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八⽉28⽇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33) - 彼得的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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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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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節
我們理解第18節和第19節經⽂有三個重點: 第⼀個重點是, 彼得的死為何榮耀上帝, 或說, 彼得
以死榮耀上帝乃是他在地⽣命的總結; 第⼆個重點是, 使徒解釋了耶穌說的話, 這作為點出的解
經原則; 第三個重點是, 約翰既在耶穌整段話中間插入了他的解釋, 我們就不需節外⽣枝, 再做
無謂的解釋。這三個重點需適切發揮, 好引導我們的思維, 釐定我們⾏動的⽅向。

重點⼀: 約翰寫彼得的死
我們思想第⼀個重點, 就是彼得怎樣死榮耀上帝。請問各位, 約翰下筆將死字放在彼得⾝上的
那時刻, 他⼼理狀態為何? 是惋惜, 感嘆, 不解, 還是⼼中充滿著榮耀, 感恩, 愉悅, 動容? 約翰先
前已寫了耶穌說的話,「摩⻄在曠野怎樣舉蛇, ⼈⼦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叫⼀切信他的都得永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 就要吸引萬⼈來歸我,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將要怎樣死說的。」
(約3:13-15; 12:32,33) 現在, 約翰知道彼得是如何死的, 他寫這話時必深刻明⽩基督將他死的榮
耀賜給了彼得; 耶穌的死是⽗的旨意, 彼得的死則是基督的旨意。

耶穌對⾨徒說:「若有⼈要跟從我就當捨⼰, 背起他的⼗字架來跟從我」(太16:24), 主這話居然
成為彼得具象的實際, ⽽非抽象的意涵。這對約翰⽽⾔更是進⼀步的認識與相信耶穌是上帝, 
他說的話句句定準, 這使得約翰寫耶穌說的話時更加謹慎, 絕不可錯⼀筆, 亂⼀劃。

彼得的死榮耀上帝的前提
彼得在世時必須是榮耀的, 他的死才是榮耀上帝的死。那, 彼得是榮耀的嗎? 關於這問, 我們必
須站在教會的⾓度思之, 也就是說, 彼得在基督教會裏必須是榮耀的, 他在上帝的眼中必須看為
聖⺠, 他的死才是榮耀上帝的死, 詩⼈說:「在主眼中, 看聖⺠之死極為寶貴。」(詩116:15) 我們
從世界得的榮耀, 無論多尊貴, 多難得, 使⾃⼰站在世界巔峰之上, 這些皆與約翰說的榮耀無關。

基督⼗架之死乃是背負⼈罪惡的死, 彰顯著上帝對罪⼈最⼤的愛,「上帝愛世⼈, 甚⾄將祂的獨
⽣⼦賜給他們, 叫⼀切信他的, 不⾄滅亡, 反得永⽣, 因為上帝差祂的兒⼦降世, 不是要定世⼈的
罪, 乃是要叫世⼈因他得救。」(約3:16,17) 蒙受上帝這愛的⼈乃是⽗賜給祂兒⼦的⼈, 這些⼈
的群聚就是教會, 這些⼈清楚知道教會的頭是基督, 教會就是永⽣上帝的家(提前3:15)。

彼得蒙主恩得服事主的教會, 他必須先端正服事⼼態。⾸先, 彼得必須意識到基督是上帝的兒
⼦, 這位階使基督⼗架的榮耀超越了世界所有榮耀的加成。再來, 彼得看主的⽺當視之為上帝
的⼦⺠, 看他們是「照⽗上帝的先⾒被揀選, 藉著聖靈得成聖潔, 以致順服耶穌基督, ⼜蒙他⾎
所灑的⼈」(彼前1:2)。有了這樣⼼態的傳道者, 他在靈糧的餵食上就不會隨便, 他必會餵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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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命的糧, 使主的⽺不餓不渴(約6:35); 這上好⽣命的糧就是基督的⾎, 基督的⾁(約6:51)。彼
得若不餵上基督⽣命的糧的話, 他就是輕看基督的⾎, 輕視主的⽺, ⾃⼰在教會裏就不可能有榮
耀; 不這麼做的傳道⼈也是這樣。

因此, 彼得在教會裏所顯的榮耀就是傳揚上帝在基督⼗架對祂⼦⺠的⾄愛, 彰顯上帝於基督⼗
架的救贖智慧, 宣揚那召他們出⿊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保羅在教會裏亦是如此⾏, 
他說:「只有⼀位上帝, 在神和⼈中間, 只有⼀位中保, 乃是降世為⼈的基督耶穌, 他捨⾃⼰作萬
⼈的贖價, 到了時候, 這事必證明出來。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 作使徒, 作外邦⼈的師傅, 教導他
們相信, 學習真道; 我說的是真話, 並不是謊⾔。」(提前2:5-7)

