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五⽉1⽇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18) -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四)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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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於今年三⽉29⽇正式通過修改使徒信經華語版, 除去“我信聖⽽公之教
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們⾝體復活; 我信永⽣”等, 關所有的“我信”⼀詞, 並將之間
的分號改成逗號。他們的理由是原⽂沒有這些“I believe”, 且說基督徒應當信三位⼀體上帝, ⽽
教會不是我們信的對象。這提案是由台北濟南教會提出, 經過總會的信仰與教制委員八個⽉的
討論⽽定下的結論。

聽到這樣的消息, 甚感詫異, 因為他們所持的理由極不充份。若說“我信聖⽽公之教會”是不確
的, 那同為三⼤信經的尼⻄亞信經寫著「我信獨⼀神聖⼤公使徒的教會」, 這⼜怎麼說? ⼜, 看
著英⽂版的使徒信經, 雖然沒寫出“I believe”, 但每⼀段以逗號區分, “I believe”的意思就在其中, 
⽽中譯本以分號區分正恰如其分。當時翻譯使徒信經的教會領袖不是傻⼦, 加這些“我信”⼀定
有他們的道理, 長老教會如此改變傳統, 太過莽撞, 且完全沒有必要。作此改變的牧師群藏在信
仰和教制委員會裏, 對此重⼤決議不⼀⼀具名簽字, 僅主任委員署名, 這是不負責任的⾏為。

屬天的對話
⼀⽅問:「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另⼀⽅回說:「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世上的主僕關
係不可能有這樣的對話, 世上主⼈要僕⼈的是他的忠⼼, 因愛主⼈的僕⼈亦可能背叛主。夫妻
或情侶之間可能有這樣的對話, 但問⽅或顯撒嬌的甜蜜, 但也可能是不信任對⽅的開始。親⼦
或朋友之間的愛總在意會中, 難發⽣這樣的問答。總之, 我們若從世上倫理關係來看耶穌的問
與彼得的答, 必不解其中精意。

在戰場上, 你的同志為救你⽽死, 譬如你踩到地雷, 應該是你死, 但他卻將你推開, ⾃⼰⾝體趴在
這地雷上為你死, 這救命之恩必牽絆你⼀⽣; 若這位戰友是你的長官, 你可能還會痛苦⼀⽣, 因
為你認為他的命比你重要, 死的應該是你, ⽽不是他。世⼈對愛他的⼈為他⽽死顯出悲傷的情
感, 但耶穌為屬主的⼈⽽死卻要他們⾼興歡喜。詩篇第118篇22節預⾔基督是匠⼈(上帝)所棄的
房⾓的頭塊⽯頭, 第24節說:「這是主所定的⽇⼦, 我們在其中要⾼興歡喜」, 上帝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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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基督上⼗字架的⽇⼦。當耶穌背著⼗字架走向各各他⼭, 看到婦女們為他號咷痛哭時, 便
轉⾝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 不要為我哭, 當為⾃⼰和⾃⼰的兒女哭。」(路23:28) 這些事
實告訴我們, 主對彼得之問,「約翰的兒⼦⻄⾨,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有比情感⽅⾯更⾼層次
的愛的啟⽰。

問愛
情感或情愛是罪⼈諸性情中 不穩定, 浮動, 難掌握的本性, 易隨週遭環境的變化⽽起浮。
今⽇, ⼈依感情⾏事或直覺判事甚於以往, 基督徒亦然, 參加教會的⽬的已不為聽得真道, ⽽為
情緒被接納, 順我意, 留, 不順我意, 走, 或關懷我, 留, 不關懷我, 走。耶穌問彼得不問忠, 不問
信, 不問知, 甚⾄不問畏, ⽽問愛, 這問已直直地與今⽇世界之神交鋒對撞, 我們必須真確地明⽩
主這問的實意, 才能在現今混沌時代中有安穩的⼼, 不隨波逐流, 不受愛⾔語上無端的轄制。耶
穌向彼得之問是屬天的主僕關係之問, 因此, 耶穌這問亦賜給那些認此主僕關係的基督徒, 即我
們每⼀個⼈都必須回答主這問。

講論立⾜點的重申
我需再次說明講論耶穌此問的立⾜點, 就是主接受彼得對他⽣發的⾄情⾄愛。凡不在這立⾜點
⽽起的思路必朝著彼得要更多愛主⽅向⽽發展, 我們⼀但走上這條思路, 已失了主這問的精意, 
且越走越遠。如果我們固執地非要將耶穌這問理解成情感上多愛主的話, 我們將⾃陷泥沼, 無
法⾃拔, 因為我們今天可能愛主多些, 明天可能會少些, ⽇⽽復始, 永遠活在沒有平安的狀態中, 
到 後, 很可能會失去原有得救的確據。愛主多些是量的問題, 但耶穌之問是屬乎質的問題。

