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20⽇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8) - 我的⽺聽我的聲⾳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8 分鐘

經⽂ 
約翰福⾳21:6節:「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 就必得著。』他們便撒下網去, 竟拉不上
來了, 因為⿂甚多。」

我們愛上帝的笑臉, 不愛上帝的訓詞
當我們的⼼悲傷、憂悶、煩燥時, 我們會仰望上帝, 甚願看到上帝⽤笑臉來幫助我們, (詩42:5), 
但當我們脫離悲傷、憂悶、煩燥之後, 是否還願意聽到上帝論我們的景況? ⼈處事態度是「我
不論⼈, ⼈也不論我」, 願⾃評, 卻不願受他⼈評。但我們看到, 基督評約翰與彼得, 保羅評彼
得, 約拿單評⼤衛, 這些受評者欣然接受所評, 個個遂成了教會的典範⼈物。

上帝的兒女必受⽗的管教, 基督的後裔必受基督的管理, 主耶穌評屬他的⼈是天經地義的事。
然, 按今⽇教會氛圍, 難⾒⼤衛與約拿單, 或彼得與保羅彼此相誼的典範, 因此, 唯講台有機會明
論上帝如何評基督徒。若講台不⾔不題聖經所啟⽰之⼈的實況, 盡講些會眾的耳愛聽的道, 那
基督徒的盼望將趨於無, ⼀切教會活動盡是空。

作家余傑⽤⼗年時間觀察北美華⼈教會, 他寫說教會已成為同鄉會或同學會之少數族裔俱樂
部, 牧者與會眾對聖經真理已興趣缺缺, 在微信上分享的盡是吃喝玩樂, 以及八卦消息。⼤部分
牧師的講道內容⼒求“你好, 我好, ⼤家好”, 既無深度, 亦無廣度, 更不敢從聖經真理出發針貶現
實, 以免引發爭議。據統計, 美國⾃2000年開始, 有信仰的⼈逐年下滑, 現在已超過半數的⼈不
再有信仰, 因此⽩⼈教會關⾨的間數越來越多。我記得有⼀年到美國參加學術研討會, 在那主
⽇參加兩個教會的主⽇崇拜, 教會會堂莊嚴敬肅, 但信息卻不提耶穌基督。教會無道可聽, 責任
在於牧師; 講道為留⼈⽽講, 必妥協。

上週回顧
我們這幾週解釋耶穌對⾨徒說的「你們有喫的沒有?」得到三個結論: 1. 主在⾨徒出海打⿂時
就已經站在提比哩亞海邊, 他整夜看著⾨徒打⿂, 所以, 知道他們打⿂的情況; 我們因⽽得知, 主
⼨步不離屬他的教會。2. 主這句話點出了⾨徒的困境難處, 指出他們已處在打不著⿂的絕望當
中; 同時, 主這句話也指⽰⾨徒需要他的引導與幫助 (才可以打到⿂); 3. 主這句話使⾨徒意識到
他們既無法使⾃⼰的肚腹飽⾜, 也沒有能⼒滿⾜他⼈所需。

耶穌之問「你們有喫的沒有?」激起了⾨徒必要打到⿂的渴望, ⽽⾨徒直接說“沒有”帶來了耶穌
的指⽰。登⼭寶訓八福中有「飢渴慕義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飽⾜」(太5:6), 主這⾔之福
造就我們擁有的⽣命是動性的, ⽽其中慕義的⽣命記號就是, 得飽⾜之後還是會飢渴, 還要得飽
⾜, 永不⽌息。相反地, 世上的食物吃飽後就厭倦再吃。我最近在⼀個升等會議中聽得某⼤學
教授論及他們系所有些⼈榮升教授之後, 對學術研究不再有熱誠。我也聽到某教會長老聽主⽇
講道只願聽30分鐘, 過了就起⾝離去。得教授或長老尊榮⾃覺飽了, 不想再努⼒了, 這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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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是為要得位, ⽽不是為得知識真理, 但得耶穌真理者卻如鷹展翅, 有了⼒, 還想再有⼒, 飽
了, 還想再飽。

我需再次提醒, 主耶穌這句話完全沒有責備⾨徒的意思, 訓斥他們不去傳道⽽來這裏捕⿂, 這是
今⽇多數⼈的誤解; 若以責備解之, ⾨徒沒有因耶穌這句話⽽更認識他, 更親近他。彼得等⾨徒
這時若去傳道乃是違抗主命令之舉, 因為耶穌所應許的聖靈還沒有降臨。

