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八⽉21⽇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32) - 彼得的死 (⼀)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4 分鐘

經⽂ 
約翰福⾳21:17c-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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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上帝。說了這話, 就對他說:『你跟從我罷!』」

前⾔
舊約的雅各在其威望達到頂峰時, 他⼼愛的⼩兒⼦約瑟卻預⾔雅各和全家將來必受其統治(創
37:5-10),  約瑟的哥哥們聽此⾔都嫉妒約瑟, 唯獨雅各卻把這話存在⼼裡(創37:11)。然, 約瑟這
預⾔尚未成就, 雅各居然聽到約瑟的死訊(創37:33), 這是雅各在平順時萬萬想不到的事; 聖經
記, 雅各聽此死訊之後,「便撕裂衣服, 腰間圍上⿇布, 為他兒⼦悲哀了多⽇」(創37:34), 完全忘
了約瑟的預⾔, 死混亂了雅各的理智, 死使情感主宰著⼈的⾏為。論⼤衛, 他突然被先知拿單告
知, 他與拔⽰巴所⽣的兒⼦必死, ⼤衛⾃以為是上帝所揀選的君王, 可以虔誠地禱告上帝, 救活
孩⼦, 聖經記, 那孩⼦從發病到死去僅短短七天(撒下12:18)。⼤衛是⽩髮⼈送⿊髮⼈, 他萬萬沒
有想到⾃⼰必須⾯對愛⼦的死亡。

我們盼望國泰⺠安, 國家與社會少有紛擾事, 然這樣的盼望總不可得。今年紛擾事多, 且紛擾到
可能危及我們的性命安全的程度。基督徒在⽣死交關之際, 當顯出比世⼈更為穩定的情緒, 因
為我們知道要去到的地⽅是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來11:16)。今⽇紛擾事既在, 且看起來
⼀時半回還結束不了, 這可使我們認真思考以往平順時不會注意的事, 就是關乎死亡的事。死
是不分年齡的, 死不因那⼈年幼⽽遙遠, 也不因那⼈年長⽽特別近; 從疫情到今天兩岸的緊張, 
死亡的氛圍常不經意的溜到我們眼前。

⼈是按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 具永恆性, 應當永恆活著, 然⾃從罪進入世界後, 死亡就打斷了⼈
永恆活著的想望。⼈被造有靈魂和⾝體, ⼈是這兩者的結合, ⼈拒絕死是天性使然, ⽽死就是分
離這兩者的權勢, 所以, ⼈必強⼒敵擋之。耶穌在客⻄⾺尼園俯伏在地說,「我⽗阿! 倘若可⾏, 
求你叫這杯離開我」(太26:39), 這向⽗的禱告詞即顯明耶穌是⼀個真正的⼈, 有靈魂和有⾝體, 
他亦不願這兩者分離。

⼈懼怕死亡⼜因死亡是⼀道坎, 不知這坎的另⼀邊是怎樣的情況。現在, 我們基督徒有了永⽣, 
遂可向世⼈述說死亡不可懼, 然我們在述說之前, ⾃⼰要先不懼怕死亡, 且需要知道坎的另⼀邊
如何才⾏。請問各位, 基督徒不畏懼死亡的前提是他相信死後上帝會接納他, 還是相信死後主
基督會接納他? 再問, 相信上帝會接納他的基督徒認為死後會去那裏, ⽽相信基督會接納他的基
督徒認為死後⼜會去那裏? 這兩者那⼀個才是真實的? 相信上帝的基督徒必向世⼈傳上帝, 相
信基督的基督徒必向世⼈傳基督, 問, 那⼀種傳較使⼈安⼼, 不害怕?

