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五⽉8⽇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19) - 彼得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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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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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立竿於世界主要的任務就是傳揚基督釘痕之愛, 這愛是教會的試⾦⽯, 這愛的有無是耶穌
責備教會的標準所在。主對以弗所教會說:「你把起初的愛⼼離棄了, 所以, 應當回想你是從那
裡墜落的, 並要悔改, ⾏起初所⾏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臨到你那裡, 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然⽽, 你還有⼀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惡尼哥拉⼀黨⼈的⾏為, 這也是我所恨惡的。」(啟2:4-6) 
有能⼒以教義解經, 不走靈恩路線的教會, 可起⽽批判錯誤的教訓, 但講台若沒有基督掛在⼗架
上被釘⽽死的信息, 顯明已離棄了起初的愛⼼, 忘記了因⼗架入⾨的初⼼。

主對推雅推喇教會說:「我知道你的⾏為、愛⼼、信⼼、勤勞、忍耐, ⼜知道你末後所⾏的善事
比起初所⾏的更多, 然⽽, 有⼀件事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容讓那⾃稱是先知的婦⼈耶洗別教導我
的僕⼈, 引誘他們⾏姦淫, 喫祭偶像之物。」(啟2:19,20) 走靈恩路線的教會多談愛, 也多⾏善
事, 但講台卻不在提基督耶穌, 所謂⾏姦淫的意思乃取其屬靈意義, 在信仰⽅⾯沒有基督⽣命的
糧的餵養, 以其他的內容充數。 

基督徒多不喜啟⽰錄的教會, 總是下意識地將他們推向遠⽅, 以各樣的⽅法推託主所⾔與⾃⼰
的教會無關, 絕不承認⾃⼰教會就是以上所述的教會。然, 攤開各教會網站, 點入主⽇信息圖標, 
尋到傳講主耶穌基督的講章曲指可數, 論到基督的死更是稀有。基督徒的鴕⿃⼼態無法掩蓋事
實, 反使⾃⼰受損, 得不著基督釘痕之愛。講道者在台上話⼀講出就如同射出去的箭, 已在教會
歷史刻下⼀道痕, 無法抹去。我們無法帶⼀件世上所得進陰間, 唯可帶進陰間的就是基督釘痕
的愛; 屬主的基督徒從⺟胎裸⽣下來, 卻可滿滿的離開世界。

愛
耶穌傳道時說:「你要盡⼼, 盡性, 盡意, 愛主你的上帝, 這是誡命中的第⼀, 且是最⼤的」(太
22:37,38), 然在最後晚餐時卻說:「我賜給你們⼀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
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眾⼈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徒了。」(約
13:34,35) 耶穌這新命令擴展了我們的愛主我們的上帝的⽣命, 主這命令使屬他的⼈在這兩⽅
⾯皆得以完全。那, 我們如何彼此相愛才讓⼈認出我們是耶穌的⾨徒? 答案就在耶穌之問,「約
翰的兒⼦⻄⾨,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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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此問是發⽣在他死裏復活後, 且⼿中與腳上的釘痕依存的狀態下為之, 這樣我們便得耶穌愛
的新命令之所以新, 就在於將那誡命中第⼀的愛主你的上帝, 擴為愛為我們死的主耶穌基督。
耶穌將他釘痕的愛獨獨地顯給屬他的⾨徒, 我們當以這從天上來的愛彼此相愛; 基督的死成為
基督徒得以彼此相愛的基礎, 不受種族, ⽂化, 階級, 地位等外在因素的牽絆。

四卷福⾳書寫到最後⼀章談的主題是愛, 特定的對象是(雛形)教會之⾸-彼得; 整本聖經寫到約
翰⼀書談的主題也是愛, 對象則是整個教會, 有⽗老, 少年⼈, 以及⼩⼦們, ⽽其中的要⾓是⽗
老, 因約翰說⽗老應當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且說了兩次。可⾒, 基督徒當有的⽣命記號就是
愛。每⼀個⼈都有愛, ⼤家聽了這幾週的講道論述知道我們當有的愛就是基督釘痕之愛, 且知
道這愛不單是因情⽽⽣的感觸, ⽽是要有因知⽽⽣的⾼興歡喜。有基督釘痕之愛展⽰的唯⼀⽅
法就是, 無差別的向眾⼈傳講這愛所顯之上帝的救恩。說的具體⼀點, 使徒彼得有了基督釘痕
之愛, 他才可以向猶太⼈講道(參使徒⾏傳第2章), 也向外邦⼈講道(參使徒⾏傳第10章)。

