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六⽉12⽇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24) - 彼得隨意往來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0 分鐘

經⽂ 
約翰福⾳21:18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 ⾃⼰束上帶⼦, 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
候, 你要伸出⼿來, 別⼈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

前⾔
耶穌第三次問彼得,「約翰的兒⼦⻄⾨,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回答主「主阿! 你是無所不
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隨即說:「你餵養我的⽺」, 之後就不再問, 所說的是告訴彼得他爾
後的情況,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讀的經⽂。耶穌對彼得下達餵養他的⽺的指令, 轉⽽預⾔他爾後
的⼀⽣, 乍讀起來感到這中間的跳躍甚⼤, 但若以餵養或傳道的⾓度思想這脈絡便可了然於
胸。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耶穌以“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為起頭語, 這語對彼得本⼈以及對所有讀過約翰福⾳的基督徒, 意
義深長。

對彼得本⼈⽽⾔
這話喚起了彼得上回聽這話時的場景, 那是耶穌對彼得將不認他的預⾔, 結果不到⼀天的⼯夫, 
耶穌說的話就應驗了。彼得有了上回經歷, ⾃然相信這回耶穌對他說的話也必應驗, ⽽我們看
到, 這話也應驗在彼得爾後30餘年的傳道與離世。主這兩次對彼得說的話都應驗了, 那麼, 耶穌
傳道時對彼得說的,「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這跟從我的⼈, 到復興的時候, ⼈⼦坐在他榮耀的寶
座上, 你們也要坐在⼗⼆個寶座上, 審判以⾊列⼗⼆個⽀派」(太19:28), 終必應驗。我們看到彼
得漸次⽣命的發展, 從不認主, 到為主死, 最後得著無上的榮耀, 他的⼈⽣驚奇連連。

對爾後所有基督徒⽽⾔
這給爾後所有基督徒⼀個明⽰, 主說的所有的話必應驗, 因⽽要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主說的每⼀
句話, 不可開玩笑, 不可置之不理, 連⼀句也不⾏。耶穌之“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即表⽰他是上
帝, 他說的話必定成就, 因此, 我們若無知於耶穌說的話必因這無知⽽滅亡, 這是必然的, 主說:
「我的⺠因無知識⽽滅亡, 你棄掉知識, 我也必棄掉你, 使你不再給我作祭司; 你既忘了你上帝
的律法, 我也必忘記你的兒女。」(何4:6)

耶穌這次對彼得說的“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乃寫在這福⾳書的最後⼀章, 由於耶穌這次講話牽
涉到(彼得的)死, 因⽽這話成為基督徒讀了整卷約翰福⾳後的試煉經⽂。這什麼意思? 所有基
督徒都知道約翰福⾳乃是四福⾳書當中論基督的神性⾄為清楚的⼀卷書, 基督徒為了顯出⾃⼰
走在正統道路上, 必以這福⾳書為本論基督的神性, 這些基督徒論述基督的神性時可以不帶情
感, 不帶敬畏, 不帶相信的⼼, 所⽤字詞可以引⽤其他⼈的⾔語, 然⽽, 當死亡事或困難事臨到⾃
⼰⾝上時, 若還是發出“為什麼是我”之問, 這基督徒在那當下即顯出他(她)過往之論不過是腦中
背誦的知識, 耶穌之“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諸教訓不是他(她)的信仰, 過往所⾏的⼀切盡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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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和聖靈⽣
約翰在福⾳書中記耶穌之“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的話共24次, 這些話是屬他的⼈必要的⽣命
內涵, 是我們信仰不能沒有的結晶, 是屬他的⼈絕對必須具有的信仰內涵。我們為了強調這⼀
點, 便於上週解釋了耶穌對尼哥底⺟所說的“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的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若不重⽣, 就不能⾒上帝的國。...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若不是從⽔和聖靈⽣的, 就不能進
上帝的國」(約3:3,5)。這兩句⾜夠證明有之的⼈才是屬基督的⼈。