凡平常不思想基督和他說的話, 以及不傳基督的⼈, 這些提問的答案顯⽽易⾒的就是“神”。然, 
時常思想基督和他說的話, 以及屢傳基督的⼈知道這答案是不正確的。基督說:「⽗不審判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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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約5:22), 我們若不被基督接納, 上帝也必不接納我們。再者, 我們
死後不是直接上天堂⾒上帝, ⽽是先下到陰間, 在那裏與同屬基督的信徒在⼀處, 亞伯拉罕在那
裏, ⼤衛在那裏, 兩位拉撒路在那裏, ⼤家同在⼀處等候主榮耀的再來, 使我們復活且有榮耀不
朽的⾝體。傳上帝⽽不傳基督, 罪⼈回到上帝那裏總帶著某種不安與不確定。

主基督嚴肅地⾯對他的死, 基督徒也應當嚴肅地⾯對⾃⼰的死, 我說的死是離開世界的死。為
此, 耶穌在此論彼得結局的預⾔對我們顯得格外重要, 耶穌之⾔不再是彼得個⼈的事, 也是我們
的事。即, 我們基督徒知道死後去陰間的那裏, 但這還不⾜夠, 尚需知道當怎樣死榮耀上帝。

第19節
約翰插話
耶穌在彼得第三次回答他愛之問後, 對彼得說的整句話是「你餵養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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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從我罷!」然, 約翰著書時卻在中間插進了他⾃⼰的⼀句話,「耶穌
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上帝」, 這話解釋耶穌論彼得的未來何意。這種插話的⾏為無
論在對話的當下, 或是⾏雲⽂字間皆是唐突且不禮貌的事, 但約翰在此卻蒙聖靈的許可插了他
的話, 這表⽰有⼀嚴肅的事必須立即處理, 沒有拖延的空間。使徒發覺到, 教會對彼得未來事的
議論甚巨(參第23節, 起因⾒下), 且已經超過了對耶穌事的查究, 因此使徒在這裏以⼀個結論語
來結束所有的討論, 好讓教會不⽣發相同的臆想⾏為。

使徒⼼繫主的⽺
我們⼀般是先寫完某個⼈說的整句話, 爾後再加以解釋, 約翰卻不這麼做, 他刻意地在整句話中
插入他的解釋, 這即顯明使徒寫的福⾳書是⼀本⽣命的書, 著書時⼼繫著屬主的基督徒和主的
教會, 為引導他們前⾏的⽅向。今⽇有些聖經學者認為聖經不過是歷史敘事紀錄, 這莽撞看法
是⼀群無知之⼈的⾔語。再者, 約翰不僅以第三者⾝份寫耶穌對彼得說的「你餵養我的⽺」, 
他也以領受的態度將之作為⾃⼰的⾏動⽅針; 也就是說, 使徒約翰⾯對教會基督徒寫他所信的, 
信他所寫的。

我們在這裏看到主的僕⼈當具備的兩個特質, ⼀是, ⼼繫主的⽺, ⼀⼼為建立他們對基督的信仰, 
另⼀是, 對⾃⼰信仰負責任,  講的寫的皆是⾃⼰所相信的, ⽽不是別⼈的。牧師傳道⾃⼰是否有
這樣的⽣命特質, 他⾃⼰是知道的, 矇得了他⼈卻矇不了⾃⼰。有神學底蘊, 會講道, 有魅⼒, 會
組織, ⾼才幹等等特質的傳道⼈不⼀定有約翰這樣的⽣命特質。今⽇基督徒(包括牧師傳道)深
受近幾百年來世俗哲學的影響⽽不⾃知, 傳道⼈勤讀教會豐富的神學資產, 以為這些神學可造
就⾃⼰的⽣命, 卻忘了聖經才是得基督⽣命的⾸在。反諷的是, 熟讀神學的⼈卻不知如何傳基
督, 他們已迷失了⽅向。

牧師與牧者的不同
我們需分清楚牧師與牧者的不同, ⼀個基督徒當了牧師之後, 他即以師之尊看他的會眾, 但牧者
看教會裏的⼈是他的弟兄, 不會捨本逐末⽽忘了他要餵養的對象是主的⽺。然, 今⽇神學院造
就出來的⼈或可成為牧師的植堂者卻難為牧者, 因為他們以建立教會為⾸要, 教會是他們的事
業, ⼀切作為都是為要使“教會”存活下去, ⾄於信徒信仰狀態, 認識基督與否, 則不是他們主要的
考量, 甚⾄不加以理會之。有牧師回答聘⽤教會的條件是只講道, 不牧養。