無差別待遇的傳道
容我再次強調無差別待遇傳道的必要性。我們每個⼈都有某種程度的優越感, 隨著年紀與資歷
的增長, 這優越感只會更強, 不會減弱。我們的優越感必對⼈有某種程度的評論, 要我們與⼼裏
不喜歡的⼈講話, 禮貌可以, ⼼卻不願意。然看看彼得, 他⾯對的是殺害耶穌的兇⼿-猶太⼈, 以
及他本看為低下的⺠族-外邦⼈, 彼得⾝為使徒的優越感那會願意對這些⼈傳道, 然使徒有了基
督釘痕之愛, 並有聖靈的引導與感動之後, 與基督聯合的彼得遂向這兩種⼈勇傳福⾳。彼得講
道之為不是強烈意志壓抑下的矯情做作, ⽽是屬天之愛的驅動。

雅各書特別警告有差別待遇的基督徒, 說:「我的弟兄們! 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不
可按著外貌待⼈。若有⼀個⼈帶著⾦戒指, 穿著華美衣服, 進你們的會堂去, ⼜有⼀個窮⼈穿著
骯髒衣服也進去, 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 說,『請坐在這好位上』, ⼜對那窮⼈說,『你
站在那裡, 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待⼈, ⽤惡意斷定⼈麼?」(雅2:1-4) 

今⽇攻讀神學博⼠學位的基督徒甚少, 因此有博⼠學位的基督徒成了天之驕⼦, 這些基督徒若
沒有看到彼得無差別傳道的樣式, 他們的信仰還是居室型的信仰。他們傳道對象若同質性⾼, 
且雙⼿不曾髒過, 居室久了, 傳道使命的動⼒必將耗損。

彼得回答主之問
彼得說:「主阿!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我們講了多回耶穌之問, 現在來看彼得之答, 彼得的回答是:「主阿!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彼
得⾃豪地將他愛主的⼼攤在耶穌⾯前, 他不管其他⾨徒怎樣愛主, 不再與眾⼈相比他的永不跌
倒, 他只單單看⾃⼰愛主的情況, 對主說“我愛你”, 我們暫且不論他的回答, 光是這⼀點就已經⾜
以作為眾基督徒的典範。極少數的⼈敢這麼回答主, 甚⾄連說出其中⼀個字詞就覺得費⼒, 不
⾃然。許多基督徒只會稱“神阿”, 難開⼝稱“主阿”, 稱基督為主僅在家裡放⼀個⽊匾表⽰⽽已。
彼得在其他⾨徒⾯前直接說愛主, 這種不羞澀的情感表達實屬難得, 試問, 我們真的敢對主說“我
愛你”嗎? 彼得這話令今⽇的我們無地⾃容。

甜美的互動
彼得回答耶穌愛之問, 主要僕的愛, 僕以愛回應主, 這⼀來⼀往的問答是個甜蜜的互動。然, 強
扭的瓜不甜, 無論是問⽅或是答⽅, 若某⼀⽅沒有愛意⽽問⽽答, 這問答就是假。主是愛, 主問
彼得時的⼝吻必充滿著愛意, 彼得回答主若不愛主卻⾔愛, 彼得就是假。主這問深深感動彼得
的⼼, 撥開了彼得的⼼扉,「不是我們愛上帝, 乃是上帝愛我們」(約⼀4:10); 彼得若沒有感知到
主對他的愛, 他是不可能對主說, 我愛你。我們能對主有愛乃是根基在主對我們的愛, 主先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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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愛他的能⼒賜給我們, 我們才能愛他, 因此, 我們在教會裏擔負起任何責任之前, 應當尋找
耶穌愛我們的實證, 否則我們⼀切所為, 即便履⾏律法, 終究是虛幻。

今⽇基督徒很喜歡禱告, 不僅為⼈禱告, 也願⼈為他(她)禱告, 但若彼此沒有愛, 這樣的禱告不過
做個樣⼦⽽已; 無愛之為就不真。再說, 我們若看到⼀個基督徒述說上帝給他(她)的愛僅在吃
好, 喝好, 穿好, 住好, ⾝體健康等⽅⾯, 我們即知那基督徒對上帝的愛的認識是膚淺的, 然諷刺
的是, 基督徒的禱告卻常在這些⽅⾯上, 若請基督徒述說基督釘痕之愛時, ⾔語貧乏, 態度彆扭, 
鮮少可滔滔不絕地數算主這恩典。