屬天的愛
耶穌知道彼得愛他, 也知道彼得對他的愛極深, 但還是對彼得談愛, 可⾒, 耶穌要彼得明⽩的愛
必定是更⾼層次的愛。上週我們深入探究耶穌所說的“這些”指的是耶穌⼿和腳上的釘痕, 因⽽
明⽩主這問的意思是,「約翰的兒⼦⻄⾨, 你愛我比我這些釘痕所展現出來的愛更深麼?」基督
⼿腳釘痕之愛比世上任何形式的愛的層次更⾼, 是世上各樣的愛無法達及的; 耶穌彰顯的愛是
屬天的, 世⼈彰顯的愛則是屬地的。

耶穌⾃願受釘於⼗架上之愛絕不是地上可產⽣出來的愛, 這愛既彰顯於世, 不是單單⼀個愛的
宣⽰性的動作, 或讓⼈欣賞, 拍⼿叫好, ⽽是要上帝所喜悅的⼈得著這愛。我們不可能跟隨耶穌
的腳蹤⾏, 走上某⼭丘, 被釘, 那我們如何得著這愛? 或這樣問, 我們如何知道⾃⼰蒙了主恩, 得
了這天上的資產-基督釘痕的愛? 

如何展⽰基督釘痕之愛
我們擁有某資產, 技能, 或性情, 唯⼀證實有之的⽅法就是將之展⽰出來。⼝說有修⾞技能無憑, 
必須修⼀輛⾞才⾏; ⼝說能繪畫無憑, 必須畫出⼀幅畫才⾏; ⼝說會程式語⾔無憑, 必須完成⼀
個項⽬才⾏。同樣地, ⼝說有基督⼗架的愛無憑, 必須將之展現出來才⾏; ⼝說⾃⼰是基督的教
會無憑, 必須展⽰遵守基督的命令才⾏。

我們耳聽愛的論述無數, 眼看愛的⽅法多多, 我們當問, 諸論諸法中那⼀項是聖靈可為印記的, 
可⾒證那是從天上來的愛? 如果我們⾏出來的愛是其他宗教的⼈也能⾏的, 何須聖靈來⾒證我
們的愛! 如果我們展現出來的愛脫於聖經所記, 那等於是⾃建池⼦, 是個不可儲⽔的池⼦; 如果
我們施愛, 但對⽅卻不能因我們對之的愛⽽歸向基督, 雖⾔服事⼈, 終究徒勞, 得不著天上財寶。

在⼈⾯前認主
在這問題上, 我們 適當的學習對象當然是使徒, 其中可為典範的就是使徒彼得, 他如何愛⼈, 
我們也當學他那樣愛⼈。約翰福⾳第21章後接的是使徒⾏傳, 彼得有了耶穌愛的啟發之後, 便
在使徒⾏傳裏展現出來。使徒⾏傳記彼得既向猶太⼈傳道(參使徒⾏傳第⼆章), 亦向外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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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參使徒⾏傳第⼗章), 使徒這兩次⾏動皆是蒙聖靈引導之下的作為, 原來, 有基督釘痕之愛的
⼈所展現的⽅式就是這樣, 以傳道為上, 要將主的釘痕之愛講出來。彼得說:「只要⼼裏尊主基
督為聖, 有⼈問你們⼼中盼望的緣由, 就要常作準備, 以溫柔敬畏的⼼回答各⼈。」(彼前3:15)

聖靈引導彼得向猶太⼈和外邦⼈傳道, 我們仔細察看這兩件重要⼤事得到三點結論:
1. 當耶穌向約翰的兒⼦⻄⾨發出「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之問, 彼得也接受這問, 基督釘痕
之愛的道種已撒在彼得靈魂⼼⽥, 反之, 如果彼得拒絕了, 他⼼中就沒有這道種, 爾後使徒⾏
傳也就沒有他的⾝影。我們從另⼀個⾓度思之, 彼得接受耶穌這問使他的存在, 從可有可無
之存到絕對必要之存; 彼得如此, 我們亦如此。

