景況乃處在打不著⿂的絕望
當中。⾨徒雖已在打不著⿂的絕望當中, 卻不⾃知, 如果耶穌不顯現於⾨徒, 他們還是會⼀直打
⿂下去, 這“你們有喫的沒有?”之問, ⾨徒才意識到打著⿂已是不可能的事。換句話說, 耶穌以這
問話讓⾨徒認清⾃⼰的實況。

主的⼀句話
耶穌以⼀句話點出⾨徒的困境難處, 也以⼀句話指出⾨徒需要他的引導與幫助, 這是上帝話語
的精妙之處, 說話提綱挈領, 不拖泥帶⽔。我們來看保羅如何論律法好加深各位對此的理解。
使徒說:「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為罪; 非律法說不可起貪⼼, 我就不知何為貪⼼。」(羅7:7b) 這
節前段是原則, 後段是舉例。我們活在罪中卻不知⾃⼰活在罪中, 也不知罪為何, 直到律法指出
我們的罪, 我們因⽽恍然⼤悟, 原來我們活在罪中。保羅續以貪⼼為例, 貪⼼的⼈正在貪⼼的狀
態中卻不⾃知, 直到律法確切指出他所為是貪⼼時, 他才知原來這為是貪⼼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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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舉作⾒證為例。基督徒在聚會中作⾒證, 那些以⽣病, 事業, 關係等為⾒證內容的⼈, 必
⼀直以這些內容作⾒證。這些基督徒這麼做以為無礙, 以為是榮神益⼈的事, 直到耶穌說:「我
要從⽗那裏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出來真理的聖靈, 祂來了, 就要為我作⾒證; 你們也要作⾒證, 
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約15:26,27) 且⼗誡第九條說「不可作假⾒證」, 這些基督徒
才知不⾒證基督, 卻⾒證⾃⼰的經歷, 這是違背主命令的⾏為。 

耶穌說話的精奧之處⼜⾒於他以⼀句話論猶太⼈, 主說:「你們應當查考聖經, 因你們以為內中
有永⽣, 給我作⾒證的就是這經, 然⽽, 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命。」(約5:39,40) 猶太⼈有聖
經, ⽂⼠與法利賽⼈帶領猶太⺠族查考聖經, 因為他們知道永⽣就在這聖經裏, 他們甚⾄將佩戴
的經⽂做寬了, 衣裳的繸⼦做長了(太23:6), 為要隨時多背些聖經經⽂。⽂⼠與法利賽⼈飽讀經
書, 腦⼦裏裝滿了經⽂, 以為得永⽣更肯定些, 直到耶穌說他們不肯到他那裏得⽣命, 他們才知
他們的忠⼼與努⼒已經偏了⽅向。

基督徒飽讀聖經, 學問滿滿, 應當到主基督那裏得⽣命, 若不, 等同於當時的⽂⼠與法利賽⼈。
將來, 主對我們說的也是⼀句話, 或是「你這⼜良善⼜忠⼼的僕⼈,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我
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的快樂」(太25:21,23); 或是「你這⼜惡⼜懶的僕
⼈」(太25:26a)。

回到⾨徒打⿂現場, 他們不知已在完全絕望的情況, 直到耶穌問他們“⼩⼦! 你們有喫的沒有?” 
他們才意識到無論再打多久, 打到⼀條⿂已不可能。

失了⾝為⼈的價值
耶穌的⼀句“你們有喫的沒有?”除了總結⾨徒處在絕望的景況之外, 亦顯出另⼀個事實, 即⾨徒
即便窮盡全⼒, 發揮他們最精湛的捕⿂技術, 還是無法使⾃⼰的肚腹飽⾜, 同時也沒有能⼒滿⾜
他⼈所需。

⼈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創1:26,27), 所以, 每⼀個⼈像上帝, 有上帝的意識, 這是我們常
被提醒⽽明⽩的事。但上帝也說:「那⼈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個配偶幫助他」(創2:18), 這卻
是我們常忽略的⼀句話。我們直觀地將上帝這句話侷限到夫妻關係, 以致忽略了⼈不得獨居的
真理。⼈被造有上帝, 所以上帝在此所說的獨居不是相對於祂, ⽽是相對於另⼀個⼈; 也就是說, 
若沒有另⼀個⼈的存在, 這⼈必獨居, ⽽獨居不好。依上帝這“獨居不好”之⾔, ⼈的價值除了他
像上帝, 他可在實質⾏動中表現出他像上帝。⼈的畫像可逼真, 唯妙唯肖, 但那像沒有⾏動⼒。

獨居不好
因此, ⼈需要有⼀個對象, 好愛之, ⾃⼰可被其愛; 可助之, ⾃⼰可受其助; 能知之, ⾃⼰可被其
知; 可勉之, ⾃⼰可受勉; 供給之, ⾃⼰可被其供給。存在主義者⾃以為可以成為⼀座孤島, 只關
⼼⾃⼰的存在就好, 可以不需要與其他⼈有關係, 這種違背上帝造⼈本性的誤思, 過不了多久即
發覺沒了存在的動⼒, ⾃我價值必低下, ⾝體與⼼靈雙雙受創。

若問, ⼈最怕的是什麼? 我的回答是, ⼈最怕的是他在別⼈眼裏沒有盼望, 被放棄; ⼀個⼈即便
再壞, 他還是盼望他⼈不要對他失去盼望。再問, ⼈最驕傲的事是什麼? 我的回答是, ⼈最驕傲
的事是知道他⼈可以從你⾝上得些什麼; ⼀個可以持續供給他⼈的⼈, 這⼈當是驕傲的。⼈需
要有另⼀個⼈產⽣關係, 之後, 還需與這⼈的關係活絡進步, 其中要訣在於他有給的能⼒。