我們解釋這兩句話前有兩⼤前提, ⼀是, 耶穌說這話的⽬的是要尼哥底⺟信他, ⽽不是回答尼哥
底⺟如何與上帝同在之問; 另⼀是, 將⽔和聖靈寫在⼀處唯使徒約翰是也, 所以, 我們當以約翰
(所寫)來解釋約翰(所寫)。這兩個前提是合理的, 可避免某些直解的不當, 如解釋⽔⽣是受洗(歸
入基督的死)。 

使徒約翰在約翰⼀書五章6-8節寫說:「這藉著⽔和⾎⽽來的就是耶穌基督, 不是單⽤⽔, 乃是⽤
⽔⼜⽤⾎, 並且有聖靈作⾒證, 因為聖靈就是真理。作⾒證的原來有三, 就是聖靈, ⽔, 與⾎, 這
三樣也都歸於⼀。」所謂⽔和⾎的意思就是, 耶穌出⾺利亞⺟腹時經過她的產道⽣出, ⾝上帶
著⽔與⾎。⾺利亞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太1:20c), 耶穌經⾺利亞分娩⽽⽣是聖靈作的⾒證, 
這藉著⽔和⾎⽽來的就是耶穌基督, ⽔和⾎顯明耶穌是⼀個實實在在的⼈。因此, 聖靈以基督
的道使重⽣者有新⽣命, 這⼈有了新⽣命便相信耶穌是道了⾁⾝, 他是神⼈⼆性的基督。

耶穌說的重⽣是⼀個基督徒當有的狀態, ⽣⽣不息, 動態的⽣。耶穌說, 重⽣才能⾒上帝的國, 
進上帝的國, 這些“⾒”, “進”, “上帝”, 以及”上帝的國“等字詞皆是現在式, 故重⽣也必然是現在式, 
屬主⽽重⽣的⼈當持續處在這⽣的狀態中。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a,c), 故重
⽣的基督徒必須喫基督⽣命的糧, 他(她)才能在基督的國裏活著。

既活在世界的國, ⼜活在基督的國
我們需要認清事實就是, 我們既活在世界的國, ⼜活在基督的國, 脫離這兩個國度之⼀都活不下
去, 因此, 我們既要吃世界的糧, 也要吃基督⽣命的糧, 缺⼀則活不下去。聖經記, 某安息⽇, 耶
穌的⾨徒餓了, 就掐起麥穗來喫(太12:1), 耶穌並沒有阻⽌他們做這件事; 受難週某⽇, 耶穌(和
⾨徒)早晨從伯⼤尼要進耶路撒冷 , 耶穌餓了 , 想要在路旁的⼀棵無花果樹找果⼦吃(太
21:18,19); 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 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太22:21); 耶穌的主禱⽂也
說,「我們⽇⽤的飲食, 今⽇賜給我們」(太6:13)。

上述這些事實告訴我們, 若我們沒有得貲財的能⼒, 怎能有⽇⽤飲食來餵飽我們的肚腹? 怎能做
⼀個好公⺠, 將該撒的物歸給該撒? 因此, 我們勿需將世上的財物妖魔化, 以為得了就不屬靈, 
我們需要認清楚的是, 除了需吃得地上的糧, 還需吃得基督⽣命的糧。我們若將全部精⼒賺得
全世界, 那是不智的, 我們要向不義的管家學習, 藉世上的財物賺得天上的財寶, 好豐豐富富地
進到永存的帳幕裏去(路16:9)。

年少的彼得隨意往來

彼得的態度
我們現在講耶穌對彼得未來的指⽰。我還沒有解釋主說的這話之前先請問各位, 當彼得聽到耶
穌將⽺託付給他餵養, 他的反應是接受這託付, 還是牴觸之? 由於這託付是直接來⾃復活榮耀
主, ⽽主下達這指令時是威與愛並⽤, 彼得當然會接受這託付。但我還是提出這麼問乃因主的
⽺的範本就是現場的其他六⼈, 其中有拿但業, 這⼈曾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約
1:46) 還有想要坐⾼位的雅各和約翰兩兄弟。主的⽺多是⾃⾼, 持懷疑論的, 餵養這些⼈必費⼼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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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你年少的時候, ⾃⼰束上帶⼦, 隨意往來」, 彼得聽到這樣的話想著⾃⼰承受榮耀的呼
召, 帶著使徒的頭銜, ⼼想將來要做的事是主曾做過的事, 當然感到無比的殊榮, ⼼是激盪且興
奮不已。彼得本是個普通漁夫, 但⾃蒙召後⾄今, 隨侍主旁的風光, 看⾒主的傳道造成整個社會
前所未有的奮興, 跟隨他感到無上的驕傲與安穩, 這些正⾯的經歷讓彼得信⼼滿滿。