2. 使徒這兩次佈道信息皆將上帝在基督裏的救贖之道講得清楚明⽩, 這就是聖靈使這道種長
成百倍所⽤的⽅法; 使徒向眾⼈傳救贖之道, 這眾⼈不分那種⼈。保羅對提摩太說:「我在
上帝⾯前, 並在將來審判活⼈死⼈的基督耶穌⾯前, 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 務要
傳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提後4:1,2a) 彼得對哥尼流說基督是審判活⼈死⼈的
主(徒10:42b), 保羅亦說審判活⼈死⼈的基督耶穌, 可⾒藉傳道的⼯夫彰顯基督釘痕的愛的
必要性, 關係到我們在主⾯前是否站立得穩。我們會感謝那些將基督福⾳傳給我們的⼈, 即
便我們當時未決志, 但道種已經撒下。我們對未信主的朋友也要這樣, 不以功利為取向, 僅
將福⾳傳給他們。

3. 聖靈上帝按其主權和喜悅使彼得所得著的道種萌芽長⼤, 保羅說:「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願賜平安的上帝親⾃使你們全然成聖。」(帖前5:19,23a) 凡有聖靈的⼈必然傳揚基督釘痕
之愛, 不傳者則沒有聖靈; 傳揚基督釘痕之愛的⼈才是在成聖的道路上, 不傳者則無成聖的
可能。問, 腦中⼀⼤堆關乎上帝的知識, 獨缺基督釘痕之愛的知識與愛, 那⼈是完全的嗎? 
耶穌要求彼得的這愛是個巨⼤的挑戰, 是他天然⽣命無可承受的重, 因為這些⽺與彼得⼀點
關係也沒有, 若沒有聖靈的引導與幫助, 他無法向前⾏, 更遑論⼀⽣⾏之。

愛的區別
彼得所展現的基督釘痕之愛與世界各樣的愛完全不⼀樣, 後者具地域性, ⽂化性, 種族性, 時代
性, 時間性,...等等特質, ⽽使徒所顯的愛完全沒有這些屬地的因⼦。屬天與屬地的愛皆可⼝語
表達, 但屬天的愛可綿綿不絕的述說數算, ⽽屬地的愛的⾔語卻是不多, 內容單調, 有時還講不
出所以然來。

彼得對愛的認知絕不可能有此⾼度, 我們對愛的認知亦是膚淺屬地, 也絕不可能有這樣的性
情。現經基督對彼得這問之後, 我們才明⽩何謂屬天之愛。我們若要展現基督釘痕之愛, 就必
須清楚這釘痕的意義, 這釘痕在誰⾝上, ⼜為什麼這這釘痕在這⼈⾝上等等的真理, 如此知了才
能傳之, 守之, ⾄死不渝。當我們傳揚基督釘痕之愛時, 便知道上帝是愛就與祂其他神性本質如
靈、道路、真理、⽣命、⽣命的糧、世界的光、道、真光等等是密不可分的。  

傳福⾳的障礙
彼得願意向猶太⼈與外邦⼈傳道是不簡單的事, 已經超出他天⽣之愛的本性, 因為⼀⽅是殺害
耶穌的猶太⼈, 另⼀⽅是他本看為不潔淨的外邦⼈。彼得以無差別的向猶太⼈與外邦⼈傳道證
實了他實在有基督釘痕之愛, 主說:「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 有甚麼賞賜呢? 就是稅吏不也
是這樣⾏麼?」(太5:46) 因此, 我們展現出有基督釘痕之愛, 且是聖靈可為證的記號, 就是向⼈
傳講上帝在基督裏的救恩福⾳。當我們認知於此, 想要踏出第⼀步時即發覺困難重重, 我們或
可向⼈提到“上帝”, 但是要向⼈提“耶穌”卻是怎麼說都說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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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
耶穌傳道時曾說過關於愛他的教訓, 他說:「⼈到我這裏來, 若不愛我勝過愛 (“愛我勝過愛”原⽂
是恨)⾃⼰的⽗⺟、妻⼦、兒女、弟兄、姐妹, 和⾃⼰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徒。」(路14:26; 
太10:37) 主在這裏提到兩個⽣命體系, ⼀是從他⽽來的, 另⼀是從世界 親密的關係中⽽來
的。我們若不從原有已經習慣的⽣命體系走向主耶穌的⽣命體系, 我們當然無法向⼈傳耶穌。

果我們按字意解釋主說的這句話, 那就⼤錯特錯。為何愛耶穌需勝過愛⾃⼰的⽗⺟等等呢? 因
為, 耶穌要彼得餵養的是他的⽺, 彼得必須要⽤主所提供的糧來餵養他的⽺, 不能⽤別的, ⽽彼
得也這樣做, 他說:「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像纔⽣的嬰孩愛慕奶⼀樣, 叫你們因此漸長, 以致得
救, 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彼前2:2,3)

