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五⽉15⽇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20) - 你餵養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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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看重每⼀件發⽣在他週遭的事, 不視之為偶然, 約翰記耶穌與彼得這段問答有三節經⽂之
長, 其重要性不可⾔喻。由於此事直接觸及主救贖⼯作, 事關重⼤, 因此主必須再三地教訓彼得
如何做好為⾸之堅固者以及餵養者的⾓⾊, 故有三問。我們已經講了六次這問答的意義, 今天
則解釋主對彼得的指⽰,「耶穌對他(彼得)說:『你餵養我的⼩⽺。』」請⼤家不要以為這是耶
穌對彼得個⼈指⽰, 所以就與我們眾⽺無關, 事實上, 恰恰相反, 主這指⽰與我們有切⾝關係, 因
為我們必須知道誰餵養我們, 以及餵養我們什麼, 以避免喫不到該喫的⽣命的糧。

你餵養我的⽺

“你”指的是所有傳道者
耶穌問:「約翰的兒⼦⻄⾨,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回答:「主阿!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主隨即說:「你餵養我的⼩⽺」, 耶穌三回問答後下達的指⽰都是⼀樣的。主這指令⼜是⼀句沒
有⽣字, 卻意義非凡。我會逐字逐句解釋之。

⾸先, 我問各位, 耶穌這指令中的“你”指的是彼得, 除了使徒之外, 還有誰? 耶穌對彼得說「你餵
養我的⼩⽺」, 彼得對義⼤利營的百夫長哥尼流卻說「他(耶穌)吩咐我們傳道給眾⼈」(徒
10:42a), 因此這個“你”包括所有作傳道的, 或說凡⾏講道之責的基督徒就是耶穌在此所說的餵
養者。傳道即餵養, 傳道者必須遵⾏主在此的指⽰, 需謹慎所講的道。

主的信實
再來, 我要問, 耶穌為什麼將這麼重要的指令交給彼得? 按我們的理說, 主耶穌將餵養他的⽺的
指令當賜給較為聰明的約翰更妥, 因為⼀個答卷不合格的學⽣怎能被賦予關乎⼈永⽣這麼⼀個
偉⼤的⼯作。這其中的原因在於, 主不能背乎他⾃⼰(提前2:13), 他說出來的話必定要成就。主
耶穌在前⼀章的第五次顯現時對彼得說:「…⽗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你們受聖
靈, 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約20:21-23) 耶穌
這些話既已賜下就不會落空, 他必差遣彼得去餵養, 去傳道, 彼得使徒的職份並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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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極看重這指令
彼得對耶穌說他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兒⼦, 主對彼得這回答有正⾯的回應, 說這是他在天上的
⽗所指⽰的, 但耶穌這次卻沒有正⾯回應彼得, 這即表⽰彼得的回答未如主意, 連續三問皆如
此。耶穌藉這樣的機會連續⾏「你餵養我的⽺」的指⽰, 且說了三次, 好讓教會知道他是多麽
的看重餵養⽺⼀事, 告誡屬他的餵養者務必看重這事。彼得爾後回想起這段問答必知覺⾃已的
無知, 因⽽更加看重主這指⽰。

彼得的資格
彼得是(那雛型)教會之⾸, 耶穌賜下這麼重要指令給他, 當然也賜給所有教會的(主任)牧師相同
的重責⼤任。這指⽰教會誰有資格當上主任牧師, 可拒絕那些有政治意圖, 知道如何收買⼈⼼
的牧師。然, 如果僅說彼得因是教會領袖之故, 才得以餵養主的⽺, 這理由還是不夠充份。彼得
除了是教會的領頭⽺之外, 他與耶穌還有個更為基礎性的特殊關係, 這關係就是愛; 彼得與主有
了這關係之後才得以領受如此重要的指令, 這樣看來, 教會領袖唯擁有基督釘痕之愛的⼈才有
資格餵養主的⽺。若有⼈說他尊敬主, 尊主為⼤, 或說他看主是仰之彌堅, 望之彌⾼, 但卻沒有
基督釘痕之愛, 他還不具備餵養主的⽺的資格。

