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三⽉13⽇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11) - 主再次施神蹟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9 分鐘

經⽂ 
約翰福⾳21:7-11節:「7耶穌所愛的那⾨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 ⻄⾨彼得⾚著⾝⼦, ⼀聽⾒
是主, 就束上⼀件外衣, 跳在海裏。8其餘的⾨徒離岸不遠, 約有⼆百肘, 就在⼩船上把那網⿂拉
過來。9他們上了岸, 就看⾒那裏有炭火, 上⾯有⿂, ⼜有餅。10耶穌對他們說:『把剛纔打的⿂
拿幾條來。』11⻄⾨彼得就去(上船), 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 共⼀百五⼗三條, ⿂雖這樣
多, 網卻沒有破。」

上週回顧: 第7節
我們看到彼得和約翰各⾃展現不同認出主的恩賜之外, 他們彼此之間的相處亦適切地表現出在
主恩召之下的⾏為; 彼得和約翰彼此互動的模式堪稱是教會的典範。彼得展現積極愛主的⼼, 
當是在教會裏為⾸的榜樣, 他必須顯出先於其他⼈更親近主的⾏動, 那裏有主的道就該積極的, 
毫不遲疑的出現在那個地⽅。約翰的恩賜顯在信⼼與知識上, 以耳眼得知加上得⿂的喜樂⽽認
出主來。約翰有為⾸的本錢與氣魄, 但當約翰認知到彼得是這雛形教會為⾸者, 他便將認出岸
上說話的是主的榮耀給了彼得, 由其公開之。⾄於彼得, 他不因⾃⼰未認主⽽與約翰較量, 他誠
⼼地接受約翰之⾔, 在眾⼈⾯前以⾏動喜迎主; 凡如此積極渴慕主的⼈只有得, 沒有失。

我需強調彼得和約翰兩位恩賜的展現皆聚焦在主耶穌。有些⼈庸⼈⾃擾, 提出恩賜與才幹有何
不同的問題。英⽂稱⼀個資賦優異的⼈是gifted and talented, ⽽恩賜的英譯字是gift, 所以有些
⼈就以為這兩者有關係。恩賜是聖經的字詞, 才幹不是, 根本不需將兩者相互比較。若真要明
⽩這兩者的不同只需知道⼀個重點即可, 恩賜出於天, 所為可更認識基督, 故有恆久性; 才幹屬
技藝技能, 有時間的約束限制, 少時縱橫四海, 但老時卻退化不⾏。恩賜僅屬主的⼈才有, 才幹
則是⼈⼈皆有。

保羅說:「我們各⼈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的恩賜,...這⼀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 隨⼰意
分給各⼈的」(弗4:7; 林前12:11)。使徒這關乎恩賜之⾔牢記在⼼, 並付諸實⾏, 將⾃⼰顯為有
恩賜的⼈。我說這話乃是對所有參加教會的⼈說的, 包括那些禮拜型的基督徒和對教會事置⾝
度外的⼈。要知道, 這七⼈雛形教會裏包含了有名有聲的彼得, 約翰, 多⾺, 拿但業等, 有名無聲
的雅各, 無名無聲的另兩位⾨徒, 也就是說, 每⼀基督徒都可在這三類⼈中找到⾃⼰的歸類, 若
基督徒確實在聖⽽公的教會, 就必然有屬靈恩賜好認出主, 這是絕對必要的, 無⼀⼈例外。

基督徒顯為有恩賜就必須⾝在有道可聽的教會, 因凡提到恩賜的都必須與基督有關, 彼得說:
「各⼈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上帝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4:10) 基督徒有道可聽卻
不聽, 聽到逆耳的道便展現⾃主權, 換另⼀間順耳的教會, 但在死後下陰間卻沒有這等瀟灑, 因
為不是到眾聖徒所在之處, 就是到巴比倫王與財主所在之處, 兩者有深淵相隔。想當然耳, 凡死
後到眾聖徒所在之處的基督徒必須顯出認出主, 並認出敵基督者的靈和謬妄的靈的恩賜(約⼀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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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為⾸的
約翰顯出守位份的恩賜, 他有了這屬靈經驗便起⾝教訓那些不守位份的⼈。約翰是使徒, 他能
敏銳地看出那些在他⾯前不守位份的⼈, 這些⼈正企圖在他之外另立⼀個權威, 他稱這些⼈叫
做「好為⾸的」(約三9)。約翰寫的⼆書專⾨針對敵基督, 這些⼈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來
的, ⽽約翰寫的三書卻是專⾨針對教會好為⾸的, 這些⼈不僅不接待使徒, 並且還惡⾔妄論使徒, 
並且禁⽌並趕出那些接待使徒的⼈(約三9,10)。