純淨的靈奶就是⽣命的糧, 也就是, 主所說的話, 耶穌說:「我就是⽣命的糧, 到我這裏來的, 必
定不餓, 信我的, 永遠不渴。...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命。」(約6:35,63b) 當耶穌⽤
“恨”這個字來表明他的態度後, 使徒就不能⽤從⾃⼰的⽗⺟等⼈⽣命體系⽽⽣的道來餵養主的
⽺, 約翰稱之為從⾎氣⽣的, 情慾⽣的, ⼈意⽣的 (約1:13)。⾃⼰的⽗⺟等⼈建構出來的家庭圈
是不會破的, 影響⼀個⼈甚深, 譬如說, ⼈到老時都還會想起⽗⺟對他(她)說的讚美或咒詛的話,  
接納他或不 所以, 我們不要⼩看耶穌這指⽰。

障礙⼆
我們有基督釘痕之愛後, 壓制我們發展這愛的第⼆⼤障礙是世界上的事, 即⾁體的情慾, 眼⽬的
情慾, 並今⽣的驕傲(約⼀2:16)。彼得在使徒⾏傳裏真是威風八⾯, 新約時代主講第⼀篇講章, 
開第⼀次佈道⼤會的使徒是彼得, 當彼得講完之後, ⾨徒就添了約三千⼈; ⾏第⼀個神蹟的使徒
是彼得, 他醫好⽣來是瘸腿的; 說出第⼀句上帝審判的話的使徒是彼得,「你(⻄⾨)的銀⼦和你
(⻄⾨)⼀同滅亡」; 第⼀個使死⼈復活的使徒是彼得, 那女徒名叫⼤比⼤(羚⽺)(參徒2:41; 3:7; 
8:20; 9:40); 的使徒彼得有這麼多個第⼀, 件件榮耀無比, 有諸多第⼀的他如果沒有基督釘痕之
愛, 沒有從上頭⽽來的約束⼒量, 他很容易驕傲起來。⼤家想想, 今⽇若有傳道⼈能夠⾏出彼得
諸第⼀中的⼀項, 豈不頓時萬⼈擁戴! 近Denzel Washington說了⼀句名⾔,「At your highest 
moment, be careful, that’s when the devil comes for you. 在你站在⼈⽣⾼點時, 千萬要⼩⼼, 
那時正是魔⿁在你⾯前的時候。」

障礙三
耶穌命定彼得年老的時候的景況是「你要伸出⼿來, 別⼈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
⽅」, 這樣的⼈⽣結局與他擁有的諸多的第⼀完全不相配, 倘若彼得沒有基督釘痕之愛, 看到主
的愛對他無比的耐⼼, 他必懷著痛苦的⼼離開世界, 想著服事主⼀⽣盡是空。

障礙四
接下來, 基督釘痕之愛對於教會牧者是個⼗⾜必須要擁有的性情。世上 艱難的⼯作無他, 就
是使上帝的百姓時常受主的管理。我們必須承認基督徒多是⼭⽺性格, 喜歡走⾃⼰的路, 總是
不願百分之百的遵⾏主的命令, 耶穌明說「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 基督徒卻只聽他愛聽的, 
或者聽了, 以⾃⼰的意思詮釋之; 有的基督徒顯得軟弱, 不堅定, 有的則是遲鈍緩慢, 且不受教。
因著基督徒百百種, 撒但常利⽤各種機會來削弱牧者做下去的勇氣, 唯⼀解決之道就是基督釘
痕的愛, 保羅說:「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 ⼀⼈既替眾⼈死, 眾⼈就都死了。」(林後5:14)

尾語
教會不傳揚基督釘痕之愛的後果是嚴重的, 耶穌說:「凡在⼈⾯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前, 
也必認他; 凡在⼈⾯前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前, 也必不認他。 」(太10:32-33) 耶穌在⾺
太福⾳七章第15節警告我們要防備假先知, 且說假先知是披著⽺⽪的狼, 並要我們不可看表象, 

第  ⾴ (共  ⾴)4 5



要以他(她)所結的果⼦對之加以分辯出來(參太7:16-20)。現在, 我們經過耶穌「你愛我比這些
更深麼?」之問的啟發後, 知道那⼈是否傳揚基督釘痕之愛來分辨出好果⼦與壞果⼦。主說凡
不結好果⼦的樹就砍下來, 丟在火裡, 這話不僅指假先知本⾝, 也指那些依附假先知這棵樹的基
督徒; 凡聽假先知的⼈不可能結出可⾒證⼗架基督的好果⼦。

後, 我們讀幾句約翰說的話,「主為我們捨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沒有愛⼼的, 就不認
識上帝, 因為上帝就是愛。...愛裏沒有懼怕, 愛既完全, 就把懼怕除去, 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 懼
怕的⼈在愛裏未得完全。」(約⼀3:16a, 4: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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