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四⽉10⽇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15) -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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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17節:「15他們喫完了早飯, 耶穌對⻄⾨彼得說:『約翰的兒⼦⻄⾨, 你愛我比這
些更深麼?』彼得說:『主阿!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16耶穌
第⼆次⼜對他說:『約翰的兒⼦⻄⾨, 你愛我麼?』彼得說:『主阿!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耶穌
說:『你牧養我的⽺。』17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
對他說你愛我麼, 就憂愁, 對耶穌說:『主阿! 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
養我的⽺。』」

上週回顧
耶穌對彼得三回愛他之問是每⼀個基督徒都熟悉的事, 許多⼈解釋這三回問答的思路均朝向耶
穌在教訓彼得三回不認他⽽解, 然我們查究⼀些既定事實之後, 發現這思路有待商榷; 主三問彼
得與他三回不認主無關, 主這三問彼得有其⾃⼰的意義。事實上, 約翰記耶穌這“三”回之問答與
這章記另⼀“三”次之事有關, 這兩個“三”之事指⽰了教會當有的信仰, 就是敬畏基督與愛基督; 這
是教會運作當⾏的⽅向, 傳基督, 並傳神⼈⼆性的基督。

我認為耶穌單獨向彼得顯現的那次(路24:34), 已經解決了彼得不認他的事, 主不在眾⼈⾯前提
這事是對彼得最⼤的保護。當事⼈耶穌在爾後的顯現既已表態不提這事, 誰還敢造次要求主必
須處理彼得的不認他?

以上立論的細節可詳看上週講章, 其中內容可受公評, 有誤之處當清楚指出那裏有誤; 若⾒所論
有理, 且是正確的, 讀後當改正原有觀念, 接受所論。這態度是不帶情感, 不帶立場, 不帶偏⾒, 
然多數基督徒難改變既有的認知, 雖看有理, 但還是堅持⼰⾒, 華⼈基督徒則⼀昧地相信⾃⼰牧
師所⾔, 對有名氣的牧師更是不敢反駁。我需要說⼀事, 我對約翰福⾳21章的立章講論總結就
是, 教會必須敬畏基督, 以及愛基督, 敬畏與敬愛兩者合⼀, 缺⼀不可, 其他立論灼⾒亦必須帶出
相同的結論。

15節
耶穌對⻄⾨彼得說...

主為何獨對彼得說話
現場有七個⼈, 為什麼耶穌只對彼得說話, ⽽不對其他⾨徒如他所愛的約翰說話? 因為彼得是這
雛形教會之⾸, 因此, 他擔負著教會堅固者的⾓⾊。主在最後晚餐時對彼得說:「⻄⾨! ⻄⾨! 撒
但想要得著你們, 好篩你們像篩麥⼦⼀樣,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於失了信⼼, 你回頭以
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路22:31,32) (註: 羅⾺天主教依此⽽宣稱耶穌要立彼得為⼤主教, 這是
往臉上貼⾦的宣告,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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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如此, 其他六⼈也聽到耶穌的問話, 故作為教會⼩⼦的亦須知道作為他的堅固者的資格。
所以, 耶穌雖僅問彼得, 但整個對話卻是對教會的教訓; 主如此問彼得, 必如是地問教會牧師, 甚
⾄問所有站在基督徒前⾏教導的教會領袖。⾄於其他有耳可聽的基督徒, 則要查驗⾃⼰的牧師
是否如彼得般, 敬畏基督以及愛基督, 因為唯有這樣的牧師才會傳基督。請基督徒會眾千萬要
留⼼下⾯的話,「長老和尊貴⼈就是頭, 以謊⾔教⼈的先知就是尾, 因為引導這百姓的使他們走
錯了路, 被引導的都必敗亡。」(賽9:15,16) 這句話裏有頭, 有尾, 且有眾百姓, 故是指整個教會, 
其中被引導的基督徒若不謹慎⾃⼰受誰引導, 敗亡是必然, 這是上帝說的。

耶穌對今⽇的教會為⾸者
耶穌如此看重教會為⾸者的建造, 主當時如何引導彼得, 他所差的聖靈也必如是的引導屬基督
的教會為⾸者。耶穌如何在眾⼈⾯前建造彼得, 他所差的聖靈也必如是的在教會眾⼈⾯前建造
屬基督的教會為⾸者。彼得跟隨主三年半還需要被主建造, 即表⽰屬靈成長是無⽌盡的; 耶穌
所差的聖靈當然會建造年輕牧師, 也必持續建造長者牧師。今天所讀的啟應經⽂, 詩篇71:18節
說:「上帝啊! 我到年老髮⽩的時候, 求祢不要離棄我, 等我將祢的能⼒指⽰下代, 將祢的⼤能指
⽰後世的⼈。」耶穌問「約翰的兒⼦⻄⾨,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主也同樣問年輕與年長的
牧師傳道,「某某某,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凡做牧師傳道的, 他⼀定要有⼀篇講章解釋耶穌這
問的意義, 以表明⾃⼰蒙主基督的引導。