主耶穌的作為是先與使徒建立愛的關係, 然後再指⽰使徒做事-餵養他的⽺, 依此原則看今⽇教
會的植堂卻是反其道⽽⾏。教會勤於植堂本是好事, 但植堂只看計劃, 只看意願, 只看需要, 卻
不看植堂者當有的基本條件-有基督釘痕之愛, 無怪乎, 新教會(團契)有了, 但植堂者或所邀請的
講員不講主耶穌基督。

愛種萌芽
固然, 彼得當時並未掌握清楚耶穌問語的意思, 然這愛的道種已然播入彼得的⼼⽥, 他從主那裏
所領受的聖靈必然使這愛種萌芽長⼤, 結出果實來。那, 爾後教會未親耳聽得主問的餵養者呢? 
聖經是上帝的話, 是不是凡讀了聖經記「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就等同於這道種已播入餵養
者⼼⽥裏? 非也。主基督⾝上有釘痕和槍傷是超乎我們理性範圍可及的事, 凡站在⼗架下的⼈
無不掙扎萬分, 凡掙扎過此真理, 且明⽩其中原委的餵養者, 他(她)必發現基督⼗架的榮美超乎
⼀切, 上帝最⾼榮耀的彰顯就是基督⼗架, 這樣的⼈不可能不傳基督的死。

餵養者必要的掙扎
餵養者若從未經歷過耶穌為何有釘痕的掙扎, 他(她)當然不知這釘痕之愛的深度與屬靈價值, 他
(她)的⼼⽥⾃然沒有這釘痕之愛的道種, ⽽這樣的⼈坐上餵養者的位置, 那榮耀是⾃取的, 並未
連於活⽔的泉源, 如此的餵養者所餵養的食物就不是⽣命, ⽽是毒藥; 無基督釘痕之愛的牧師傳
道, 連⼀⽑錢的價值都沒有。事實顯明, 凡未掙扎過基督有釘痕的傳道⼈, 他的三位⼀體論也是
有偏差。耶穌教導我們看樹好壞的⽅法是看結出的果⼦, 結好果⼦餵養者必餵養主的⽺有關他
的死, 反之, 不傳有釘痕的基督的餵養者就是主⼝中的壞果⼦。⼀個與基督⼗架脫離的傳道者
卻執意傳道, 他(她)的所為就是罪。

耶穌是集復活榮耀⾝體與羞辱釘痕於⼀⾝的我, 因此他問的“你愛我”的我當然包括這兩部份, 我
們愛耶穌必須愛他整個⼈, 有榮耀與有羞辱, 我們傳耶穌也必須傳他整個⼈, 有榮耀與有羞辱。
凡傳耶穌只講他榮耀部份, ⽽忽略不提他羞辱部份, 那餵養者即便船耶穌也是傳⼀個不健全的
耶穌, 保羅稱這樣的傳道⼈叫做隨從⾃⼰的情慾所增添的師傅(提後4:3)。保羅對提摩太說:「你
當竭⼒在上帝⾯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 因
為這等⼈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他們的話如同毒瘡, 越爛越⼤。」(提後2:15-17a) (注意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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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養是傳道加上寫道
耶穌說的“你”是彼得, 使徒除了傳道之外, 他還寫下彼得前書與彼得後書兩卷書, 因此, ⼀個合格
的餵養者既⼝傳, 亦筆著。⼀個漁夫尚且有書寫功⼒, 受過⾼等教育的傳道⼈下筆⼜有何困難
之處? 今⽇的傳道⼈知識⽔平雖⾼, 卻只願意講道, ⽽不願意寫道, 實令⼈不解。倘若有講道⽂
字紀錄, 常是其他基督徒代筆的逐字稿。⾃⼰的講章別⼈寫, 怎麼想, 怎麼怪; ⾃⼰的事情別⼈
做, 怎麼想, 怎麼就覺得這是⾃我為⼤, 應該服事⼈的反被⼈服事。讀逐字稿是件費⼒的事, 難
讀出重點來, 因說話與寫作是不⼀樣的。逐字稿總會註明“本⽂未經講員過⽬”, 此⾔⼀出表⽰謄
寫的⼈與講道的⼈都可以不必為此⽂負任何責任。