無愛的事⼯
教會的牧師傳道與其他基督徒的互動已不再是加深彼此的愛, ⼀切皆以事⼯發展為導向。牧師
對某會眾好乃是看重他(她)能擴展教會事⼯, 若那會眾無法為之, 牧師的眼⽬開始轉向另⼀可為
之的基督徒。主耶穌的⽰範先是與使徒有愛的關係, 然後再指⽰使徒餵養他的⽺。凡以事⼯為
導向的牧師傳道, 會眾看他是牧師, ⽽不是弟兄, 這樣的牧師到老時沒有弟兄, 必續以事⼯作為
活下去的動⼒。華⼈教會的講道集錦甚少, 若年老退休牧師可整理他⼀⽣的講章, 或可補⾜華
⼈教會這短板; 倘若講章羞澀, 無法成卷, 即⾃證⼀⽣所講沒有價值。使徒既傳道, ⼜筆耕著書, 
為牧師者亦當如此。

“你知道”
使徒稱耶穌為主, 並以“你知道”⼀語來印證他相信耶穌是「鑒察⼈⼼, 試驗⼈肺腑的, 要照各⼈
所⾏的和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的主(耶17:10; 20:12; 詩7:9), ⼤衛說:「主啊! 求祢察看我, 試
驗我, 熬煉我的肺腑⼼腸。」(詩26:2) 因此, 我們若愛主就當求主⾒證我們的愛。知此, 我們應
當謹慎⾃⼰的信仰認信與對主的愛, ⽽不是嘴上說說⽽已, ⾔不由衷; 主檢驗我們所⾔是否出於
內⼼的真誠。我們⼈常不注意這點, ⼈常以“主知道”作為掩蓋他內⼼真實想法的藉⼝。那些愛
發誓且虛假的⼈常拿神當作他⾏事正當的擋箭牌, 孰不知這⼈正在請求上帝對他內⼼的審判。

我們亦當注意到彼得稱耶穌為「主」, 即彼得表達他在敬畏主的狀態之下愛主。這就告訴我們,  
當我們稱上帝為主的時候, 就必須以敬畏與全然愛主的⼼稱之, ⼤衛說:「愚頑⼈⼼裡說, 沒有上
帝」(詩53:1)。因此, 為上帝的榮耀與尊榮之故, 我們不得隨意稱上帝為主, 若任意為之, 永遠的
咒詛正在等著我們。

彼得的長短記憶
⼈是有記憶的, 有經歷的, 彼得這時的回答必包含他的長短記憶, 長記憶是他曾不認主, 短記憶
是他當時在海邊愛主的諸⾏為。我們不⽤再詳述彼得跳下船急奔⾒主和積極的拿⿂給主的事, 
⽽須注意他曾不認主對他的影響。

耶穌是⼀個向前看的主, 他像彼得單獨顯現時已經赦免了他不認他之罪, 接納了他。彼得雖知
之, 但他內⼼因不認主⽽⽣的遺憾卻揮之不去, 無法百分之百的釋懷。這是我們罪⼈無可逃避
的情緒, 因為挫傷了我們的完全觀。蘇格拉底臨死前還惦記著他⽋阿斯克⾥⽪烏斯(Asclepius)
⼀隻雞, 請求克⾥圖(Crito)幫他還之; 蘇格拉底不還所⽋的則⾃覺不完全。耶穌愛之問觸動了彼
得最敏感的神經, 他在第⼀時間不加思索地回主問,「主阿!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這個“知道”
就隱藏著彼得深怕耶穌不認可他的愛, ⼼急地快快表明⾃⼰愛主的⼼跡, 立時要為⾃⼰愛主⽽
辯護, 不容耽擱片刻。

基督徒的負資產
這告訴我們, 如果基督徒曾敵擋過上帝的道, 或可聽得道卻因⾃⼰的莽撞⽽離開了, 這事必留置
在他(她)記憶中, 成為他(她)⼈⽣懊悔的事; 這基督徒無論⽤什麼⽅法, 猛唱且⼤聲唱詩歌, 均抹
除不了這歷史記憶。基督徒離開了主的道成為他(她)匡列的負資產, 他(她)離開多久, 負資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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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也就有多⼤, 因為他(她)不僅失了可聽這些道的機會, 同時雙耳還長年因聽著不講基督的牧
師的講道, 與基督越離越遠。保羅說:「若有⼈不愛主，這⼈可詛可咒, 主必要來。」(林前
16:22)

彼得的回答
我們再仔細看彼得的回答, 他並沒有確實地回答耶穌之問, 他僅回答「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沒有觸及到耶穌所問“比這些”的部份。彼得這回答乃聚焦在⾃⼰的愛, 審度⾃⼰的得與失, 他
還是沒有聽懂主的問話。彼得回答耶穌之“你們說我是誰?”之問, 說:「你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
兒⼦」, 因這回答得真確, 故耶穌只問⼀次, 現在, 因彼得回答未中主的⼼意, 故耶穌重複三問, 
讓彼得再次聽明⽩他問這話的實意。