約翰是耶穌欽點的使徒, 然在他眼⽪底下居然出現好為⾸的⼈, 企圖取代他使徒的地位, 可⾒, 
各個世代的教會必有不安份⽽好為⾸的基督徒。約翰寫的丟特腓必是熟讀聖經的基督徒, 他有
⾃⼰的⼀套系統和理論來解釋聖經, 但所論的核⼼重點卻不是使徒所認的耶穌基督, ⾏為上排
斥接受使徒教訓者。

當時的丟特腓只有舊約聖經, 今天的丟特腓有整本新舊約聖經, ⽽約翰⼆書與約翰三書被安排
在整本聖經書尾, 這即表⽰今天教會的丟特腓從創世記讀⾄聖經尾卷所建構起的信仰系統已產
⽣偏差, 他們站在⼈前還是以聖經為本講道, 但講章已經沒有基督, 且不遵守使徒的教訓, 更甚
者, 他們還會仇視與拒絕傳講耶穌基督的⼈。

8節
其餘的⾨徒離岸不遠, 約有⼆百肘, 就在⼩船上把那網⿂拉過來。

當⻄⾨彼得⾚著⾝⼦, ⼀聽⾒是主, 不管打到多少⿂, 就束上⼀件外衣, 跳在海裏, 這時其他⼈在
做什麼? 約翰記「其餘的⾨徒離岸不遠, 約有⼆百肘」(⼀肘約45公分, ⼆百肘是90公尺), 也就
是, 約翰和其他⾨徒繼續留在船上, 把所網到的⿂拉到船邊來。

我們以教會的⾼度與恩賜的卓論思想了第7節經⽂, 也必須以同樣的⽅式來理解這節經⽂, 以明
⽩諸⾨徒知道岸上站著的是主之後的反應作為。這雛型教會裏的每個⼈皆屬主, 因此各按所得
恩賜⽽為, 彼得的恩賜是熱⼼, 其他⾨徒的恩賜則是看主所賜的(⿂)為寶⾙, 不浪費其中⼀條⿂, 
還仔細數算之⽽知得了⼀百五⼗三條⿂。試想, 若沒有彼得的熱⼼, 整個場景將顯得冷冰冰; 若
每個⼈都跳下海游⾒耶穌, 我們就不知主的權能, 賜⿂獲如此之豐⽽網不破。

無論是彼得, 或是其他⾨徒⾄終還是來到主的⾯前, 因為沒有⼀個⼈願意離開主的恩典。這也
告訴我們, 當奮⼒得著信⼼以⾒主⾯, 我們唯有在是有信⼼⾒得主⾯, 將來才會有信⼼與主⾯對
⾯。教會各司其職, 互為幫補, 每⼀個⼈所為皆為教會的好處, 個個同受讚賞。我來讀保羅的⼀
段話:「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他所賜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傳福⾳的, 有
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體, 直等到我們眾⼈在真道上同歸於⼀, 認
識上帝的兒⼦, 得以長⼤成⼈, 滿有基督長成的⾝量。」(弗4:10-13) 使徒在羅⾺書12章6-8節將
各職分有說豫⾔, 作執事, 作教導, 作勸化, 施捨的, 治理的, 憐憫⼈的等等。

