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三⽉20⽇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12) - ⼀百五⼗三條⼤⿂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 
約翰福⾳21:10,11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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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有⼈或許評論我們的講台只傳講耶穌, ⽽他們可以取聖經任何經⽂, ⾃由的選定主題, ⾃由的講
任何事, 故說我們是不⾃由的。請問, 萬千篇講章卻不傳講基督, 比較於⼀篇僅講基督的講章, 
那個價值⾼? 有千萬篇主題在列, 我們當然可以⾃由的擇選任何⼀個主題, 然屬主的基督徒只會
取可⾒證基督的主題。耶穌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徒,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
理必叫你們得以⾃由。」(約8:31,32)

我們為什麼⼀定要傳講耶穌基督? 凡歷史上出現過有名號的⼈物, 他們死了就是死了, 後代不會
出現假冒該⼈物, 到處招搖撞騙的⼈, 也沒有⼈會做該⼈物敵對的⼀⽅; 孔⼦就是孔⼦, 爾後的
世代不會出現假孔⼦, 或敵孔⼦。但基督不同, 各時代不斷有假基督和敵基督肆虐橫⾏, 在教會
裡興風作浪; 這些⼈展現的風貌常是符合當時的時代精神, 故易於誘惑⼈的眼與耳。主耶穌對
此早已警⽰我們, 使徒也再三警告我們(參太24:23,24; 約⼀2:18)。保羅說:「有些⼈攪擾你們, 
要把基督的福⾳更改了, 但無論是我們, 是天上來的使者, 若傳福⾳給你們, 與我們所傳給你們
的不同, 他就應當被咒詛; 我們已經說了, 現在⼜說, 若有⼈傳福⾳給你們, 與你們所領受的不
同, 他就應當被咒詛。」(加1:7-9) 保羅還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有⼈開始篡改他所傳的基督的福
⾳, 更何況今⽇!

上週回顧
約翰是耶穌所愛的⾨徒, 他整個⼈表現出因認識主的話和看到主的作為, 悟性與感性皆得著喜
樂。今⽇基督徒很喜歡將悟性之知分類成理⼯型基督徒的喜好, ⽽將感性之覺分類給感情豐富
的基督徒的走向, 且認為無論何種取向, ⾄終必歸向耶穌基督。然, ⼈是⼀整個⼈, 既有悟性之
質, 也有感性之質, 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 也就是說, 我們是整個⼈站立在主的⾯前。當屬主的
基督徒明⽩主說的話的意義時, 他的喜樂是永永遠遠的, 這是悟性的歸向, 也是情感的歸屬。

⾃約翰認出主來之後, 諸⾨徒的⾏為必須以教會的⾼度與恩賜⾏為來解釋之, 也就是, 每個⾨徒
乃是按各⼈所得的恩賜⽽為, 整體構築⼀幅幅⽣動的畫⾯。約翰在知性上凸顯他的恩賜, 彼得
則在⾏動上展現他的恩賜, ⽽諸⾨徒的恩賜則顯在寶貴耶穌所賜的(漁獲)果實。當所有⼈都依
所得的恩賜⽽為之後, 個個皆搖船上了岸來⾯⾒主, 這時他們的⼼情有正⾯的, 也有負⾯的, 正
⾯的⼼情是得著滿滿漁獲的喜樂, 以及知道是主之後⽽⽣的敬畏, 負⾯的⼼情則是耶穌已向他
們眾⼈顯現過兩次, 他們卻無法在第⼀時間認出主來。⾨徒上了岸只停留在岸邊與耶穌相對相
看, 並未急急地來到耶穌⾯前, 原因就是他們⼼中的負⾯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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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上了岸與耶穌的互動⼜是另⼀幅⽣動的畫⾯, 他們居然看到耶穌正在烤⿂和烤餅, 不僅有
⿂, 還有餅, 且還在不受海風的影響下可在海邊烤之。耶穌在此⼜施⾏了另⼀個神蹟, 這神蹟的
意義乃是讓⾨徒認識到他們敬畏的對象當是他, 敬畏他是神⼈⼆性的基督。耶穌問他們有喫的
沒有顯明他是⼀個活⽣⽣的⼈, 耶穌⾏烤⿂烤餅的神蹟顯明他是從無到有,「說有, 就有; 命立, 
就立」的上帝(參詩33:9)。