約翰的兒⼦⻄⾨,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彼得不愛耶穌?
我們已經解釋了⾨徒「沒有⼀個敢問他, 你是誰? 因為知道是主」何意(第12節), 那無語之⾔乃
顯出⾨徒敬畏主的靈魂狀態, 主在這基礎上繼續引導他們靈魂另⼀⾯向, 就是擁有他的愛。於
是, 耶穌對彼得說:「約翰的兒⼦⻄⾨,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耶穌問彼這話讓我們備感驚訝, 因就這七⼈教會來說, 他是第⼀個游上岸⾒主的⼈, 也是第⼀個
拿耶穌要的⿂的⼈, 他處處表現得比其他⼈更積極地愛耶穌, 主這問應該去問其他六⼈, ⽽不是
問彼得。再說, 唯彼得跟隨主到祭司長該亞法的院⼦, 若說這樣的彼得不愛主, 那其他⾨徒呢? 
連那位主所愛的⾨徒那時也逃遠了, 這⼜怎麼說? 

彼得看主傳道, 看主受審, 看主受死, ⼜看主復活, 甚⾄他為⾃⼰不認主的⾏為痛哭流涕, 再加上
⼀聽到岸上站的是主之後的種種舉動, 彼得可說是⼀個⼈可以愛主的極致表現; 若這樣的彼得
還不算愛主, 那麼世上就沒有其他⼈可為愛主的典範。從耶穌之「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問
語來看, 主看到彼得對他的愛, 也⾼度肯定之, 這是他⼈性使然, 因為只有沒有⼈性的暴君才會
無感於他⼈對他的愛, 但是, 主這“比這些更深”之問則指出彼得尚未擁有他要看到的愛。

耶穌與⼈的互動
在此, 我要提⼀件事就是耶穌與週遭之⼈的互動。我們對耶穌的認識常是他⾏教訓, 施憐憫, 僅
在他單向的作為認識他, 但對於耶穌與他⼈來往互動的回應卻是陌⽣; ⼈需有來有往, 唯有如此
才能展現那⼈的⼈性。耶穌當然對愛他和尊敬他的⼈有友善的回應, 其中最明顯的例⼦就是富
⼈拉撒路。這⼀家⼦⼈都愛耶穌, 耶穌知道拉撒路病了之後, 便改變原來往猶太的⾏程, 轉⽽到
伯⼤尼⾒拉撒路(約翰福⾳第11章)。⽣⽽為王的耶穌是⼀個活⽣⽣的⼈, 他並非不能感受到他
⼈對他的情感, 福⾳書簡述耶穌這⽅⾯的事, 只因⾸要⼯作乃是記他天上來的啟⽰。

所以, 耶穌深知彼得真的愛他, 且知他是盡⼼盡⼒的愛他, 但耶穌差他們去「如同⽺進入狼群」
(太10:16a), 所以主知道彼得愛的能⼒還不⾜以擔負將來的傳道事⼯。彼得愛耶穌, 但⽽他的愛
卻含有懼怕的成份, 否則他不會否認主。彼得本有天然的愛潛藏重⼤危機, 難擔⼤任, 若再次遇
到危及他⽣命的事時, 很可能⼜會再次否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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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信仰總整理
我們看到, 耶穌不是直接告訴彼得說他的愛觀有瑕疵, 他愛的⼒量還不夠強⼤得可以挺起腰桿, 
⾯對未來的挑戰, 主乃是⽤問句讓彼得意識到他愛的缺乏。於此, 我們回想耶穌第⼀次問彼得
有關他的事, 所問的兩個問題分別是「⼈說⼈⼦是誰?」和「你們說我是誰?」(太16:13b,15) 
這問的內容很明顯的是要跟隨他兩年半的⾨徒作個信仰的整理。當耶穌提第⼆問, 彼得立⾺回
答說:「你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兒⼦。」(太16:16) 彼得總結得真好, 在信仰知性上有個完美的
總結。

現在, 耶穌再以問句的⽅式與彼得對話, 這次則是讓彼得整理他關乎愛的真理的認識。我們必
須注意到耶穌發此問寫在何時何處, 這問寫在四卷福⾳書的最後⼀章, 故不僅是對彼得(和其他
⾨徒)信仰的總整理, 也是給凡讀過四卷福⾳書的我們的信仰總整理, 這問的重要性⾃然不在話
下。