⼈⾯對聖經不是⼀張⽩紙
約翰寫這些話只記述當時發⽣的事, 沒有多做解釋, 正因如此, 使得每個⼈讀之都有⾃⼰的看法; 
當⼈讀聖經有⾃⼰的⾒解, 這顯明⼈⾯對聖經不是⼀張⽩紙, ⼈對上帝的話必有反應。基督徒
對這些經⽂的解釋可以測試出他(她)對“教會”認識的程度, 進⽽註定這⼈之於教會是福, 還是禍, 
是助⼒, 還是阻⼒。

有的⼈稱讚彼得愛主的⼼, 但因稱讚太過反⽽貶低其他⾨徒留在船上的必須, 有的牧師甚⾄說, 
“我們當以彼得為榜樣, 學習他如此熱切的愛主, 不要效法其他⾨徒, 愛世界的事物甚於愛主”。
有的卻看彼得太過⾃私, 僅顧⾃⼰愛主, 讓其他⾨徒分擔他那部份拉網的勞⼒; 有的會嘲諷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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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不合⼀的教會團隊。我提這些乃是要各位留⼼, 因為講這些話的⼈不僅⾃跳萬丈深
淵, 甚⾄也帶著聽他(她)這樣解釋的⼈⼀起跳下深淵去。

看重教會資產
⾨徒看重主所賜的⿂獲, 基督徒也當看重教會有形的資產, 因為其中物件都是⼤家奉獻給主的
⾦錢所購置⽽有。基督徒⼀般會愛護敬拜的會堂, 因為那是他(她)主⽇聚會的地⽅, 但對於其他
空間則是充耳不聞, 漫不關⼼, 看到東⻄凌亂不整即採眼不⾒為淨的態度, 甚⾄認為那是教會負
責同⼯的事, 他(她)的責任就是來教會做禮拜。

約翰亦在拉網⾏列
約翰記“其餘的⾨徒”亦包括他⾃⼰, 這位寫約翰福⾳, 約翰⼀書, 約翰⼆書, 約翰三書, 以及啟⽰
錄的約翰, 居然與其他五位⾨徒⼀起動⼿將滿⿂的漁網拉到船上來, 這在今⽇的教會是難以看
⾒的, 因為牧師傳道以及講道者已經將⾃⼰看成⼀個階級, 是以⼝服事, 不以⼿服事的⼀群, 講
道越多且學問越⼤的⼈, 越不接地氣, ⼿越不願意弄髒。

9節
他們上了岸, 就看⾒那裏有炭火, 上⾯有⿂, ⼜有餅。

當約翰和其他⾨徒將所捕到的⿂拉到岸上, 他們發現什麼事? 約翰記:「他們上了岸, 就看⾒那
裏有炭火, 上⾯有⿂, ⼜有餅。」⾨徒看到這場景必有兩種驚訝, ⼀是, 曾向他們要喫的主哪來
的炭, 哪來的⿂, 哪來的餅, ⼜哪來的火種; 另⼀是, 他在⼀條船搖櫓90公尺上岸加上撈⿂的時間
的短時間內就擺好了這樣的陣仗。這兩者的突然的唯⼀答案就是主耶穌在此⼜施⾏另⼀神蹟。

⾨徒在短時間內經歷了主耶穌兩⼤非凡且令⼈驚奇的神蹟, ⼀個是從無漁獲到有漁獲, 另⼀個
是從無炭無火種無⿂無餅, 到有炭火有⿂有餅。請問各位, ⾨徒親眼看⾒上帝, ⼜親⾝體驗上帝
的關懷, 有什麼事比這更感興奮, 喜悅, 榮耀? 凡在現場的個體, 經歷了主這番的賜予, ⼜怎能不
完全依賴他, 對他有充⾜的信⼼? 

