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七⽉3⽇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26) - 耶穌的豫定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5 分鐘

經⽂ 
約翰福⾳21:17c-18節:「17c耶穌說:『你餵養我的⽺。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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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年少時⾃⼰束上帶⼦, 隨意往來, 對⼈, 他可以向猶太平⺠百姓傳道, 向猶太領袖傳道, 亦可
向外邦⼈傳道; 於地⽅, 使徒可在耶路撒冷城內傳道, 在聖殿傳道, 亦周遊四⽅傳道。當前回解
釋完彼得這年少時的傳道情景, 本應繼續解釋他年老時的情景, 然在這講章準備當中意識到耶
穌明⾔彼得未來的第18節整句話對我們有著超凡的意義, 故決定先講述這些意義, 爾後再解釋
彼得年老時的事。

為什麼我會理解到這些意義? 因為我⼀直秉持⼀個信念, 就是主說的每⼀句話都與我們有關, 主
說的話就是我們的⽣命, 每⼀句都是。試想, 若我們認定耶穌說某⼀句話與我們無關的話, 那會
怎樣的結果? 若我們憑⾃⼰的喜好認定主耶穌說的那⼀句與我們無關, 勢必造成雪崩式的災難, 
我們的信仰的根基頓時鬆垮, 教會的存在將無意義。由於每個⼈喜好與狀態不同, 個⼈認定的
無關句必不同, 如此⼀來, 教會就是虛的, 處在其中之⼈各說各話, 各彈各的調, 彼此沒有交集。
今⽇基督徒以讀歷史的⼼態讀福⾳書, 將耶穌說的話看成過去歷史某故事裏的對話, 在聚會中
拿出來彼此分享感受, 這種將道以客體論述之的態度是對道最⼤的不敬。

我依這信念看這第18節, 儘管這是對著彼得說的, 但這話既已記在聖經裏, 她必與我們⽣命的建
造息息相關。我也相信聖經已啟⽰充⾜, 須盡全⼒查考之, 聖靈必引導我們認識主的話, 認識到
屬對彼得說的這話之於我們的意義。

(1) 上帝榮耀的豫定 (上回回顧)
彼得的未來還沒有來到, 主耶穌就指明彼得將有怎樣的未來, 這是出於主耶穌的豫定。耶穌說:
「凡⽗所賜給我的⼈必到我這裏來, 到我這裏來的, 我總不丟棄他。」(約6:37) ⽗乃相對於⼦, 
⽗賜⼦之為於創立世界以前, ⽗所賜的⼈必是在基督裏的揀選(弗1:4a), 這是上帝的豫定, 這豫
定彰顯出上帝的愛, 上帝的意旨, 這愛, 旨意, 揀選等皆⾼舉上帝的主權。上帝顯明這愛與旨意
的最⾼峰就是基督的死與復活, 關於基督的死, 主對彼拉多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 你就毫
無權柄辦我。」(約19:11a) 我們需注意, 上帝的豫定之於⼈是為善, 為聖, 為祂的喜悅; 出於上
帝的豫定皆是正⾯的, 沒有反⾯因⼦, 不需以正反合的邏輯來講說上帝的豫定。

耶穌榮耀的豫定
同樣地, 耶穌之於彼得的豫定乃是出於他的愛, 他的意旨, 他的喜悅。今天我要繼續講述上回(6/
19)未講的部份, 就是耶穌的豫定與他的愛之間的關係。彼得說他和其他⾨徒已經撇下所有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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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耶穌(太20:27a), 我們以這件事來看耶穌的豫定, 即發覺到主的豫定對已撇下所有的彼得(和
其他⾨徒)⾄為重要。 

愛是本質, 有愛者必有愛的動作
「上帝是愛」(約⼀4:8b), 這個“是”表⽰愛是上帝⾃有的本質;「上帝愛世⼈, 甚⾄將祂的獨⽣⼦
賜給他們」(約3:16), 這個“賜”是上帝愛的動作, 這兩節經⽂即告訴我們, 有愛就必有愛的動作。
因著⼈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 所以, ⼈的本質中必定有愛, ⼈有愛必有愛的付出。知此, 
我們不當無故地否定⼈的善⾏, 即便其他宗教有善⾏義舉也不可否定之, 我們需要告訴他們, 善
⾏的緣由乃因他們是上帝造的⼈, 善⾏義舉本當是⼈之為, 因此, 善⾏不是得蒙上帝接納的充分
條件。