⽣命歷程
基督徒讀四卷福⾳書彷彿經歷⼀個⽣命歷程, 從耶穌的降⽣, 傳道, 受審, 受死, 復活等種種滋潤
我們⽣命的養份, 我們走到了福⾳書最後⼀章, ⽣命應該習練得通達, 長成基督的⾝量, 因⽽可
知主問「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何意。但, 如果基督徒誤解「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之意, 
即表⽰他從來沒有得著基督在這四卷福⾳書所賜的⽣命養份。⼀個素來不傳基督的傳道⼈, 無
論他是福⾳派或是靈恩派, 他難知「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深意。

我們需注意, 主耶穌這「你們說我是誰?」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問乃是在眾⼈⾯前問
彼得, 故這⼆問不僅針對個別基督徒, 也是針對整個教會⽽問。個別基督徒必須做信仰的整理, 
整個教會也必須做信仰的整理。保羅說:「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必和他們⼀同被提到雲
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4:17a) 被提不僅是個別基督徒被提, 也是整個教會被提。教會不
做信仰整理的⼯作, 不能回答主的這⼆問, 回答⼜回答錯, 那間教會豈可能在被提的⾏列中! 基
督徒回答這⼆問不是抽象的議題, 不是學術的興趣, 不是分享的快樂, ⽽是⼀個關乎⾃⼰永⽣的
現實問題。

傳道的動⼒
這問的重要性⼜在於爾後銜接的書卷是使徒⾏傳, 故此問處於新約福⾳傳揚是否成功的關鍵性
地位, 也就是說, ⾨徒正確的愛觀是他們堅守信仰, ⾄死不渝的動⼒。許多持正統教義的基督徒
以為他可以靠著知的⼒量⽀撐他的傳道事⼯, 以信得知(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固然重要, 
且是必要的, 但卻是基督在此所啟⽰的愛卻是傳道⼈得活⽔泉源之所在, 逆境中得無懼於困難, 
勇往直前的動⼒。

不知則⼈⽣如夢
還有⼀點, 若我們無法掌握耶穌這問的精意所在, 我們也無法掌握使徒寫的約翰⼀書中論愛的
經⽂的精意所在。我們都說約翰是愛的使徒, ⽽“愛”是約翰⼀書這卷書的核⼼重點, 若我們不明
⽩約翰⼀書論的愛, 我們⾝上就沒有主耶穌要看到的愛, 正如他當時在彼得⾝上要看到卻沒有
看到是⼀樣的。因著約翰⼀書置於整本聖經卷末, 我們從創世記走讀於此, 卻沒有基督要的愛, 
我們⾏走完⼀⽣彷如雲煙, 什麼都沒有。⾁體的, 眼⽬的, 以及今⽣所驕傲的, 皆留在世界, 我們
能帶進陰間的不是這些世上的財富, 也不是教會裏所得的成就與虛浮的榮耀, 我們能帶進陰間
的只有基督的愛。 

彼得不知愛
耶穌問, 彼得必回答, 我們也須回答「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這問。我們看到, 彼得前回在知
性上的信仰告⽩得真確, 所以那時耶穌只問⼀次, 但這回彼得的回答卻不符合耶穌的期待, 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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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並不到位, 耶穌遂問了三次。這麼愛耶穌的彼得, 甚⾄願和耶穌同死的彼得(太25:35), 居
然對愛的理解是不確的, 這讓我們驚訝。再說, 我們每天處在某種程度的愛中, 沒有⼈不知道愛, 
然耶穌對彼得有關愛的提問立⾺使我們⽌嘴, 好好思想這問, 不再敢任意發表我們的愛觀, 要正
襟危坐, 嚴肅地檢視我們對愛的理解。

基督提問愛, 正如他提問罪的道理是⼀樣的。我們都知罪的存在, 但基督若沒有向我們啟⽰上
帝的律法, 我們「就不知何為罪」(參羅7:7); 同樣地, 若耶穌不問彼得有關愛的事, 彼得(和我們)
就不知何為愛。現今教會的關鍵字就是愛, 然當我們理解耶穌這問的意義之後, 即知現今教會
對愛的理解錯得離譜, 與耶穌要我們得著的愛相差⼗萬八千⾥。

“比”
耶穌問「約翰的兒⼦⻄⾨,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耶穌這個“比”字絆跌許多傳道⼈, 他們幾乎
毫不思索地解釋耶穌問的是, 你(彼得)是愛我必較多, 還是愛這些比較多。主耶穌展現無⼈能及
的智慧, 他僅⽤這麼⼀個簡簡單單的字, 就檢驗出⼀個⼈此時此刻對這時的他, 認識到怎樣的程
度, 以及⾨徒與他的互動程度理解到多少。那, 我們當如何看待這“比”字? 問, 這比是橫向之比, 
還是上下之比? 所謂橫向之比就是地上事物之間的比較, 所謂上下之比就是天上⽣命與地上⽣
命之比, 或說天上⽣命本質的有無。

採橫向之比的⼈忘了彼得曾在不久之前的受難週對耶穌說,「看哪!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
你, 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太19:27) 彼得既已撇下所有, ⼜怎能愛這些比愛主還多呢? 再說, 
約翰福⾳總結了符類福⾳關乎基督神性的彰顯, ⽽基督是承受萬有, 拖住萬有的主, 萬有皆是屬
乎主, 他還會在乎這些, 以這些來試驗彼得對他的愛?