信神⼈⼆性的基督
我們不知道耶穌如何施⾏這神蹟, 但要知道神蹟⽽⽣的果⼦。耶穌烤⿂烤餅不是單單為了⾨徒
的肚腹需要那麼簡單, 主施⾏神蹟必為著建立信仰, 強化信仰。⾨徒已經⾒過耶穌從死裏復活
的神蹟, 為何這不⾜夠還需要這⼀次的神蹟來堅固⾨徒的信仰? 耶穌從死裏復活無疑地已彰顯
了上帝的榮耀, 彼得明說上帝將基督的死的痛苦解釋了, 叫他復活(徒2:24), ⽽耶穌此次顯現卻
是為要彰顯他⾃⼰的榮耀, 那關乎他神⼈⼆性的榮耀。這怎麼說? 耶穌問他們有喫的沒有, 這表
⽰他是⼀個活⽣⽣的⼈, 耶穌⾏烤⿂烤餅的神蹟乃是彰顯他是從無到有,「說有, 就有; 命立, 就
立」的上帝(參詩33:9)。

可⾒, 我們單單信耶穌從死裏復活還不夠, 還必須信這死裏復活的耶穌是上帝的兒⼦, 且是具神
⼈⼆性的基督。歷史上亦有許多⼈從死裏復活, 所以我們知耶穌從死裏復活還未得充分的救
恩, 我們還必須知耶穌是神⼈⼆性的基督, 這是歷史上唯⼀的, 其他所有死裏復活的⼈不具有這
本質。

敬畏主
我們知道耶穌從死裏復活, ⼜知道他是神⼈⼆性的基督, 這樣就夠了嗎? 不, 我們的知必須產⽣
認信, 同時也必須⼼⽣敬畏。這是這雛形教會展現的氣質, 因為⾨徒到了岸上「沒有⼀個敢問
他, 你是誰? 因為知道是主」(⾒第12節)。這等對主的認信以及對主的敬畏已全然消失在今⽇
教會, 即便論教義深, 持改⾰宗路線的教會亦然。靈恩派教會的教義底⼦弱, 根基淺, 但讀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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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神學的基督徒或可辯述各教義重點, 但卻不顯敬畏基督之情; 他或許可走遊教會歷史名著, 但
卻不能徜徉徘徊在聖經中, ⾃由⾃在。

⼀個⼩⼩的實驗即可證明我所⾔不假, 就是讓⾃認有教義的基督徒, 無論是(主任)牧師或是平信
徒, 主⽇站上教會講台, 每次講道⼀⼩時, 連續三個⽉不間斷, 內容可以是他所熟悉的教義。我
可以告訴各位, 這位基督徒講員沒過多久必感⼨步難⾏, 講不下去, 若要求是每次講道皆必須讓
⼈聽到基督, 更是撐不了多久。請⼤家不要誤會我在否定教義, 反⽽我⾼度肯定教義的必須, 我
要表達的是教義可帶領我們認識聖經, 但唯有聖經的⽂字之道才能讓我們產⽣對⾁⾝的道-基
督, 產⽣敬畏之⼼, 教義不能。教會講台是個很奇特的地⽅, 表⾯看起來不過是⼀個台, 但凡站
上教會講台的⼈必感到教會講台與其他講台完全不同, 講道者的⽣命在講台上是⾚露敞開的。

靈恩運動初起時, 教會界劃分福⾳派和靈恩派, 現在已經沒有這區別了。教會界如是區分實屬
⾃尋煩惱之舉, 因為主耶穌不會關⼼教會的派別, ⽽是看教會是否按他的命令⾏。福⾳派教會
不要認為⾃⼰比較⾼尚, 但若不傳基督則與靈恩派教會無異, 結局也沒有不同。

10節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纔打的⿂拿幾條來。」

當⾨徒上了岸, 耶穌就對他們說:「把剛纔打的⿂拿幾條來。」耶穌要⿂是因他準備的⿂(和餅)
份量不夠⽽需要補充嗎? 當然不是。那麼, 炭火上既有⿂, 主耶穌為什麼還要向⾨徒要⿂呢? 解
釋主這話意義之前, 我請問各位當你聽到這樣的話時, 立即的印象是什麼? 是不是感到說這話的
⼈試圖與對象拉近關係? 這時的⾨徒已知道烤⿂和餅的這⼈是主, 故耶穌以主的⾝份要⿂, ⽽⼀
個在上位者拉近與在下位者的關係, 最直接的⽅法就是吃他所吃的, ⽽這些打上來的⿂是給⾨
徒吃的。