第6節a
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 就必得著。」

⾨徒為何聽這陌⽣⼈?
耶穌聽了⾨徒回說「沒有」, 便指⽰⾨徒, 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 就必得著。」耶穌要⾨
徒將船定在原處, 在那裏撒網。若你是其中⼀位, 漁技在⾝, 看象捕⿂經驗豐富, 打了⼀整晚的
⿂卻無所獲, 你是聽從這陌⽣⼈指⽰, 還是不從, 尤其是看到下這指⽰的是⼀個剛剛向你討食物
喫的⼈, 且看上去不是以打⿂為業的⼈? 請注意, 耶穌不是建議⾨徒“試著”撒網, ⽽是以命令的
語氣要⾨徒這麼做, ⽽且還指定要把漁網撒在右邊。專家不可能聽非專家的話, 但⾨徒卻是聽
從這陌⽣⼈之⾔, 這其中原因不是碰碰運氣, 死⾺當活⾺醫, 試試看也無妨, ⽽是因為耶穌說話
帶著權威。若耶穌初傳道時教訓⼈正像有權柄的⼈(可1:22), 現在耶穌死⽽復活後以全然榮耀
之⾝說話, 其權威更甚以往。

然, 我認為其中更根本的原因就是, 耶穌與屬他的⼈之間有著無法⾔語的緊密關係, 就好像⼀⾒
鐘情的戀⼈, 彼此之間⼼與⼼的共鳴難⽤筆墨述說, 溢於⾔表。我們讀這章經⽂可以感受到耶
穌與⾨徒之間的互動是⾃然的, 耶穌問“有沒有”, ⾨徒回答“沒有”, 耶穌說下網, ⾨徒就下網, 耶
穌說把剛纔打的⿂拿幾條來, 彼得就去拿, 兩⽅對話是直⽩的, ⾨徒動作沒有絲毫勉強, 扭捏, 猶
豫等疑慮。

我的⽺聽我的聲⾳
⾨徒與耶穌的互動為何如此平順? 因耶穌說:「我的⽺聽我的聲⾳,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
我。」(約10:27) ⼤家若看過主⼈與他的⽺之間的互動即知, ⼈無論⽤什麼⽅法召喚, ⽺群只聽
主⼈的聲⾳; ⽺⼀聽到主⼈的呼喚, 立時回應主⼈的呼叫, 必到主⼈這裏來。主就是⽤這麼⽣動
的畫⾯來描寫他與屬他的⼈的寫照。

主的⽺, 只聽主的聲⾳; 主的⽺必存⼼順服主的聲⾳, 主說什麼, 就信什麼, 不懷疑, 完全接受。
主已經明喻屬他的⼈應當有⽺的氣質, ⼀定會聽他的聲⾳, 屬主的基督徒當然明⽩這道理, 無可
迴避地必須正⾯回應基督。主耶穌已說要聽他的聲⾳, 然今⽇基督徒卻張冠李戴, ⾃鑿池⼦地
說要聽神的聲⾳。這些基督徒真的是聽到了聲⾳, 但那不是神的聲⾳, ⽽是魔⿁的聲⾳, 因為ㄧ
則, 他們沒有因違背上帝的命令, 聽到神的聲⾳⽽顫抖害怕, 另⼀則, 他們沒有因為聽到了”神”的
聲⾳⽽⾒證基督。

⾨徒與耶穌互動是⾃然的, 這是我們應當具有的⽣命特質, 為什麼這⽣命特質這麼重要? 因為,  
若我們⾯對耶穌不⾃然, 那我們⾯對上帝也不⾃然, 妄稱是上帝的兒女, 是從上帝⽣的, 使徒約
翰說:「凡接待他(基督)的, 就是信他(基督)名的⼈, 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這等⼈...乃
是從上帝⽣的。」(約1:12,13) 屬主的⽺必喜愛且歡喜聽到論及基督的道, 我記得⾃⼰信主受洗
後, 聽道的耳⼀聽到關乎基督的事, 必豎耳專⼼聽之, 即便沒有⼈教我這樣做。

但請注意, 聽主說的話要聽全, 若不, 即便講的有道理, 但無形中卻悄⽣痼疾, 落下後遺症。舉⼀
明顯的例⼦, 基督徒都知道耶穌下達的彼此相愛新命令, 即「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13:34), 然許多傳道⼈解釋且⼤⼒宣講這命令之時, 卻不⾒與耶穌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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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約, 即「這杯是⽤我⾎所立的新約, 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22:20), 以致於基督徒展現的愛
還是他(她)原來天然的愛。主的新命令關乎愛, 主的新約關乎⾎, 這基督的愛與基督的約兩者必
須併⾏, 少⼀不可, 偏⼀也不可; 不在約中所展現的愛不會持久, 必褪⾊。請注意, 耶穌所說的
“新”, 就是沒有時間因素, ⽇⽇新。