彼得的堅貞
上帝界定彼得的年歲, 使他在這些年歲裏智慧得以增長, 以致可寫下彼得前書與彼得後書, 這是
彼得離世前寫的兩卷書。使徒寫此兩卷書時已傳道三⼗餘年, 這是⼀段不算短的年⽇; 三⼗多
年的社會, 政治, 經濟等各⽅⾯的發展變化不可謂不⼤, 三⼗年也可以改變⼈的想法, ⼼志, 憧
憬。三⼗年前, 彼得在耶路撒冷傳道威風八⾯, 所向無敵, 但三⼗年後卻遇上殘暴的羅⾺皇帝尼
祿, 此⼈殘暴程度遠甚於耶穌降⽣時殺盡兩歲以下男孩的希律; 彼得(以及其他⾨徒)在教會裏傳
基督⼗架, 當然也會在世界傳基督⼗架, 尼錄就以⼗字架來對付處理基督徒。

世局雖多變, 彼得服事主的堅貞始終如⼀, 他並沒有因世局變化⽽遠離主, 信仰也沒有產⽣任何
偏差, 彼得無愧於他使徒的職分。看看彼得, 再看看今⽇牧師, 名牧如葛理翰(William Franklin 
Graham, 1918-2018), 不再相信主基督是唯⼀歸回上帝的中保, 其他牧師晚年的講道讓⼈感到
他可以直接⾯⾒上帝, 不再需要中保, 有些⼈論基督的⼗架已經不是他們的興趣。所以, 我們不
要以為彼得的堅貞是件容易的事。

彼得以⽂字⾒證主
彼得獨特論主的字詞, 那記於彼得後書的有,「他從⽗上帝得尊貴榮耀」,「主看⼀⽇如千年, 千
年如⼀⽇」,「主的⽇⼦要像賊來到」(彼後1:17; 3:8,10); 記於彼得前書的有「基督的寶⾎」,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豫先被上帝知道的, 卻在這末世纔為你們顯現」,「主的道是永存的」,
「主乃活⽯」,「尊主基督為聖」,「基督也曾⼀次為罪受死」,「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
獄裏的靈聽」,「耶穌已經進入天堂, 在上帝的右邊, 眾天使和有權柄的, 並有能⼒的, 都服從了
他」,「在那將要審判活⼈死⼈的主⾯前交賬」,「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 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
的榮耀冠冕」(彼前1:19,20,25; 2:4; 3:15,18,19,22; 4:5; 5:4)等等。

彼得後書詳論將來的事, 如「主的⽇⼦要像賊來到⼀樣, 那⽇, 天必⼤有響聲廢去, 有形質的都
要被烈火銷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彼後3:10), 但彼得論主的⾔詞如同主耶穌就在現場, 
他稱耶穌是“主”達12次之多, 亦稱耶穌是「救主耶穌基督」(彼後1:1,8,14,16; 2:20), 且四次稱
耶穌為「主-救主耶穌基督」(彼後1:11; 2:20; 3:2,18); 這「主-救主」是彼得對主獨創的尊稱, 
稱耶穌為「牧長」亦然。彼得說主的國是「永遠的國」(彼後1:11), 故使徒⽤“主知道”, “主治”, 
“主的命令”, “主看”, “主所應許”, “主長久忍耐”等鮮活的字詞來講述主基督對他國⺠的治理。

彼得這些⾒證主的⽂字比保羅毫不遜⾊。

彼得奮⼒護教
彼得看教會經過多年發展已不再像初期那般純⼀, 30年餘來, 蟄伏多年的假先知與假師傅直⾄
彼得離世前已有⼀⽅勢⼒, 影響⼒不容⼩覷。當時的教會僅有舊約聖經, 新約聖經尚未成形, 如
果教會裏某些⼈不遵守使徒(⼝頭)教訓, 不以使徒⾒證的耶穌基督為要, 他們必然按⾃⼰的意思
解釋舊約聖經的預⾔, 將⾃⼰看為先知, 看為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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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蒙聖靈的感動⽽警告教會:「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 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 
私⾃引進陷害⼈的異端, 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 ⾃取速速的滅亡。...將有許多⼈隨從他們
邪淫的⾏為, 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隨從⾃⼰的私慾出來譏誚
說,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裡呢?」(彼後2:1,2; 3:3,4a) 彼得這段話讓⼈感到使徒教會令⼈震驚的
發展。彼得的警語是榮耀上帝之為, 引導上帝的⼦⺠不致受假先知與假師傅之害, 這也讓我們
看到, 榮耀上帝者不僅要宣教, 還需護教; 不僅傳揚基督的道, 還要識破魔⿁的詭計。