彼得明說上帝將基督的死的痛苦解釋了, 叫他復活(徒2:24), 所以, 耶穌從死裏復活乃是彰顯上
帝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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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向⽗
的禱告中提到, ⽗要他將永⽣賜給⽗所賜給他的⼈, 這些⼈當「認識祢(⽗)-獨⼀的真神, 並且認
識祢(⽗)所差來的耶穌基督」(約17:3)。有永⽣的⼈認識⽗上帝使耶穌從死裏復活的榮耀, 也必
須認識神⼈⼆性基督的榮耀, 缺⼀則沒有永⽣。這是我們信仰的實質, 每個⼈皆需牢記在⼼。

⾨徒杵在岸邊不敢再向前⼀步, 復活榮耀主⾒此便做了兩件事, 先是向⾨徒要⿂, 後再將烤好的
餅和⿂拿給他們吃, 為的是消弭他們的愧疚感, 拉近他們與他之間的距離。耶穌烤架上已經有
⿂卻還要⿂, 這其中的意義是(1)肯定⾨徒遵照他的指⽰下網得⿂, 故也肯定我們照他的指⽰得
⼈; (2)赦免他們未認出他來; (3)肯定他們⼼中因得滿滿⿂獲⽽有的歡喜⼼情, 故也肯定我們得
他所賜的物⽽喜樂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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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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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就去
耶穌對著船邊的⾨徒說:「把剛纔打的⿂拿幾條來」, 耶穌向這些⾨徒要⿂, 然我們卻看到拿⿂
給耶穌是那先游上岸的彼得, 他聽了主這話立⾺跑到船邊, 把網拉到岸上取⿂。彼得先前⼀聽
到岸上站的⼈是主, 便急急地跳下船, 游上岸去⾒主, 他這回⼀聽到主要網中⿂, 立⾺上船拉⿂
網上岸, 可⾒彼得愛主並遵主⾔⽽⾏的積極態度。

我們除了要看到彼得向主從主的積極性, 我們還需看到彼得另⼀⽅⾯的表現, 就是他看所得著
的⿂為寶⾙, 重視主所賜的事物。神國⼦⺠在地上的⽣活態度當思想主道, 但亦當看重主所賜
的地上物。彼得因積極遵從主的指⽰⽽為, 親⾝數算主的恩典, 所以他可以看到上帝在⼈間的
事實, 明⽩上帝那不為⼈覺的護理與超凡的神蹟。

彼得取⿂乃是在主耶穌⾯前⾏事, 他的⼿雖是做著拉網中⿂的地上事, 但他的⼼卻是在主那裏; 
彼得這等狀態正如保羅說的,「⽤世物的, 要像不⽤世物, 因為這世界的樣⼦將要過去了。」(林
前7:31a) 世⼈以地上的⼼使⽤世物, ⼼必充滿地上事, 也將誤⽤地上物, 他們雖多多積攢地上財
寶, 卻天上財寶卻是空貧。我們的⼼不愛思想天上事, 必以為⼀切都是理所當然, 我們做地上事
的⾏動和情感即與世⼈無異。

我們當以在天的⼼做地上職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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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教會事更須以在天的⼼為之, 瑪拉基書說:「那
時, 敬畏主的彼此談論, 主側耳⽽聽, 且有紀念冊在祂⾯前, 記錄那敬畏主, 思念祂名的⼈。萬
軍之主說:『在我所定的⽇⼦, 他們必屬我, 特特歸我, 我必憐恤他們, 如同⼈憐恤服待⾃⼰的兒
⼦。那時你們必歸回, 將善⼈和惡⼈, 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別出來。」(瑪3:16-18) 依
此⾔, 教會講台所談論的, 所傳達宣講的信息關係到我們被主基督歸為善⼈或惡⼈, 是侍奉上帝
的或不是侍奉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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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漁網上岸, 結果漁網裏有⼀百五⼗三條⿂, 且條條是⼤⿂。這“⼀百五⼗三”之數困惑了許
多⼈, 不知如何解釋之, 有的甚⾄說⾨徒數⿂之舉是沒有意義的舉動, 重點在主, 不在⿂, 因⽽⽩
⽩失去許多恩典。接下來, 我們要講說⼀百五⼗三條⿂帶給⾨徒的五⼤意義。