主這話的衝擊⼒度
主說的「⾃⼰束上帶⼦, 隨意往來」看似簡單, 但這話對所有⼈的衝擊度極⼤: 
1. 對彼得當事⼈: 領受主對其直接的預⾔。
2. 對爾後所有基督徒: 看到彼得爾後傳道的⼈⽣正如主所⾔, 讓願意跟隨主全職服事的⼈全⼼
全意的跟隨主, 不要懷疑。

3. 對華⼈基督徒: 我們的⼈⽣歷練觀念是孟⼦的「天將降⼤任於斯⼈也, 必先苦其⼼志, 勞其
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 ⾏拂亂其所為」(告⼦下), 即年少時苦, 無權無錢無勢, 去的地⽅
不是⾃⼰能夠決定的; 我們會說“⼩時了了, ⼤未必佳”(南朝劉義慶, 世説新語·⾔語第⼆), 太
早成功的⼈, 晚年淒涼的比比皆是。但, 彼得在主⼿中的⼈⽣經歷完全不同。

4. 對當時全世界: 主的意旨使他的使徒-彼得可以隨意往來, 這樣, ⼤如羅⾺帝國, 以及尊如猶
太⺠族, 兩者皆無法阻擋之。

5. 對⼈類歷史: ⼈當看到主耶穌基督是上帝,「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從古時⾔明未成的事
說, 我的籌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悅的, 我必成就」(賽46:10); 基督是歷史的主宰,「常⽤他權
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來1:3c), 世界在基督護理下按其意旨運⾏。

彼得隨意往來四處傳道
耶穌說的年少不是指彼得的年紀, ⽽是指他傳道初期, ⽽年老則是指他傳道晚期。彼得年少時
確實是⾃⼰束上帶⼦, 隨意往來, 我們⾒, 使徒⾏傳記彼得傳道事(⾄第⼗五章)件件皆威風八⾯, 
勢如破⽵, 使徒入耶路撒冷城(第⼆章和第⼗⼀章), 進聖殿(第三章和第五章), 周遊四⽅(徒9:32), 
到該撒利亞傳道給哥尼流和他的親屬密友聽(徒10:31-43); 使徒彼得乃是開旅⾏佈道的先河, 比
保羅還早。彼得不僅可四處教訓⼈, 他還⾏神蹟在呂⼤醫好了癱瘓的以尼雅(徒9:33), 在約帕使
⼤比⼤(羚⽺)從死裏復活(徒9:40)。

彼得隨意往來向百姓傳道
彼得開第⼀次佈道⼤會, 主講新約時代第⼀篇講章, 當彼得佈道完之後, ⾨徒就添了約三千⼈。
彼得第⼆次佈道⼤會在聖殿舉⾏, 他對著百姓說話, 這回信的男丁數⽬約到五千⼈(徒4:4)。請
注意, 這八千⼈是從不信到信的⼈數, 今⽇佈道⼤會的會眾⼤都是信的居多, 其他則是受基督徒
邀請參加的, 兩者不能相提並論。有些靈恩派佈道家試圖複製彼得的佈道⼯作, 但他們以神蹟
吸引⼈, 彼得的佈道卻不是如此, 使徒雖治好四⼗多歲⽣來是瘸腿的⼈(徒3:2,7; 4:22), 但使徒
乃以上帝的道讓八千⼈聽清楚基督救贖的福⾳, 神蹟不過是輔助⼯具。再者, 彼得佈道的果效
⾒於「信的⼈都是⼀⼼⼀意的, 沒有⼀⼈說他的東⻄有⼀樣是⾃⼰的, 都是⼤家公⽤,...⼈⼈將
⽥產房屋都賣了, 把所賣的價銀拿來, 放在使徒腳前, 照各⼈所需⽤的, 分給各⼈」(徒
4:32,34,35), 這是今⽇靈恩派佈道家沒法做到的。