為什麼寫道很重要? ⼀篇近⼀個⼩時的講道, 讀筆墨之章僅需⼗數分鐘, 筆墨之章是講道內容的
精華重點。有些講道者講到最後與前⾯所述的相互⽭盾⽽不⾃知, 筆墨之章則可先⾏⾃省邏輯
上的錯誤。筆墨之章可扭正講道時可能有的⼝誤。筆墨之章可以顯出講者所講是⾃⼰詳細尋求
考察的結果, 還是抄別⼈的。筆墨之章可以看出講道者信仰堅實程度如何。

現在是網路時代, 講章⼀上了網, 全世界的華⼈都可以看得到, ⼀個傳道⼈的信仰告⽩不再侷限
於⾃⼰的教會; 這可使傳道⼈更加謹慎, 知道站在講台上的第⼀秒, ⼝出的第⼀句話, 如同射出
去的箭, 落在靶上與否的結局已定。還有⼀點也是重要的, 就是筆墨之章使華⼈教會歷史不再
空⽩, 無跡可尋。

餵養是現在式
餵養的英⽂字是feed, 中⽂譯成餵養, 既餵⼜養, 翻譯的非常到位。“你餵養”意謂著餵養者要將
食物送到⽺的⾯前, 耶穌烤好⿂和餅就拿餅給⾨徒喫(約21:13), 這即告訴我們, 講道與聽道必須
是頭對頭, ⾯對⾯, 且講者與聽者必須有關係。實質教會的重要性就在此。餵養⼀詞是現在式, 
餵養者今⽇所餵養的糧是聖靈過去持續在基督裏建造他的紀錄, 以成就他今⽇的講章。主的⽺
有主的靈, ⾃然可以⾒證餵養者是否蒙聖靈持續的建造, 還是餵養者徜徉在過去的榮耀裏。

耶穌以主的權威下這指令, 但聲⾳卻帶著濃濃的愛意, 這是世上有權柄者做不到的事。彼得當
然感受到主的權威和主的愛, 主的權威令他不得胡亂餵養, 主的愛則使他能永續餵養。當彼得
⾏餵養時, 以權威⾏之使⼈聽, 也以主的愛⾏之, 餵養主的⼩⽺。⾄於主的⽺, 他們需看到餵養
者既有主的權威, 亦有主的愛。今⽇年輕傳道⼈可能受了世風影響, 缺少為王的剛性。

今⽇雖可上網聽道, 或下載講章, 但基督徒還是必須在實體教會裏才得屬靈的成長, 因為餵養⼀
事是立體三度空間加上時間的活動, 應當⾯對⾯為之, ⽽螢幕僅是⼆度空間的⼯具。況且, 實質
教會講道的主動權在於餵養者, 螢幕前的主動權則是在被餵養者。有些基督徒喜歡在網路社群
刷⽂寫評, 但不喜歡參加教會, 親⾝聽道, 不愛與其他基督徒互動, 這絕不是主的⽺當⾏的事。

“我的”
耶穌告訴彼得他所餵養的是“我的”⼩⽺, ⽽不是其他⼈的⽺, 這些⽺是他⽤⾃已的⾎買贖回來的,
因此, 彼得餵養耶穌的⽺的糧只能取⾃於耶穌的穀倉, 如果彼得拿其他地⽅的出產來餵養主的
⽺, 他不僅違抗主的命令, 是個不忠不義的僕⼈, 同時還隱⽰主的糧倉的糧不夠豐盛, 不能使⽺
吃飽 , 也不夠營養 , 不能使⽺肥壯。耶穌說「我就是⽣命的糧」 , 且說了三次 (參約
6:35a,48,51a), 並說「⼈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 也⾄少說了三次(約6:51b,57b,58b), 耶穌這
兩句話已清楚啟⽰他糧倉的豐盛與養份, 也啟⽰餵養者當餵何樣的糧。耶穌這兩句話成為驗證
傳道⼈是否為合格的餵養者的第⼀道關卡。