從⼀百五⼗三條⼤⿂⼀事看彼得為⾸的典範
我們當注意彼得在此的動作, 他摸到⿂之後並沒有⾺上拿⿂給耶穌, 反⽽與⼤夥兒⼀同數⿂。
按常理, 僕⼈不能讓主⼈等候, 彼得可⾃⼰拿⿂給耶穌, 然後將數⿂的事交給其他⾨徒去做, 這
樣既能遵從主⼈之令⽽不失禮, 亦可知主恩所賜之⿂的總數, 但彼得卻不是這樣安排⾃⼰與其
他⾨徒, 他率領⼤家⼀起數⿂。可⾒, 彼得並沒有因⾃⼰先獨⾃上岸⽽不看重主賜的⿂, 反⽽牢
記這恩典, 願與眾弟兄同經歷主恩。使徒保羅和先知⼤衛亦是如此, 前者說:「我切切的想⾒你
們, 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 使你們可以堅固, 這樣, 我在你們中間, 因你與我彼此的信⼼, 
就可以同得安慰。」(羅1:11,12) 後者說:「你們和我當稱主為⼤, ⼀同⾼舉祂的名。」(詩34:3) 
所以, 屬基督者皆有願與他⼈同得主恩的⽣命。

彼得與其他⾨徒⼀同數⿂, ⼀同經歷主恩, 他為教會屬靈為⾸者立下必⾏的典範。思此, 我請問
各位, 主⽇講道者與聽道者當是合, 還是分? 講聽是⼀體的, 還是各按其份, 界限分明? 主說:「我
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祈求, 使他們都合⽽為⼀, 正如你⽗在我裏⾯, 我在你裏⾯, 使他們
也在我們裏⾯, 叫世⼈可以信你差了我來。我在他們裏⾯, 你在我裏⾯, 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
為⼀, 叫世⼈知道你差了我來, 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樣。」(約17:20b-22) 可⾒, 講聽必
須是⼀體的, 是合的, 且這合⼀需在⽗與⼦裏⾯。因此, 講道者的責任是重⼤的, 他必須以基督
的道使聽者與之合。若講道者的⼼態只是將他所知的聖經真理介紹出來, 讓聽道者知, 但沒有
與聽道者合⽽為⼀的意念, 乃是失恩的⾏為。然, 教會主⽇講台週週不同講員, ⼜怎可能成就講
聽⼀體? ⾄於聽者的態度常是「這話甚難, 誰能聽呢?」故不願與講者合, 讀經聽道⼼態已傾向
個⼈安⾝立命⽽已。

從⼀百五⼗三條⼤⿂看約翰對主權能的認識
約翰寫下⼀百五⼗三條⼤⿂並非僅記事性的寫個冷冰冰的數字, 使徒下筆敘述這事時, ⼼中必
然充滿主的權能⽽澎湃不已。⾸先, 約翰是個漁夫, 他知道⼀百五⼗三條⿂剛好是那漁網可塞
⿂的最⼤容量, 然⿂塞得海滿, 漁網卻沒有破, 這對約翰⽽⾔“⼀百五⼗三條”是個神蹟的數字。
我問⼀個科學性, 且是⽣活經驗的問題: 在⼀固定容積空間內, 最⼤化裝滿某物件的條件是將其
有序排列, 還是任意猛塞? 當然是前者。因此, 在固定容積的漁網裏能網住⼀百五⼗三條⿂必因
這些⿂是最⼤程度的有序排列, 這也是神蹟。

我只要問⼀個問題, ⼤家就可明⽩上述的神蹟意象。假設主耶穌不在現場, ⾨徒是否可將相同
數量且相同⼤⼩的⿂塞入漁網? 不可能, 即便有豐富打⿂經驗的⾨徒也不可能, ⼀則, 沒有拉網
所需的容積空間, 另⼀則, ⿂被丟入網, 不會乖乖地安躺在漁網裏。

⿂是活的, ⼤⿂離⽔後跳動厲害, 然⿂群卻安逸地讓⾨徒數著, 約翰因⽽⼜看到上帝護理的⼯作, 
正如耶穌先前命⾨徒將網撒在右邊, ⿂群聚集在那裏⼀樣。主耶穌因⼗字架的羞辱⽽隱藏他的
神性, 現在卻全然彰顯他是上帝的事實。

從⼀百五⼗三條⼤⿂看⾨徒數算主的恩典
約翰並未寫如“那網滿了許多⼤⿂”這樣籠統的話, ⽽是將⿂的總數寫下, 其中的意義是深刻的。
請問各位, 這“⼀百五⼗三條”的數⽬怎麼來的? 是不是⼀條⼀條慢慢數來的? 彼得等⼈認真數⿂
的量, ⼼不隨便, 不落下任何⼀條, 這表⽰他們極為看重主所賜之物。再問各位, ⾨徒數⿂時是
不帶任何情感, 機械式地⼀條⼀條數, 還是每數⼀條, ⼼中歡喜與感恩之情油然⽽起, 且越數越
感恩? 若你肚腹肌餓, 這時有⼈煮⼀碗麵或盛⼀碗飯給你, 即便是陽春麵或滷⾁飯, 你的⼼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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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萬分。現在, 賜⿂的是主, ⾨徒感恩之⼼⾃不在話下, 他們數⿂的時間有多長, 他們感恩的
⼼就有多長, 且感恩深度秒秒加增。