“第三次”的含意代表重視
⾔於此, 我們就當注意約翰寫第21章時寫了兩種“第三次”, ⼀是第14節的「耶穌從死裏復活以
後, 向⾨徒顯現, 這是第三次」, 另⼀是第17節的「(耶穌)第三次對他(彼得)說...」 , 前者的第三
次在於強調⾨徒對基督的敬畏, 並深知基督的神⼈⼆性, 後者的第三次則強調基督要⾨徒擁有
他釘痕的愛。屬主的教會需堅守這兩者, 並傳揚之。

我們經過這幾週的洗禮, 對第17節的“第三次”有了更深的認識。這“第三次”強調著屬主的⾨徒必
須明⽩基督釘痕的愛, 這是絕對必須, 是個屬他之⼈的記號。話雖說如此, 我們從彼得⾝上卻是
看到欲明⽩這愛是⼀件相當困難的事。我們不要忘了, 這問答對話之前是耶穌親⼿將他烤好的
⿂和餅⼀個個交在⾨徒⼿中, 再加上耶穌指著⾃⼰⼿腳上的釘痕說話, 彼得的眼與耳必然感受
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然彼得⾄終還是看⾃⼰盡⼼的愛, ⽽沒有注⽬在基督釘痕之愛。

教會持守基督的死的艱難
福⾳書記耶穌在客⻄⾺尼園時, 將所有⾨徒留在原處, 僅帶著彼得, 雅各, 以及約翰到另⼀處禱
告。耶穌禱告時並沒有將這三位⾨徒帶在⾝邊, ⽽是稍往前走, 與他們之間有⼀段距離。聖經
記, 當耶穌第⼀回禱告完後, 回⾒這三位⾨徒, 看到他們睡著了, 主叫醒他們, 隨即對彼得說,「怎
麼樣? 你們不能同我儆醒片時麼?」(太26:40) ⾔畢, ⼜再⼀次前去禱告, 完後回⾒這三位⾨徒, 
看到他們眼睛困倦, ⼜睡著了(太26:43), 但耶穌這回沒有叫醒他們, ⼜回到原禱告處作第三次的
禱告, 說的話還是與先前⼀樣,「我⽗阿! 倘若可⾏, 求祢叫這杯離開我, 然⽽,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祢的意思。」(太26:44,39) 禱告完回到⾨徒那裡對他們說出⼀句責備的話,「現在你們
仍然睡覺安歇麼?」(太26:45)

我們以後會在耶穌受難的主題解釋這事, 今天則是要強調耶穌受死的信息總讓⼈難以接受, 上
⼗字架前如此, 復活後也如此。因此, 教會需意識到耶穌三次問彼得這事的嚴肅性, 以及傳揚、
持守、立穩在基督釘痕之愛的道理上艱難程度, 不可掉以輕⼼, 必須儆醒禱告。

請⼤家特別注意, 耶穌問彼得三次表⽰主絕對不會放棄屬他的⼈, 連⼀個也不失落, 無論這⼈如
何魯鈍, 暫時不合他意, 主還是緊緊地將之拉伴在旁, 不鬆開他造就的⼿。但話⼜說回來, 若基
督徒常常學習, 終久不能明⽩真道, 這只能說他們的⼼地壞了, 常銷滅聖靈的感動, 藐視先知的
講論, 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參提後3:7,8; 帖前5:19,20)。 

彼得憂愁
彼得因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麼?”, 他⼼裏就憂愁起來, 彼得這次回話有些不同, 附加了⼀句
強調語, 說「你是無所不知的」。彼得的憂愁表⽰他與主的互動是有⽣命的, 真實的, 毫不掩飾
⾃⼰真實的情感, 就如同我們今天的啟應經⽂-詩篇第73篇作者表達他的情感, 這真讓那些假屬
靈的基督徒汗顏, 在主⾯前好像⼀點事都沒有。憂愁的彼得正證實我們以上所⾔, 他亟需耶穌
對他的愛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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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憂愁帶著納悶與不解, 這無所不知的主怎不知他的愛, 憂愁的彼得這時說話的語氣帶有
⼀絲悲傷, 原與主的甜美互動變得苦澀。我們看到, 耶穌沒有解釋什麼, 依然指⽰彼得「你餵養
我的⽺」, 同樣的三問, 同樣的指⽰。這裡即顯出⼀個對比, 耶穌在愛觀上的不變相對於彼得的
愛的波動, ⼀個愛主⾄深的⼈無法應付主再三的查問, 可⾒這愛能⼒的有限, 以及基督徒得著主
不變的愛的必須。

保羅說:「我們既因信稱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相和。我們⼜藉著他, 因信得進
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忍耐, 忍耐⽣老練, 老練⽣盼望, 盼望不⾄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裏。」(羅5:1-5)(注意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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