約翰是牧者, 所以他才會寫出「主為我們捨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這樣的話來(參約⼀3:16)。牧師或有滿腹的神學知識, 但不⼀定成為如約翰般的牧者。那些當
牧師卻不當牧者的⼈需聽保羅對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講的⼀句話,「我今⽇向你們證明, 你們中間
無論何⼈死亡, 罪不在我⾝上」(徒20:26), 基督徒死亡與牧師不傳基督有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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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牧效應: 那時
為什麼約翰要⽌住基督徒對彼得年老時發⽣何事的議論? 因為, ⼈有個罪性就是容易愛領袖甚
於愛真理。彼得是耶路撒冷教會基督徒長時間跟隨的領袖, 基督徒關⼼彼得的點滴在所難免。
羅⾺帝國和猶太歷史雖未記下彼得任何事蹟, 但不容否認地, 彼得是第⼀世紀不可忽視的ㄧ個
⼈物。使徒⾏傳明記使徒彼得第⼀次佈道⼤會就有三千⼈信主(徒2:41), 他第⼆次對百姓說話, 
信的男丁數⽬也到五千⼈(徒3:4)。使徒不僅站在百姓⾯前⾒證耶穌, 他也在⼤祭司,  官府、長
老, 和⽂⼠等⼈⾯前⾒證主(徒3:7)。

使徒⾏傳到了第六章時, 路加亦記⾨徒增多的情形, 如「⾨徒增多,...在耶路撒冷⾨徒數⽬加增
的甚多」的事(徒6:1,7), 其中有本地的猶太⼈和說希利尼話的猶太⼈(徒6:1), 也有許多祭司信
從了這道(徒6:7); 路加寫到了第⼗⼀章⼜記,「主與他們同在, 信⽽歸主的⼈就很多了,...有許多
⼈歸服了主」(徒11:21,24); 於第⼗五章時, 路加記彼得在眾長老當中起⾝, 為保羅和巴拿巴的
外邦⼈事⼯定論是聖靈的⼯作。我引了這些事為要闡明使徒彼得的傳道儼然發展成⼀股鼎立於
猶太教和羅⾺帝國另⼀股(宗教)勢⼒, 彼得可說是眾教會之⾸, 在教會中的地位穩固且崇⾼, 因
此彼得的動向備受基督徒注意是必然的事。

有⼈會為彼得叫屈, 他年少隨意往來乃是為主勤奮作⼯, 彼得為主做了那麼多事, 年老時卻沒有
⼀個完美的結局, 不僅要到⾃⼰不願意去的地⽅, 還不能安詳地離開世界, 甚⽽以殘酷的⽅式死
去。這樣的結局超出所有⼈的價值判斷, 謂⼀個⼈盡⼼盡⼒服事耶穌⼀⽣, 且頗⾒成效, 但換來
的卻是被萬⼈唾棄的刑罰, ⽽不是萬⼈景仰的尊榮, 或⼀枚傲視群雄的勳章。現在, 約翰⽤「彼
得要怎樣死榮耀上帝」消弭萬⼈的雜⾳。

名牧效應: 今⽇
基督徒常⼝耳相傳⼼儀的名牧和⾃⼰教會牧師的作為, 這本是⾃然的事, 因這是基督徒⾃我防
衛的⼿段之⼀, 相信⾃⼰並沒有跟錯⼈。基督徒當以約翰這插話解釋作為警戒線, 不得過度傳
說這些牧師的⽣命發展軌跡, 尤其是那些與聖經所記不同的更應住⼝不提。然, 教會會眾就是
喜歡傳牧師獨特的事蹟。