基督聲⾳的穿透⼒
聲⾳本⾝具有穿透⼒, 基督是上帝, 他的聲⾳更是可以穿透每⼀個聽過他聲⾳的⼈⼼中, 我說這
話的意思是, 凡聽過耶穌講話的⼈, 他的話語會深埋在那⼈內⼼深處。聖經雖起於創世記, 但基
督徒讀聖經卻常從福⾳書讀起, 因此, 每個基督徒都讀過主耶穌說過的話, 這些話也必藏在基督
徒⼼中, 即便不懂, 也抹不去這話的痕跡。⼤家都知道耶穌撒種的比喻, 這比喻有個隱含的事實, 
凡讀過福⾳書的⼈, 即便他不知耶穌說的話的意義, 但主說的話必烙印在他⼼裡, 因為耶穌是道, 
是上帝, 他說的話如同種⼦埋⼟。

基督徒對主說的話的理解程度必反應在他⾔語與⾏為上。凡說話不時地“神”來“神”去的⼈, 講道
者論基督的數量與品質兩⽅⾯皆貧乏的⼈, 這兩者的⾔⾏已顯⽰基督的道種並未萌芽在他們⼼
中。許多傳道⼈有個迷思, 以為論基督的名可成篇的講章有限, 以致⼀⽣論基督的講章數比重
遠遠低於論上帝。這個迷思明顯否定基督是⽣命的事實, 主說:「我就是⽣命的糧。...我就是道
路, 真理, ⽣命, 若不藉著我, 沒有⼈能到⽗那裏去。」使徒說:「⽣命在他(基督)裏頭, 這⽣命就
是⼈的光。」(約6:48; 14:6; 1:4)

當基督的道種未發芽⽽長成⼤樹, 在⾏為上就顯得不⾃然。何謂不⾃然? 就是⼀定要⾏出屬靈
樣, ⽤無瑕疵的道德聖⼈要求他⼈, ⾃⼰做不到, 卻要求他⼈必須做到, 這他⼈常是牧師傳道。
是的, 牧師傳道當為表率, 故牧師傳道⼀定要將⾃⼰塑造成會眾歡喜的樣。我記得有⼀年參加
區會會議, 出席那會議的⼈皆是各教會的牧師, 傳道, 以及長老。那會議召開時間恰是某牧師⽣
⽇, 故我買了⽣⽇蛋糕要為其慶⽣, 這本是歡喜快樂的事, 結果這些教會領袖卻表現得很不⾃
在。我當時看到這些領袖有神學, 有教義, 但情感卻如此壓抑, 無法接受他⼈熱情的對待, 深覺
不可思議。

請問各位, 我們的主是個單⼀情緒的⼈嗎? 不, 他該喜的時候喜, 該怒的時候怒, 該哀的時候哀, 
該樂的時候樂。若我們該喜的時候不喜, 該怒的時候不怒, 我們就是⼀個在主⾯前不⾃然的⼈, 
亦表⽰我們對聖經的理解是有差誤的。⼀個⼈對長官上級交辦的事不⼒, 遇⾒上級時必是忐忑
的; 相反地, 他若辦得穩妥, 遇⾒長官上級時, ⼼必是⾃然無懼的。若牧師傳道不忠⼼於主的新
命令, 對主所立的新約沒有⾒識, 他內⼼深處必有愧。事實顯明, 這些教會領袖論基督的講章屈
指可數, 無怪乎, 基督徒難建立基督是上帝的認信。

猶太⼈的不能與不肯
我們不要以為⾃⼰有了聖經就⼀定會聽主基督的聲⾳, 猶太⼈就是我們最好的⼀⾯鏡⼦。耶穌
是⼤衛的後裔, 是猶太⼈, 但猶太⼤眾卻不能聽上帝受膏者-基督的道(約8:43b)。當⼈犯罪之後, 
對於⾃⼰的罪⾏總是拐彎抹⾓, 猶太⼈聽了耶穌評論他們的話, 便開始攻擊他, 說他是「撒瑪利
亞⼈, 並且是⿁附著的」(約8:48), 將污穢髒⽔加倍的潑向耶穌。當耶穌與猶太⼈兩⽅交鋒對話
到了最後, 耶穌顯出他的神性⽽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約
8:58), 猶太⼈聽懂這話的意思, 但不接受, 甚⾄氣急敗壞地要拿⽯頭要打他(約8:59)。