關於我們如何數算主的恩典
⾨徒數⿂正是數算主的恩典, 他們⼼中感恩之情必源源⽽起, 這當是屬主之⼈遇主恩必然的反
應。那我們呢? 當然也要數算主賜物的恩典。然我要問, 是否只要學習⾨徒數算可飽⾜我們肚
腹的恩典就夠了? 請問各位, 我們若年年數算所得可⾒之物, 以讚主恩, 我們可數算多久? 會不
會數到最後, 連⾃⼰也覺得厭煩, 聽的⼈也感無趣? ⾨徒是越數⿂, 越感恩, 若我們以可⾒物作
為感恩的基礎, 若要年年越數越感恩, 就必須⼀年比⼀年更多才⾏, 請問, 這可能嗎? 如果基督
徒習慣數算的恩典是可⾒的物質, 那他到老時, 看到的是過往感恩之物盡都褪⾊老舊, 不再有⽤, 
那他(她)還有什麼? 這幾番提問下來即知, 現在的我們當數算的重點不在可得之物。凡以可⾒
之物的加增作為恩典的⾒證, ⼈只願意聽⼀次, 若再⾔, ⼈必掩耳不聽, 這可⾒之物包括養兒育
女的成功, 夫妻關係的美好等等。牧師說他從零開始到建有會堂⽽歸於主的恩典, 他這話只能
說⼀次。

詩篇65:11節說:「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這“年歲”⼀詞是沒有時間限
制的, 基督徒到老時依然有主恩, 依然有脂油。我們意欲如此就必須聽保羅的話, 他說:「誇⼝
的, 當指著主誇⼝, 因為蒙悅納的, 不是⾃⼰稱許的, 乃是主所稱許的。」(林後10:17,18; 林前
1:31) 因此, 我們數算主恩應當數算我們漸深漸進地認識主。我們認識關乎論及基督的經⽂當
年年有長進, 如約翰福⾳的起⼿經⽂,「太初有道, 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這道太初與上帝
同在」(約1:1,2), 每年讀之都當有進深般的認識。

從⼀百五⼗三條⼤⿂看⾨徒知⾜的⽣命
⾨徒數⿂數到第⼀百五⼗三條之後, 他們⼼中是滿⾜的結束, 還是⼼想著若再多些更好? 當然, 
使徒必然是知⾜於主所賜的。我問這話為要指出, ⼈要得著更多是他奮⾾向前的動⼒, 然⼈對
世上物欲求多, 對關乎⽣命或救贖的事卻不顯積極的態度。⼈或許有安⾝立命的話, 但不過僅
有幾句⽽已, 不愛多, 也不願多; 多數基督徒的信仰只有“信耶穌得永⽣”, 耳朵再也不聽其他, 聽
了不過聽聽⽽已, 但對地上物的慾望卻是多多益善。我們得恩知恩謝恩, 還需知⾜所得。

從⼀百五⼗三條⼤⿂之數看上帝的同⼯
猶太⽀派數是⼗⼆, 使徒數也是⼗⼆, 啟⽰錄第七章寫的數⽬都是如⼗四萬四千, ⼀萬⼆千等的
整數, 但⼀百五⼗三之數字出於我們習慣之外, 任何⼈看到153這數, 無不感到奇特。“153”這數
是各數字立⽅後相加的總數, 亦是從1以⾦字塔式向下排列⾄153, 形成每邊是17的等邊三⾓形, 
也就是, 1在最上⾯⼀層, 其下層是2與3, 在2與3的下層是4, 5, 以及6, 排到最下⾯⼀層的數字是
137到153。前者之三數字雖可任意排數如315等, 但後者促使必須是153之數。這兩種⽅法, ⼀
是立⽅的3, 另⼀是等邊的3, 我們可引伸這⼀百五⼗三條⼤⿂乃是⾨徒在三位⼀體上帝的護理
之下所得的結果。這等認識對站在基督⼗架下的⼈意義最⼤, 因為那時聽到耶穌喊說:「以利! 
以利! 拉⾺撒巴各⼤尼? 就是說:『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為甚麼離棄我?」(太27:46) 這時則看到
上帝與主耶穌同在。

有⼈或許會問, 為什麼不直接寫說是上帝的⼯作, ⽽只是寫⼀百五⼗三條⿂? 為要⾒證基督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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