彼得與主耶穌的經歷需要花上他⼀⽣的時間去思考整理其中屬靈意義, 並以既有的上帝的啟⽰
加以鞏固之。我們也是⼀樣, 必須以啟⽰的新舊約聖經為本, 來整理我們與主耶穌基督的經歷; 
凡是奉過主名聚會的⼀切經歷, 無論在主⽇崇拜時, 或任何地⽅的聚會, 皆須加以審視, 凡無法
讓我們認識主的聚會皆當快⼑剔除, 即便那聚會經歷使我們感覺良好, 亦不可再憶之, 不得與⼈
分享之。

今⽇基督徒受世俗主義的影響, 個⼈⾃主性⾼漲的結果就是做事隨性, 尤其是隨⼰性擇選教
會。若基督徒離開有道可聽的教會, 轉⾄無基督信息的教會, 他(她)這經歷在聖經中只能找到責
備的經⽂, 如約翰說的「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 卻不是屬我們的, 若是屬我們的, 就必仍舊與我
們同在; 他們出去, 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約⼀2:19)

使徒已解釋了
約翰已經解釋了耶穌說話的意思, 且記在聖經裏, 我們就不需糾結耶穌話中各字詞意思, 好奇著
如彼得是怎麼死的, 什麼地⽅是彼得不願意去的地⽅等, 不聽此勸執意⽽為的⼈是⾃尋煩惱, 多
說無益。新約聖經記使徒的死訊僅雅各⼀⼈⽽已,「希律王下⼿苦害教會中幾個⼈, ⽤⼑殺了約
翰的哥哥雅各」(徒12:1,2), 聖經並未記彼得的死法, 因此, 我們無須對之多加臆測, ⼩道說彼得
是倒掛⼗字架⽽死, 這是未記入教會歷史⽂獻的假說, 我們這麼傳彼得的事反⽽是對其他基督
徒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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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尼祿對付基督徒極為兇狠, 為了照亮羅⾺城, 將基督徒⼀個個綁在⼗字架上, 油澆其⾝再
⽤火點燃, 形成⼀根根的⼈體火炬。我們若⼤肆宣傳彼得被釘⼗字架, 置那些與他同釘的基督
徒於何處? 再者, 按羅⾺兵丁兇暴本性, 他們怎可能按⼀個罪犯的要求⾏事, 更何況倒釘還需要
⼀個特製的⼗字架? 我們將彼得被釘⼗字架渲染過度的結果, 耶穌對彼得說的這話就與我們無
關無益, 我們的死也將無份於榮耀上帝。所以, 彼得以什麼⽅式死並不重要, 我們要思考的是彼
得的死如何是榮耀上帝的死, 這是聖經說的。 

使徒已經解釋了, 我們卻不聽之, 就是對使徒的不敬。 ⾔於此, 我必須說今⽇傳道⼈失了對使徒
(約翰)的尊重, 完全不理會他說過的話, 這裏是⼀例, 另⼀例耶穌啟⽰的⽔和聖靈⽣是另⼀例(參
今年六⽉5⽇講章)。然, 今⽇牧師傳道最不尊重使徒約翰之處就是他已稱聖⼦為道,「太初有道, 
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約1:1), 且寫在他的五卷書信中的第⼀節, 此節僅三句, 句句皆有
“道”, 但牧師講道就是不傳道-主耶穌基督。使徒約翰警告教會, 說:「凡不認⼦的, 就沒有⽗; 認
⼦的, 連⽗也有了」(約⼀2:23), 不傳基督的傳道者無論如何盡⼼盡⼒地做教會事都是無⽤的。

彼得的死
約翰福⾳成書時間說法不⼀, 但晚於彼得後書卻是肯定的。彼得寫後書時說:「知道我脫離這帳
棚的時候快到了, 正如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我的, 並且我要盡⼼竭⼒, 使你們在我去世以後時
常記念這些事。」(彼後1:14,15) 所以, 約翰知道彼得是怎樣死的, ⽽他看到彼得的死是榮耀上
帝的死, 故寫在約翰福⾳書裏。(彼得要我們在他去世以後, 時常記念這些事, 我們現在正遵守使
徒的吩咐做這事。)