撇下所有的, 如何再給?
彼得(和其他⾨徒)對主的愛具體的動作⾸先是撇下所有的, 雖然他們不是將他們所有的資產給
主, 但符合耶穌對少年⼈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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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和其他⾨徒有資產, 所以才有撇下所有的舉動, 他
們跟隨主之前的資產必然相當可觀, 若僅是幾個⼩錢, 沒必要⼤聲嚷嚷; ⾨徒的資產必然令⼈稱
羨, 所以, 他們才認為他們的撇下是值得驕傲的。

現在, 彼得撇下所有的跟從主後, 他即⼀無所有, 再也沒有資產可以做另⼀個撇下或給予的動
作。問題來了, 彼得爾後如何表現出愛主的舉動? ⼝說愛, 卻不肯動⼀根⼿指頭, 那不是愛。耶
穌在這次顯現中指⽰彼得愛他就要餵養他的⽺, 為主得⼈(太4:19), 彼得因這指令再次有了資產, 
是從餵養得⼈⽽獲致的資產, 彼得餵養主的⽺就是愛主的動作。耶穌對彼得年少和年老的豫定
就是對彼得最⼤的愛, 因為這讓彼得因餵養他的⽺⽽有了對他具體愛的動作, 且永不斷絕。甚
⾄, 彼得到死之時還是榮耀上帝的死, 彼得對耶穌的愛可以⼀直持續到他離開世界的那⼀刻。

⼈⾄⾼的榮耀
這樣看來, 做基督傳道的當是整個⼈類最榮耀的⼀群, 使徒彼得可為例為證, 他傳道⼀⽣以基督
所認可的愛來愛主。彼得愛主的表現成為爾後世世代代牧師傳道的典範, 眾⼈年老⼒衰, 無⼒
⽣產之時, 年老的牧師還可以傳道, 以這⽅式來愛主。傳道⼈若要⼀⽣愛主, 餵養主的⽺, 就當
以彼得為典範, 看重他年少時的第⼀篇講章, 因為這篇講章乃是彼得年老時可寫得彼得前書和
彼得後書兩卷書的基礎。倘若彼得當時奔的是另⼀個主題, 他爾後服事的⽅向必不⼀樣, 他年
老的光景也不⼀樣, 彼得的死不再是榮耀上帝的死。看牧師傳道全職服事後的第⼀篇講章, 再
看他退休前的那篇講章, 即可看出這傳道⼈是否是⼀個盡責的餵養者, 是否是⼀個愛主的⼈。

新婦像新郎
夫妻在⼀起⽣活久了, 兩⼈因彼此順服, ⼼向⼀致, 兩⼈會越來越像。我們與基督的諸關係中有
⼀個關係是新郎與新婦, 新婦就是羔⽺的妻(啟21:9), 啟⽰錄記:「羔⽺婚娶的時候到了, 新婦也
⾃⼰豫備好了,...新婦妝飾整⿑, 等候丈夫。」(啟19:7b; 21:2b) 屬主的基督徒因晝夜思想基督
說的⼀切話, 因⽽與基督越來越像。

有什麼樣的⼼, 就有什麼樣的臉; 有為王的⼼, 就有為王的臉。南朝劉義慶之世說新語‧容⽌篇寫
的第⼀個故事是「魏武將⾒匈奴使, ⾃以形陋, 不⾜雄遠國, 使崔季圭代, 帝⾃捉⼑立床頭。既
畢, 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 然床頭捉⼑⼈, 此乃英雄也。』魏
武聞之, 追殺此使。」曹操雖站立在王位旁, 他那王者的氣宇是隱藏不住的, 匈奴使者意識到這
⼈的不凡。