彼得做了兩件事之後使他在⺠間的影響⼒越發加增, ⼀件事是使徒責備欺哄聖靈的亞拿尼亞和
他的妻⼦, 這兩位先後在眾⼈⾯前死了, 另⼀件事是使徒⾏許多神蹟奇事(徒4:1-12); 前⼀件事
是聖靈的⼯作(徒4:3), 後⼀件事是主的⼯作(徒4:12)。百姓經歷這兩件事之後, 看彼得如神⼈, 
路加記「有⼈將病⼈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褥⼦上, 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 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
甚麼⼈⾝上 , 還有許多⼈帶著病⼈和被污⿁纏磨的, 從耶路撒冷四圍的城⾢來。」(徒4:15,16) 
彼得這時的傳道豈不是有著耶穌傳道時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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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隨意往來向猶太領袖傳道
使徒不僅站在百姓⾯前⾒證耶穌, 也在⼤祭司, 官府, 長老, 和⽂⼠等猶太領袖⾯前⾒證主(徒
4:9-12; 5:29-32)。請⼤家注意, 這是社會基層的漁夫彼得站在他們⺠族的領袖⾯前的⾒證, 祭
司長和漁夫兩者階級呈兩極化的差別, 正如今⽇千⼈教會的主任牧師和⼀般會眾兩者階級的差
別, 會眾需要經過層層階級如⼩組長, 區長, 處長, 長執等才能與主任牧師說上話。我們看到, 彼
得在祭司長等眾領袖⾯前⾒證基督, 說話不發抖, 語氣堅定, 不畏懼, 直入核⼼。

彼得對待百姓和領袖這兩類⼈是不同的, 使徒對百姓兩次的佈道⼤會均娓娓道來, 細說細究福
⾳, 講章長度分別有26節和15節之多(2:14-39; 3:12-26), 但對猶太領袖兩次的說話各僅4節⽽
已。今⽇教會當深思這種差別, 好好想想⾃⼰在主的眼中是怎樣的情況。請⼤家讀彼得兩次對
猶太領袖論基督的話, 分別是「站在你們⾯前的這⼈得痊愈是因你們所釘⼗字架, 上帝叫他從
死裏復活的拿撒勒⼈耶穌基督的名。他是你們匠⼈所棄的⽯頭, 已成了房⾓的頭塊⽯頭, 除他
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間, 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4:10-12), 以及「你
們掛在⽊頭上殺害的耶穌, 我們祖宗的上帝已經叫他復活, 上帝且⽤右⼿將他⾼舉, 叫他作君王, 
作救主, 將悔改的⼼和赦罪的恩賜給以⾊列⼈」(徒5:30,31)。

彼得簡潔明暸的話句句對基督的⾒證, 句句命中祭司長等領袖信仰的要害; 使徒指出祭司長等
領袖在耶穌⾝上所⾏的事完全違背他們的信仰, 且與他們素來盼望的事背道⽽馳。彼得告訴了
祭司長等領袖他們不知的基督真理, ⽽這真理出於⼀個漁夫的⼝實在是對祭司長等領袖最⼤的
諷刺。同樣地, 今⽇無頭銜的平信徒若比有頭銜的教會領袖更能⾒證基督, 這是全職在教會⼯
作的領袖莫⼤的諷刺。他(她)若在這平信徒⾯前錯傳基督或不中核⼼的講道, 豈不⾃取其辱!

聖靈感動彼得僅對祭司長等領袖僅說⼀兩句話, 這是對他們最⼤的責備, 顯出猶太領袖勤讀聖
經⼀⽣, 常常教導聖經, 卻不明⽩這最基本的真理。祭司長等領袖盡其全⼒維護猶太傳統, 保守
聖殿禮儀, 尊崇聖經權威, 但若連這麼基本真理都未掌握, 他們所做這些事都是沒⽤的。今⽇教
會亦是如此, 若教會領袖不掌握使徒說的這兩段話, 不傳揚這基本真理, 他們所做使教會得以存
在的⼀切事亦是無⽤的。