現在, 在岸邊的場景是正在烤⿂和餅的耶穌, 以及⾨徒拉了滿了⿂的船上岸, 兩者之間相對相看, 
不⾒⾨徒上岸後立即奔向耶穌。⾨徒經過第5到第9節⼀連串的事情之後, 他們靈魂的狀態因得
滿滿的漁獲⽽興奮喜樂, 以及知道是主⽽⽣的敬畏, 這是真正認識主, 活在主⾯前的⼈的必然表
現。但, ⾨徒的⼼裡也含有不在第⼀時間認出主來的愧疚, 這就是他們不敢奔向主的原因。若
主不有所動作, ⾨徒必然待在原地, 不敢貿然上前⾒主。我們⾒, 耶穌做了兩件事好讓⾨徒可進
前來親近他, 先是要⿂, 後再將餅和⿂拿給他們(第13節)。

若是我們碰到這樣的情形會說什麼呢? 有的⼈或許會說“怎麼? 不認得我?” 或說“不要怕, ⼤家
都靠近來吃⿂吃餅”, 然主卻是向⾨徒要⿂。耶穌要⿂的動作肯定了⾨徒的下網得⿂, 這番肯定
除了有赦免他們未認出他來的意思, 也有肯定他們因得滿滿⿂獲⽽⽣的喜樂, 進⽽讓⾨徒知道
他是與他們同喜樂的主,「與喜樂的⼈要同樂」(羅12:15a)。這樣雙重的接納, 再加上耶穌拿餅
和⿂給他們的實質⾏動, 主這三重動作使得⾨徒不再與主有任何距離。

⾨徒要給主耶穌的⿂乃是遵照他指⽰⽽為所得, 當主耶穌要這些⿂的時候, 他即表現出歡喜屬
他的⼈按他的指⽰⾏事所得的果實。這麼⼀個簡單的因果關係給予我們的啟發是⼤的, 因為我
們按著主的意旨⽽⾏, 積攢在天上的財寶就是屬於我們⾃⼰的, 這天上的財寶將以冠冕的型式
呈現在我們頭上。

11節
⻄⾨彼得就去, 把網拉到岸上, 那網滿了⼤⿂, 共⼀百五⼗三條, ⿂雖這樣多, 網卻沒有破。

得⼈如得⿂
耶穌向船上的六⼈要⿂, 但卻是彼得⻄⾨彼得上船把網拉到岸上, 拿⿂給耶穌, 彼得在這裏再⼀
次展現他的⾏動⼒。主呼召彼得時對他和他兄弟安得烈講了⼀句話,「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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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得⿂⼀樣」(太4:19), 這是所有激勵基督徒傳福⾳必引⽤的經⽂。⾨徒按主耶穌的指⽰得
⿂, 他們也必須按主耶穌的指⽰得⼈, ⽽主對⾨徒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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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20) 依此, 彼得必須以基督所吩咐他們
的教訓來得⼈, 也就是, 這些⼈知道主的話的意義, 並遵守之。反之, 倘若彼得以其他⽅法得⼈, 
主視之為“惡事”, 因主說:「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的泉源, 為⾃⼰鑿出池⼦, 
是破裂不能存⽔的池⼦。」(耶2:13) 這句話的“我”到了新約之後, 指的就是基督。

尾語
若問基督徒, 他們⼼中的牧師畫像是什麼樣? 我換個⽅式問, 牧師的⽣活⽔平應該是近貧, 還是
近富? ⾨徒網到滿船的漁獲, ⼼中的喜樂與興奮是真的, 我必須說類似像這樣在物質上得了什麼
⽽歡喜快樂的事, 在華⼈教會已變成罪過, 立即被說成是⾁體的情慾, 牧師傳道對此更是壓抑萬
分, 絕對不可顯出情緒上的波動。然, 主在這裏並未否定⾨徒因得⿂⽽喜樂的情感, 反⽽以要⿂
的動作肯定之, 表現出與他們同樂之情。基督徒若壓抑因物質所得⽽有的喜樂, 這樣的⽣命態
度對⾃⼰⾝⼼靈的保健是有害的, 亦無助於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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