我們基督徒的樣貌反應出我們裏⾯所藏的, 我們⼝中說的話, 傳揚基督時所⽤的措辭⽤語, 即顯
出我們內在到底是兒⼦的⼼, 還是奴僕的⼼。在這⽅⾯, 牧師因是顯於眾, 站在⼈前的⼀群,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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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他們是給予⼈最直接的感受, 那些多講神, 多講聖靈, 卻少講基督的傳道⼈, 不可能像基督。
牧師年輕時與年老時的樣貌當然不同, 當牧師服事⼀⽣, 其講道時的氣度本⾊, ⾔語內涵, 可稍
加看出他服事的⼼態, 牧師到老時還是字意解經, 他⼀⽣的服事盡為空。

供給施教的⼈
彼得承受主的指令, 餵養主的⽺, 傳道給他們聽, ⾏動上已彰顯對主的愛, 然彼得(和其他⾨徒)畢
竟已經撇下所有的(有形資產)來跟從主, 他們已無地上的錢財以滿⾜⽇⽤基本所需。使徒盡⼒
盡責做好主所交辦的事, 展現擁有釘痕之愛的愛, 不辱他們使徒的職分, 他們實在配得信徒的供
給。保羅說:「在道理上受教的, 當把⼀切需⽤的供給施教的⼈。...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當以
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勞苦傳道教導⼈的, 更當如此。」(加6:6; 提前5:17) 這是主的僕⼈可得奉
銀的法源。

教會貲財皆來⾃會眾的捐資奉獻, 教會當知得這貲財的⽅式與會眾⾃⼰得薪酬的⽅式完全不
同, 會眾在⼯作崗位上⽇⽇兢兢業業, 勞苦流汗後, 才得週銀或⽉薪, 但教會貲財乃是主⽇司會
主席於某程序中宣佈“現在開始收奉獻”⽽得, 台上說⼀句話即有所得, 這比會眾⼀個⽉的勞苦要
輕鬆許多, 同時⼀袋⼦的奉獻也比會眾⽉得多的多。

擺正不對稱的天平之法
教會看信徒的奉獻太過理所當然, 從來不思究這不相稱的比例。職場待遇與職務職位有關, 那
牧師這職分該做什麼事才配得信徒的奉獻, ⽽這奉獻是給上帝的? 不相稱的比例的回正持衡, 其
中關鍵就在於牧師傳道餵養主的⽺⼀事上。若傳道⼈餵養主的⽺餵好, 餵⾜, 餵飽, 餵全, 使主
的⽺不渴, 不餓, 不病, 個個皆可聽這傳道⼈認識主基督, 這不相稱的比例即不再失衡。天上財
寶的價值不是地上財寶可匹配的, 基督⽣命之道不是地上物可定其價的, 會眾的奉獻反⽽不⾜
以⽀付聽得正道當付的代價。⾏邪術的⻄⾨無知於此, 欲以⾦錢購之, 彼得則說:「你的銀⼦和
你⼀同滅亡罷! 因你想上帝的恩賜是可以⽤錢買的, 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 因為在上帝⾯前, 你
的⼼不正。」(徒8:20,21)。

若牧師傳道餵養會眾的結果是信徒不認識基督, 或錯認基督, 那位牧師傳道有愧於⾃教會所得
的薪俸。但,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事, 最嚴重的事是他們已全職事奉, 撇下⼀切跟從主, 在⼀無所
有的情況下, 未能好好保握住唯⼀可表現愛主的機會, 在餵養和傳道事上不儆醒, 沒有躲避世俗
的虛談, 卻傳那敵真道, 似是⽽非的學問(提前6:20), 導致主不認識他們(太7:23); 這才是最悲慘
的事。