餵養者的第⼆道關卡則是看他傳怎樣的耶穌。耶穌說:「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 為世⼈之⽣
命所賜的。...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喫⼈⼦的⾁, 不喝⼈⼦的⾎, 就沒有⽣命在你們
裏⾯。喫我⾁, 喝我⾎的⼈就有永⽣, 在末⽇我要叫他復活。我的⾁真是可喫的, 我的⾎真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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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的, 喫我⾁, 喝我⾎的⼈常在我裏⾯, 我也常在他裏⾯。永活的⽗怎樣差我來, 我⼜因⽗活著, 
照樣, 喫我⾁的⼈也要因我活著。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喫這糧的⼈就永遠活著。」(約
6:51c, 53-58b) 主⽤了七節經⽂明確的指⽰他的⽺當喫得怎樣的糧, 所謂喫他的⾁和喝他的⾎
的意思是要喫他整個⼈, 或說, 信耶穌要信他是⾄⾼榮耀者, 也要信他曾有的⾄⼤的羞辱, 缺⼀
不可。耶穌說得如此清楚, 傳道者就必須如此餵養, 沒有迴避的空間, 或有忽略及逃避的藉⼝。

⽺要喫要喝才能在牠的主⼈⾯前活下去, 主的⽺須喫得耶穌這⽣命的糧才能在主⾯前活下去; 
⽺喫錯喝錯, 死了, 責任在牠的主⼈, 主的⽺喫喝不得⽣命的糧, 死了, 責任就在餵養者, 當然他
(她)⾃⼰也有責任(⾒下)。如果耶穌交付餵養者他的⽺, 卻在他⼿中死了, ⼤家想, 這餵養著要負
的責任有多⼤? 

現在問題來了, 耶穌賜下如此清楚的明⽰, 那教會的牧師傳道, 以及那些講道的弟兄為什麼就不
讓會眾喫到主的⾁, 喝得主的⾎? 為什麼站在講台上時⾃作主張地挪走基督⼗架? 不講基督⼗
架卻敢站在教會講台上, 這樣的傳道⼈何來的膽量如此⾏, 著實讓我們反省深思。傳道⼈不講
耶穌有多種因素, 其中之⼀就是會眾的默許。 

“我的⽺”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 ⽽不是說“你餵養我的獅⼦, 或我的狼”, 那基督徒到底是⽺, 還是狼? 基
督徒原有的本性到底主⼝中的綿⽺, 還是⼭⽺個性? 經此⼀問即知, 主這樣的指令促使餵養者和
受餵養者必須反省⾃⼰的⾓⾊。餵養者當知他餵養的是桀驁不馴的⼭⽺, 偏⾏⼰路的狼, 因此
橫在他⾯前的是無⽌盡的困苦, 過的將是荊棘般的⽣活, 凡越遵守主令教導的餵養者, 他所遭受
到的困難也越多, 得到的可能是無能與粗暴的回應, 正如保羅所⾔,「我想上帝把我們使徒明明
列在末後,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為我們成了⼀臺戲, 給世⼈和天使觀看。」(林前4:9)

⾄於受餵養者, 他們當知⾃⼰原本就是⼭⽺性格, 要成為主⼼中的綿⽺樣, 耳必須聽得正道, 這
樣才能夠知道如何捨⼰。教會歷史的教義之爭可說是加爾⽂思想與亞米念思想之爭, 前者⾼舉
上帝的主權, 後者則認為⼈在⾃⼰救恩上有⼀定的貢獻。每⼀個基督徒⽣來就是亞米念⼈, 需
要有正道的教養才會承認唯獨恩典; 主這話是現在式, 故我們需意識到這是⼀⽣的⼯夫。耶穌
說:「清⼼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上帝」(太5:8), 清⼼的意思是單⼀⼼志(one-minded 
man), ⽽我們得以清⼼不是⼀蹴即成的事。