猶太⼈從聖經本⾝以及從聖經⽽來總結的經典如Talmud等, 構建他們的神學體系, 屬神之⼈的
判斷準則, 社會⽣活的規範, 以致他們看⾃⼰是乾淨的, 看撒⾺利亞⼈是污穢的, 更不⽤說他們
對外邦⼈的評價。這等⾼道德⽂化⺠族, 且承認罪是真實存在, 到頭來卻懷疑耶穌說的每⼀句
話, 做的每⼀件事。耶穌說他是律法的成全者, 但⽂⼠與法利賽⼈卻說他是律法的破壞者, 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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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敗他們的獻祭系統, 看耶穌是離經判道之⼈, 最後盡全⺠族之⼒將耶穌送上⼗字架。(我們在
爾後「基督的受難」的主題中詳細說明。) 看猶太⼈, 再看美國⽩⼈教會, 相似度何其⾼, 後者
完全不會接納其他膚⾊與⽂化的⼈, 即便這⼈也是基督徒。

第6節b
他們便撒下網去, 竟拉不上來了, 因為⿂甚多。

⾨徒選擇了聽從這位陌⽣⼈的指⽰, 決定把漁網撒在船的右邊, 驚奇的事發⽣了, 漁網裏漁獲滿
滿, 數量多到⼀個地步「竟拉不上來」。耶穌令狂風巨浪使之平靜(太8:26,27), 同樣地, 耶穌亦
令提比哩亞海的⿂集結在⾨徒⿂船的右邊, ⿂便游⾄該處, 即⿂群當時是受命⽽游, ⽽不是靠概
率或⾃然律才聚集⼀處。⾨徒下網即打到⿂, 他們立時感受到強烈的對比, 經歷著打⿂打整晚
卻無⿂與打片刻即有⿂, 船游遍全海找⿂與定格⼀處看⿂, 船無⿂與船滿⿂等, ⾨徒因親⾝經歷
這些, 在這樣強衝擊下, 聽耶穌對的教訓印象便格外深刻, ⼼的刻印是深的, ⾨徒⼗⾜相信耶穌
升天前說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28:18)。

⾨徒在這打⿂事上經由主的引導所學到的功課令他們終⽣難忘, 他們不僅認識了⾃⼰, 也更深
地認識了主。我們看到⾨徒經歷了打⿂的勞苦, 打不到⿂的絕望, 能⼒的有限等, 然他們在絕望
中並未失去盼望, 在絕望中明⽩謙卑的道理,  雙耳依然開敞, 最後, ⾨徒做了最佳的選擇; ⾨徒
的耐⼼等到了上帝的賜福。我們當記住, ⾨徒經歷這些種種困難時, 主耶穌就與他們在⼀處。

耶穌隨時可集結⿂群, 但主卻引導⾨徒經歷種種困難, 在體⼒與⼼⼒上走到絕望的地步, 主對⾨
徒延遲的作為是⼀種試煉, 如同主試煉亞伯拉罕⼀樣, 要看看他們在關鍵時刻對上帝的信⼼如
何。由於這七⼈是聖⽽公教會的雛形, 因此, 屬主的教會必然經歷如是的熬煉, 即便經歷艱困, 
依然殷勤作⼯, 這樣才得主賜福的果實。

親愛的弟兄姐妹, 只要我們還有⼀⼝氣, 還活著的時候, 當榮耀主名⽽遭遇困難, 得獲少少時, 絕
對不要失去盼望, 應當繼續努⼒, 耐⼼等待主的作為。⾨徒堅忍到最後即得了福, 這事實教導我
們, 我們在困難中持續向前的動⼒就是得福的盼望, 因這盼望是在主裏⾯, 得福就是必然。打⿂
的⾨徒的堅忍順從, ⾄終所得的漁獲遠超過他們所求所想, 他們如此, 我們也如此。請⼤家特別
留⼼, 不得設想是⾃⼰做了⼯, 有了功勞, 因此才得主的恩典, 這種對價關係不是蒙恩者當有的
思維。

主耶穌帶領屬他的教會與其中的⼈就是要勤⼒作⼯, 經歷困苦, 並聽主⾔, 這些乃是蒙他賜福的
先決條件, 我們當存誠實的⼼順服為之。這樣的認知亦適⽤於⼯作場合, 保羅說:「你們作僕⼈
的要懼怕戰兢, ⽤誠實的⼼聽從你們⾁⾝的主⼈, 好像聽從基督⼀般。」(弗6:5) 牧師當然樂⾒
基督徒服事教會, 但基督徒因服事教會⽽影響到職場⼯作的表現, 或在職場上以服事教會為由
作為表現不達標的理由, 他(她)顯然違背了使徒的教訓, 這樣的基督徒不可能蒙主的賜福。基督
徒要知道, 教會牧師不會關⼼你在職場上的表現, 他只關⼼教會是否運作得當。(這⼀點, 我深受
其害, 我曾發出求救信號, 再服事必影響家庭, 但當時的牧師完全不理。)

今⽇教會植堂蔚為風潮, 以績效作為按立植堂者頭銜的依據, 這已然竊奪基督的主權; 需知, 得
艱困, 或得果實, 完全是出於主意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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