百姓與領袖兩極化的反應
彼得對百姓傳道與對公會領袖傳道的果效完全不同, 路加記眾⼈「聽⾒這話, 覺得扎⼼;...聽道
之⼈有許多信的」(徒2:37; 4:4) 但, 公會的⼈「聽⾒就極其惱怒, 想要殺他們」(徒5:33)。這太
令⼈驚訝了, 這些領袖們樂於處在⼼盲錯誤當中, 不認為⾃⼰處置拿撒勒⼈耶穌有誤, 他們完全
不思想耶穌受審時對他們說的話, 耶穌說:「你說的是, (我是上帝的兒⼦), 然⽽, 我告訴你們, 後
來你們要看⾒⼈⼦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 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太26:64; 可14:62) 這群領袖
忽略主基督的話明顯地不是屬基督的⼈, 所做的事皆偏離主的旨意。試問, 若平信徒禮貌地請
⾃⼰教會的牧師傳講使徒彼得這兩段話, 牧師的反應如眾⼈, 還是如猶太領袖? 沒有基督徒敢這
麼做, 因為知道牧師的反應將令其傷⼼。今⽇牧師不因⾃⼰的失職⽽羞愧, 常以“牧師”頭銜作為
擋箭牌, 不許平信徒告訴他要講什麼。

在此順便提⼀件事, 耶穌回答猶太宗教領袖與羅⾺政治領袖的審問是不同的。耶穌對於祭司長
等領袖啟⽰他是上帝的兒⼦, 但回答彼拉多「你是王麼?」之問說的是,「你說我是王, 我為此⽽
⽣, 也為此來到世間, 特為給真理作⾒證; 凡屬真理的⼈就聽我的話。」(約18:37) 我們知道基
督乃是集君王, 祭司, 先知等三職份於⼀⾝的主, 但我們更要知道基督是上帝的兒⼦, 他道成了
⾁⾝, 死在⼗字架, 三天後復活, 這位⼈⼦現在正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講道者在教會裏論基督
必須讓會眾知得基督的神性, 是上帝的兒⼦, 是與⽗原為⼀的⼦。然, 今⽇教會論基督多數朝向
主如何引導⼀個基督徒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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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其他的隨意往來
彼得的傳道即便兩次被祭司長抓拿入監, 皆蒙拯救(徒5:18; 12:9-11)。第⼀次是被⼀個法利賽
⼈迦瑪列, 是眾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師, 他在公會中為彼得辯解 (徒5:34-40), 第⼆次則是主的使者
救其出監牢(12:6-10)。因此, 我們看到彼得的隨意是在主引導下的隨意, 不是我們以為的隨⼼
所欲。

當彼得隨意傳道受⾃⾝觀念阻礙時, 主就親⾃出⼿糾正他的錯誤, 其中眾所週知的就是使徒在
約帕城裏禱告的時候, 魂遊象外, 看⾒異象⼀事, 他看⾒⼀塊⼤布從天⽽降, 裡⾯裝著他素來認
為俗⽽不潔淨的物, 這回主在天上對彼得說了三次,「上帝所潔淨的, 你不可當作俗物」(參徒
10:10-16; 11:5-10)。彼得經主這引導遂向義⼤利營百夫長哥尼流和他⼀家⼈傳道, 成為第⼀個
向外邦⼈傳道的使徒, 比保羅還早。 

聖靈同在
總之, 彼得初期傳道時的的確確是「⾃⼰束上帶⼦, 隨意往來」, 不過, 我們應該知道, 綜觀以上
所述各事, 彼得之所以可隨意往來乃是蒙聖靈的引導與幫助。看著祭司長等領袖的負⾯反應, 
耶穌所謂隨意往來的意思不是可得到隨其⼼意的正⾯回饋, ⽽是指他可以隨其⼼意傳講上帝的
福⾳, 這是聖靈同在的記號, 耶穌說:「⼈帶你們到會堂, 並官府和有權柄的⼈⾯前, 不要思慮怎
麼分訴, 說甚麼話, 因為正在那時候, 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路12:12) 教會領袖若在教
會裏不敢對有權有錢有勢的⼈講使徒在祭司長⾯前所說的真理, 深怕他們離開, 影響教會奉獻, 
這領袖則沒有聖靈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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