(2) 使徒雖已跟隨主三年半, 他們屬靈的⽣命還需繼續成長
年少與年老之語不僅論及年紀漸漸變⼤, 也論及屬靈⽣命的深度成長。彼得(和其他⾨徒)親眼
看過, 親⼿摸過主三年多(約⼀1:1), 所經歷的種種遠超過所有⼈, 他們⼜是第⼀時間⾒到復活的
主的⼀群, 彼得當時的⽣命卻還是不夠成熟到接受榮耀死的事。我們亦看到, 彼得是跟隨主旁
的⾨徒, 他如此近距離地觀察耶穌的傳道, 福⾳書記耶穌與(推羅希頓的)迦南婦⼈(太15:23-28), 
與(撒瑪利亞的)敘加婦⼈(約4:7-26)對談說話, ⾨徒對這兩次的遭逢印象當是深刻的, 按理說, 彼
得與外邦⼈接觸應不致這般忌憚才對, 但彼得向外邦⼈傳道還是感到猶豫。

好, 即便彼得蒙主指⽰「上帝所潔淨的, 你不可當作俗物」(參徒10:10-16; 11:5-10), 彼得克服
了⾃⾝的⼼魔, 向外邦⼈哥尼流和他的⾄親傳道, 也開始願意和外邦⼈⼀同喫飯, 但當雅各那裡
來的⼈即將到達之時, 彼得因怕奉割禮的⼈, 不想被他們看⾒與外邦⼈同席, 就與外邦⼈隔開(加
2:12), 此舉不僅傷了⼀起吃飯的外邦⼈的⼼, 也傷了彼得的信譽。如此看來, 改變⼀個⼈既有的
觀念是何等的困難, 保羅稱之為堅固的營壘, 計謀, ⾃⾼之事(林後10:4,5)。誠實的基督徒不得
不承認若沒有上帝的豫定, 絕不可能放下⾃⼰⼼中的營壘, 更遑論歸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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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順勢提⼀下, 為什麼彼得會怕從雅各那裏來的⼈? 因為, 雅各是當時耶路撒冷教會之⾸。我
們讀使徒⾏傳第⼗五章保羅和巴拿巴為外邦⼈是否⾏割禮與猶太信徒起了爭辯, 使徒和長老商
議這事, 彼得說了話, 但結論卻是出於雅各。可⾒, 彼得與外邦⼈隔開的基本原因是懼怕⼈的權
威甚於主的權威, 他與外邦⼈⼀起吃飯不過是點的接觸, 但與耶路撒冷教會卻是⾯的接觸, 必須
被接納才能安然的聚會。

使徒的⽣命處在不斷成長當中,  我們也應當如此, 聽得正道, 接受之, 聽得歪道, 拒絕之。舉以
我個⼈為例, 信主初期以為倪柝聲神學論述是對的, 在這同時也與靈恩派同夥, 直到爾後遇⾒了
歸正神學, 才知靈魂體三元論以及靈恩運動的錯誤。領受這教會初期認為基督的⼈性是後加
的, 但傳道數年後, 才發現這是不對的, 基督的⼈性必須是先存的(參2018年1⽉14與28⽇兩篇講
章)。我本⼈是順服權威的, 但當發現這權威已架乎主的權威之上, 如權威者不顧某⼈教訓的錯
誤, 只關⼼是否違背他立的法令規範, 我則不從⽽抗之。

基督徒顯出他(她)是屬主的, 就必須顯出他(她)處在⽣命成長狀態中, 即便是信主多年, 聽道萬
篇, 講道千場的基督徒亦然。老年⼈共同的⼼願是⾝體健康, 且可以活得久, 然年老基督徒當知, 
在這⼼願下⾃⼰還是神國裏的⼈, 必須在神國裏不斷成長, 老彼得如此, 老約翰也如此, 老摩⻄
亦如此。主說:「我的義⼈必因信得⽣, 他若退後, 我⼼裡就不喜歡他;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
那等⼈, 乃是有信⼼以致靈魂得救的⼈。」(來10:38,39) 因此, 年老基督徒雖然⾝體機能反應⼤
不如昔, 但不得有“上教會, 求安⼼”的⼼態, 要保守⾃⼰常在上帝的愛中, 要在⾄聖的真道上造就
⾃⼰, 在聖靈裡禱告(猶20,21)。年老基督徒渴慕真道必在教會中起帶頭作⽤, 激勵年輕基督徒
不得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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