餵養者和受餵養者需要有個⼼理準備, 前者將不斷提, 後者將不斷聽關乎基督屬靈的事, 即便如
此, 雙⽅也不覺得膩, 不覺得煩。若我們對同⼀個⼈⼀直講同⼀片世上的學問, 不出幾回即覺得
煩; 有教雖需無類, 但⼀直在同⼀點上打轉卻會耗盡雙⽅精⼒, 磨光雙⽅耐⼼。然, 基督釘痕之
愛的屬靈真理卻是百講不厭, 百聽不煩。倘若有⼀⽅對此真理不再熱⼼, 那⽅屬靈⽣命必定停
滯不前, 甚⾄退後, 上帝說:「我的義⼈必因信得⽣, 他若退後, 我⼼裡就不喜歡他。」(來10:38)

⽺聽主⼈的聲⾳
耶穌說:「我的⽺聽我的聲⾳,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我⼜賜給他們永⽣, 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裏把他們奪去。」(約10:27,28) ⽺聽主⼈的聲⾳是永不改變的真理, 但號稱是
主的⽺卻不聽主的聲⾳儼然違背這個真理, 唯⼀的解釋是他們不是主的⽺。基督徒不是不聽主
的聲⾳, ⽽是選擇性的聽主的聲⾳。如果聽主發出的聲⾳是, 我是「有憐憫, 有恩典的上帝, 不
輕易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詩86:15), 那基督徒⼀定會聽, 但若主發出的聲⾳是「我
來, 是叫⼈與⽗親⽣疏, 女兒與⺟親⽣疏, 媳婦與婆婆⽣疏, ⼈的仇敵, 就是⾃⼰家裏的⼈。愛⽗
⺟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徒。不背著他的⼗字架跟從
我的, 也不配作我的⾨徒」(太10:35-38), 或是「你若願意作完全⼈, 可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
⼈,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太19:21), 基督徒⼀定不愛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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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都說他們愛主, 但有為什麼不愛聽主的聲⾳? 不喜歡聽到主說的話? 其中最⼤的原因在
於對上帝錯誤的認知, 以為上帝的無所不能, 無所不知, 來到上帝⾯前立即要得到答案, 不願等
上片刻, 連⼀分鐘也不願意等, 這就是為什麼有聖經的⼈如猶太⼈和基督徒等, 求的是(⾺上看得
⾒的)神蹟。然, 暸解上帝的話的精意必須將之藏在⼼裏, 晝夜思想, 這等耗時費⼒的事在時間上
的要求⾄巨, 這對於現代⼈來說, 是件奢侈的事。 

尾語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都說⾃⼰是主的⽺, 聽耶穌這話雖是對彼得說的, 我們可以知道餵養我們
的⼈是否符合主在此所定的資格。耶穌要彼得知道他餵養的是他的⽺, 因此, 屬主的⽺就當知
道他(她)應該要喫怎樣⽣命的糧。耳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 是我們⾃⼰決定聽誰講道, 主已定
下清楚的指⽰誰是他命定的餵養者, 若我們還聽錯, 那就怪不得任何⼈。今⽇基督徒已不尊重
⾃⼰的信仰, 以為已信耶穌, 得了永⽣, 對講台不做任何要求, ⽩⽩浪費時間的資產, 長久處在無
知的狀態中。耶穌說:「你們不信, 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約10:26)

我最後要提醒⼀句, 耶穌指⽰彼得餵養他的⽺, 因此, 當⽺茁壯成長, 對真理知識習練得通達時, 
餵養者不可因此⽽驕傲, 以為是他的功勞。施洗約翰說:「娶新婦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著, 
聽⾒新郎的聲⾳就甚喜樂。」(約3:29) 保羅說:「我曾把你們許配⼀個丈夫, 要把你們如同貞潔
的童女獻給基督。」(林後11:2b) 植堂多多的教會的主任牧師若炫耀他教會的植堂數⽬, 他已經
中了魔⿁的詭計。事實顯明, 這樣的教會已經不講基督⼗架與主復活的信息。

主的⽺應與主有親密的關係, 牧養者也應與主的⽺有親密的關係。這話說來簡單, 但做起來不
簡單。攤開教會主⽇講台, 各教會週週講道的⼈都不同, 有的還是外來講員, 這樣的安排滿⾜了
主⽇崇拜講道部份的需要, 卻沒有滿⾜主之“餵養我的⽺”中關係建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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