橫向之比必然是程度上或計量上之比, 若以此作為愛耶穌主要的判斷原則, 那標準在那裏? 耶穌
看重⼀個投了兩個⼩錢的窮寡婦的捐項, 甚於⽤美⽯和供物妝飾的聖殿(路21:2-5), 這⼜怎麼
說? 若⼀個⼈平時表現出愛上帝的⾏為, 盡⼼並多⽅的服事教會和弟兄姐妹, 但卻在⾒證信仰的
關鍵時刻上退縮了, 請問, 這⼈愛主嗎? 多數教會不願⾯對⼀個事實, 基督徒在教會和在社會的
表現是不⼀樣的, 很多殷勤服事教會的基督徒, 在社會職場卻是個與⼈處處爭競的刺頭, 難相
處。橫向之比如同⽗⺟多⼦必愛某⼀⼦甚於其他⼦這樣的概念, 你⼀聽就知道這是情慾之比。

我們熟悉的國際巨星如Michael Jackson (1958-2009), John Lennon (1940-1980), Matisyahu 
(1979-)等皆宣揚愛與和平, 也影響世界各地的⼈, 請問, 這些名⼈講的愛是耶穌在此要彼得反省
的愛嗎? John Lennon在如⽇中天之際, 某次接受電視台訪問, 他居然說他現在比耶穌還有名, 
結果隔天他就橫屍街頭, 死了。

說了這麼多, 結論就是耶穌在此所說的比絕非橫向之比。

本質之問
我們需注意, 耶穌問彼得關乎愛的時機乃是現在, ⽽不是在他傳道時。我們現在正在解釋第15
節, ⽽現在的我們已經認識到我們的主是神⼈⼆性的基督, 也就是第14節的結論信息(參上週講
章)。約翰之「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 向⾨徒顯現, 這是第三次」帶領我們看到耶穌第⼀次顯現
時, 將他的⼿和腳給⾨徒看(路24:40), 第⼆次顯現時, 要多⾺伸指頭摸他的⼿, 伸⼿探入他的肋
旁(約20:27), 耶穌在這第三次顯現以他⾝上帶有死的記號, 以及復活後完全的榮耀問彼得「你
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很顯然地, 主基督告訴彼得即便你愛我⾄深, 但那還是地上⽣命的愛, ⽽
我所彰顯的愛是世界不可能有的愛, 是天上⽣命的愛, 保羅說:「基督在我們還作罪⼈的時候為
我們死, 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5:8) 耶穌這問是本質之問, 這比是上下之比。

基督是道, 是上帝, 他看事的層次是本質⽅⾯的有無, ⽽不是程度或量⽅⾯的多寡, 箴⾔說:「我
兒! 要將你的⼼歸我」(箴23:26)。若我們忽略這認知, 則不解約翰說的「沒有愛⼼的, 仍住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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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約⼀3:14b), 原來, 使徒這句話的意思是沒有基督⼗架的愛的⼈, 他(她)仍住在死中。使徒
在這裏指的愛⼼就不是我們天然的愛, 因沒有⼈是沒有愛⼼的, 他說的愛指的是從天上的基督
⽽來的愛。

基督的⼯作
現在, 問題來了, 我們怎麽得著基督的愛? 我們看到, 當彼得對耶穌說「你是基督, 是永⽣上帝
的兒⼦」後(太16:16), 耶穌隨即說:「⻄⾨巴約拿, 你是有福的, 因為這不是屬⾎⾁的指⽰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指⽰的。」(太16:17) 原來, 彼得能夠對基督有正確的認信乃因⽗的⼯作之
故。同樣地, 彼得也必須有基督的⼯作, 他才可得著基督所要的愛, ⽽基督將這事交給聖靈去執
⾏, 主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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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要榮耀我, 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15:26; 16:14) 

聖靈對我們的⼯作就是耶穌說的「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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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唯有吃下基督的話, 正如基督對先知以⻄結說:「⼈⼦啊! 要吃你所
得的, 要吃這書卷,...⼈⼦啊! 要吃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 充滿你的肚腹」(結3:1a,3), 我們才有基
督的愛。以⻄結吃了, 可對以⾊列家講說(結3:1b,3), 我們吃了, 才可對眾⼈講說。教會不傳基
督, 必得不著基督的愛, ⽽沒有愛⼼的, 仍住在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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