⼈⼈皆有⼀死是不爭的事實, 彼得也不例外。當彼得傳道並餵養主的⽺直到他年歲將盡之時, 
他也⼀定會死, 那耶穌⼜為何特別曉諭彼得的死? 上帝對於⼈的死所下的誡命是如此,「打⼈以
致打死的, 必要把他治死; ⼈若不是埋伏著殺⼈, 乃是上帝交在他⼿中, 我就設下⼀個地⽅, 他可
以往那裡逃跑; ⼈若任意⽤詭計殺了他的鄰舍, 就是逃到我的壇那裡, 也當捉去把他治死。」(出
21:12-14) 這三種死或因謀殺致對⽅死, 或因失⼿致對⽅死, 皆屬於⼈與⼈之間的事; 其他的死
出於⾃然因素, 這是壽數滿⾜之死(撒下7:12)。但彼得的死卻不同, 使徒的死是主旨意之下的死, 
且特為榮耀上帝⽽死, 這著實讓我們感到驚奇。

耶穌所⾔「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意謂著彼得的死不是出於他的⾃願, ⽽是⼈意強加在他⾝
上使之死。雖然, 彼得的死不是出於他的⾃願, 然彼得畢竟按主耶穌基督所指⽰他的⽽死, 他從
不願意到⽢願的過程中, 內⼼必經歷無比的掙扎。⼈對死的懼怕在於它來得突然, 即便知道死
將⾄, 但⼈的⼼還是沒有準備好這時刻的到來, 懼怕死是⼈的本性, 所以, 我們不要以為彼得寫
說「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是件很容易的事。殉道者赴死前不是無所畏懼, 不是不怕死, 
他們當然會怕, 但當主的恩典充滿他們時, 內⼼得了勝, 後顯於外就是從容赴死的表現。沒有⼈
可以靠⾃⼰的能⼒為主殉道, 司提反若沒有看⾒天開了, 看到主坐在寶座上, 提升他的⼼, 他將
無法安⼼地死去。知此, 我們不要將⾃⼰內⼼對死的掙扎視為不屬靈, 或不當的評論他⼈為何
怕死。

耶穌預⾔彼得的死將是榮耀上帝的死, 這是主愛彼得, 賜之最⼤的恩典。保羅說:「基督照我們
⽗上帝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加1:4a), 基督的死乃是⽗的意思(太26:44,39), 是在上帝旨意
下的死。現在, 基督將這獨屬於他的榮耀的死分享給彼得, 使彼得在他旨意下以死來榮耀上帝, 
將⼈最懼怕的死變成彼得最榮耀的事。耶穌將在他⾝上所顯之愛與死同顯的榮耀(參四⽉17⽇
講章), 亦賜給彼得。當然, 彼得的死與主基督的死還是不同的, 基督的死是基督將「⾃⼰捨的」
(約10:18), ⽽彼得的死是「別⼈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 即便如此, 彼得的死的
價值依然榮耀無比, 詩⼈說:「在主眼中, 看聖⺠之死極為寶貴。」(詩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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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傳道⼈的死
耶穌要彼得隨時預備等待⾃⼰的死的到來, 好坦然⾯對⾃⼰因使徒傳道的⾝份⽽死。以此問那
些準備全職服事主的基督徒, 要不要⼤⼤地為主作⼯? 每⼀個⼈都會振臂⽽乎說, 要。再問, 要
不要像彼得這樣偉⼤, ⼀次佈道之後就有三千⼈信主? 每個⼈都會興奮地說, 要。繼續再問, 要
不要與彼得有⼀樣的結局, 年老的時候, 別⼈束你⼿,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 每⼀個⼈必默不
做聲, ⼼想彼得是彼得, 我是我, 我應該不致於與彼得有相同的結局。我們在⼈⾯前要的是榮耀, 
⽽不是羞辱。今⽇拓堂迅速的⼤型教會的主任牧師過世時, 炫耀其服事⼀⽣果效之際, 真應該
好好想想彼得。天主教尊崇彼得, 然教宗的喪禮卻是辦得風風光光, 與彼得的結局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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