施給
使徒保羅說:「當記念主耶穌的話, 說, 施比受更為有福。」(徒20:35b) 使徒約翰說:「主為我們
捨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凡有世上財物的, 看⾒弟兄窮乏, 卻塞住憐
恤的⼼, 愛上帝的⼼怎能存在他裏⾯呢?」(約⼀3:16,17) 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兩封書信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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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到聖徒捐錢的事, 並說「捐得樂意的⼈是上帝所喜愛的」(林後9:7b)。這些都是展現出⼈
施給的價值, 我們對那些在團體中只拿不給的⼈感到厭煩。(這是今⽇台灣基督徒的陋病, ⾃私
⽽不慷慨。我還記得有⼀次愛宴, 每家準備些食物, 有⼀家僅拿幾片⾖⼲, 切成丁就來了。)

這時我得提到台灣教會的組織制度, 因完全遵照美國系統, 牧師傳道難執⾏使徒約翰於⼀書三
章17節的規勸。教會牧師應是“看⾒弟兄窮乏”最直接的⼈, 但因囊中羞澀以致⾃⼰無⼒捐助之, 
若站講台勸勉會眾履⾏使徒吩咐, 難免底氣不⾜。這是甚為可惜的事, 因使徒將捐助窮乏弟兄
之舉與主的捨命放在同⼀天平論之; ⼀個沒有施給⽣命的基督徒, 難成為⼀個完全⼈, 牧師不完
全, 會眾聽他講的道就也不可能完全。牧師若在財物上勇於施給, 會眾豈不起⾝效尤, 雙雙在此
事上得以完全? (牧師待遇問題(包括薪資與退休)是件⼤事, 但台灣教會從不正視之, 因為⼀碰到
錢的事, 必避⽽不談。)

期待主的指⽰
我們回到打⿂的⾨徒。⾨徒被耶穌這麼⼀問, 他們遂意識到不僅無法供給⾃⾝需要, 也無法供
給他⼈需要, 他們在這樣的絕望當中, 需要外來的指⽰好脫離這絕望處境。耶穌這問即引導⾨
徒進⼀步聽他將要說的話, 得指⽰。⾨徒絕望中的唯⼀盼望就是主的話, 他們必須按照他的指
⽰⾏事, 所打到的⿂既可以滿⾜⾃⼰所需, 亦可以滿⾜他⼈所要。請注意, ⾨徒若回答耶穌之問,  
「還沒有」或「沒有, 我們再打打看」等類稍有打到⿂盼望的話, 耶穌必然不再語。⾨徒回答
耶穌之問, 說「沒有」, 他們已承認已無能為⼒打到⿂。

我們的啟發
主當時怎樣帶領⾨徒聽他的話, 今⽇也必⽤同樣的⽅式帶領我們聽他的話。耶穌問⾨徒: “⼩⼦! 
你們有喫的沒有?”, 主也同樣問我們: “⼩⼦! 你們有喫的沒有?” 今⽇的我們不得⾒主, 主帶領我
們的⽅式當然與當時的⾨徒不同; 主引導我們不在於可⾒的食物, ⽽在於屬靈的嗎哪。我們與
⾨徒不同的地⽅在於, 主帶領⾨徒的焦點在於得⿂給⿂, ⽽主帶領我們的焦點則在於得著他這
⽣命的糧。這等從地上的⿂餅轉移⾄天上的嗎哪的教誨⽅式, 可⾒於五餅⼆⿂神蹟⼀事上。耶
穌對吃過他所賜的餅和⿂⽽過海找他的⼈說:「你們找我, 並不是因⾒了神蹟, 乃是因喫餅得
飽。」(約6:26) 耶穌說了這話後立刻引導這些⼈將其眼⽬轉向永⽣的食物, 喫他這位從天上降
下來的糧(約6:27,41)。

⾨徒在主的引導中歷經絕望的過程, 我們在認識主的過程中也避免不了⼼⽣絕望, 這是少有⼈
提到的⽣命經歷, 以為信了主, ⼀切盡都美好。打⿂的⾨徒認知到⾃⼰的不能, 必須依靠主⽅能
得⿂(第8與11節), 給⿂(第10節); 同樣地, 我們也當認識到需依靠主才得吃主之天上的糧。我們
依靠主不是⼝頭說說⽽已, 必須表現出⼀個態度就是不認識主, 不得到主, 絕不罷休。我們有了
這態度之後必起⽽⾏, 或看書, 或聽道, 或參加特會, 絕不放過任何可以認識主的機會。然在今
⽇教會世道下, 欲盡⼒盡⼼認識主的基督徒必然會走到絕望的地步, 因為聽了道, 卻聽不到基督, 
買了書, 卻少⾒論到基督, 出版社出版⼀般基督徒愛看的書籍, 論及基督的書不在其列。

我⾃⼰曾在這樣的絕望當中, 在靈恩派教會聚會多年, 也買了多本倪拓聲寫的書, 完全無法解決
我信仰難題, 甚⾄絕望到⼀個地步已計畫離開基督教, 直到參加唐崇榮牧師早期在北美舉辦的
歸正學院, 才得以挽回; 這就是歸正系統於基督徒的造就⼒。現在, 我讀聖經不僅使⾃⼰⽣命得
飽⾜, 亦可供給他⼈⽣命得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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