彼得⽌住所有傳道⼈的驕傲
彼得雖是漁夫, 然他所寫書信的深度不下於飽學的保羅, 彼得運⽤的詞彙與保羅雖不同, 兩者的
信仰卻是在核⼼中; 再者, 彼得論的聖靈上帝比今天靈恩派論的聖靈不知⾼上幾千幾萬倍, 神學
意涵深奧, 但卻⼈⼈皆懂。彼得說聖靈是「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彼前1:12), ⽽聖靈的⼯作是
「豫⾔從來沒有出於⼈意的, 乃是⼈被聖靈感動, 說出上帝的話來。」(彼後1:21) 這給予今⽇傳
道⼈相當程度的省思, ⼀則, 服事數⼗年的牧師不得有任何驕傲的⾔語, 因為他們的神學底蘊不
如漁夫彼得; 另⼀則, 不得以會眾的學歷⾼低來定講道的深淺, 不要以為村夫漁婦就聽不懂福⾳
真理。

重點⼆: 以使徒寫的解釋使徒寫的
我們思想第18節和第19節經⽂的第⼆個重點是, 耶穌預⾔彼得年老, 使徒約翰解釋這話的意思
是耶穌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上帝。在此, 使徒闡釋了⼀個解經原則, 就是以使徒⾃⼰寫的(或
說的)來解釋使徒⾃⼰寫的(或說的)。這解經原則相比於以經解經, 或以神學系統解經更為直接, 
更為精確, 更顯⽽易懂, 中間沒有摻雜個別偏⾒, 不穿鑿附會。

為了強化這解經原則的概念, 我再舉三個範例闡明之。使徒約翰寫的福⾳書記耶穌說「⼈若不
重⽣就不能⾒神的國;...⼈若不是從⽔和聖靈⽣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約3:3,5) 這重⽣何意需
引⽤使徒寫在約翰⼀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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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之(約⼀5:6-8)。這樣我們便得, 重⽣的基督徒必相信耶穌是童女所⽣, 道了⾁⾝, 是
神⼈⼆性的基督。聖靈上帝是活的, ⽔⽣之意即採其永流不⽌狀態, 因此, 基督徒的重⽣是⼀個
現在式的狀態, 他(她)需持續不斷地與基督有鮮活的關係, 查考為基督作⾒證的聖經, 規律地晝
夜思想基督的道。聖靈同在的教會必然是傳講基督的教會, 使信徒處在重⽣態。

第⼆個例⼦: 使徒彼得寫後書時, 說:「(主)不願有⼀⼈沉淪, 乃願⼈⼈都悔改」(彼後3:9), 我們
就⽤彼得在使徒⾏傳⼗五章7-9節說的那段話,「...知道⼈⼼的上帝也為他們(外邦⼈)作了⾒證, 
賜聖靈給他們(外邦⼈), 正如給我們⼀樣, ⼜藉著信潔淨了他們(外邦⼈)的⼼, 並不分他們(外邦
⼈)我們」, 解釋之, 這樣我們便得,  基督福⾳不僅賜給猶太⼈, 也賜給外邦⼈, 兩者都有權聽得
同等次的福⾳, 其中沒有區別。

第三個例⼦: 同樣地, 使徒保羅寫「祂(上帝)願意萬⼈得救, 明⽩真道」(提前⼆4-5), 我們就⽤保
羅在使徒⾏傳⼆⼗八章25b-28節說的那段話,「...你們當知道, 上帝這救恩如今傳給外邦⼈, 他
們也必聽受」, 解釋之, 這樣我們便得, 保羅的萬⼈指的是不分猶太⼈和外邦⼈; 保羅這話的意
思與上述使徒彼得之⾔相同。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羅這兩句經⽂徹底駁斥與否定普救主義, 雖然
他們也⽤同樣的經⽂來⽀持他們的立場, 然我們解經的原則更為嚴謹正確。

****** 今天講到這裏, 下週繼續講第三個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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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三: 約翰插話動作的意義
我們思想第18節和第19節經⽂的第三個重點是, 約翰特意在主耶穌說的整句話中插上他所解釋
的話。請注意, 約翰的插話乃是插復活榮耀主的話, 這不尋常的插話舉動非同⼩可, 我們從中得
到的啟發有:

(1) 使徒⼼切教會並細⼼觀察教會的發展, 他看到教會對彼得年老事的討論已諭越了當有的分
際, 甚⾄超過了對主耶穌事的傳揚與思想, 使徒在此適時阻⽌之, 使爾後教會不要再重蹈覆
轍。使徒約翰既已解釋了耶穌說的話, 我們就不需糾結耶穌說這話中各字詞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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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停⽌⼀切對耶穌這話的臆測, 
不要在枝微末節上爬⽂。

彼得可說是個名牧, 信徒的名牧效應發⽣在各時代中, 其副作⽤就是失去對名牧當有的判斷
⼒, 有時還會服在名牧不當的教訓之下, 貽誤⼀⽣。信徒長時間依附名牧, 縱使這名牧信仰
正統, 教訓正確, 信徒⾃⼰⽣命反不得⾒長, 尤其是那些因敬仰名牧之名在其教會作傳道的
⼈, 講道解經不敢跨越名牧的圍欄, 獨立思考的能⼒因⽽減損且下滑。

約翰說:「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裏, 並不⽤⼈教訓你們, ⾃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
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約⼀2:27) 這是
個成熟, 可吃乾糧的基督徒的⽣命記號, 然, 信徒在名牧效應下終必失去主的恩膏。名牧死
時, 這些依附者必然痛哭, 然他們的哭情卻是深於對⾃⼰的罪的懺悔, 也必深於對基督被釘
⼗架的感受; 這些信徒在情感上的表現因名牧效應⽽本末倒置。

約翰在此的插話解釋已指出這等危機, 並提出解決之道, 不省察之的基督徒, ⽣命倒退是⾃
取的。基督徒當知, 我們將來不是躲在名牧的背後, ⽽是個別地站在主⾯前接受冠冕, 或是
其他, 名牧無法為我們承擔什麼。

(2) 約翰寫耶穌對彼得說的「你餵養我的⽺」, 他寫之, 也信之, 故約翰的插話⾏為顯⽰出他寫
福⾳書時乃以牧者的⼼書之, 餵養著讀此書之主的⽺; 約翰寫他所信的, 信他所寫的, 也要主
的⽺信他所寫的。這是基督僕⼈當有的⽣命特質, ⼼繫主的⽺, 信仰堅貞, 並敦促主的⽺信
他所相信的。有主的呼召的傳道⼈必然有這樣的⽣命特質, 這樣的傳道⼈可無礙的解釋約
翰福⾳, 明⽩使徒約翰寫的福⾳書⼀是本⽣命的書, ⽽不是耶穌的歷史敘事紀錄, 讀之為⽀
取⽣命。

約翰福⾳的神學性強, 註釋此書者豐, 欲解釋約翰福⾳的基督徒必參讀多本註釋書, 以為如
此就可上台傳講並解釋約翰福⾳。然, 約翰福⾳之⽣命之書的特性, 唯擁有約翰⽣命特質的
傳道⼈⽅能能抓穩約翰所寫之命脈所在。這是許多讀神學的⼈沒有意識到的事, 他們或可
講上幾次, 但系列性的講述卻是不能。 

(3) 約翰可插話解釋主耶穌的話不是不敬, 反⽽顯出他⼼靈的⾃由, ⽽這⾃由為的是認識主的話
到最精確的程度,「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由。」(約8:32) 試想, 我們讀主耶
穌對彼得說的這話, 能夠解釋得與使徒約翰相同嗎? 絕對不會, 因為我們怎麼分析都不會朝
死的⽅向理解。我們處在21世紀的現在, 已有相當的教會遺產, 以及多位名牧的講道解經
集, 在前輩著作豐富的情況下, 難得有⾃⼰的創⾒。保羅說上帝的道不被捆綁(提後2:9b), 這
雖是指上帝的道不會因他的受監⽽死於此, 但也是指上帝的道不限於既有的教會資產。

我們前⾯所講的“以使徒寫的解釋使徒寫的”就是⼀種創⾒。還有, 我們指出約翰福⾳第⼆⼗
⼀章的七⼈就是⼀個雛形教會, 其中有知名的使徒, 知名的非使徒, 以及兩位不知名的⾨徒, 
故這章當是教會必讀的⼀章聖經; 現今的教會論讀的多是保羅的以弗所書, 沒有這章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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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我們解釋耶穌問「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的“這些”已脫於字意⽽理解為耶穌⼿腳上
的釘痕。

附註
我以⼀個靈恩派牧師於8⽉14⽇的主⽇講道作為警語的旗幟。這位牧師於該主⽇講道時⾝穿平
常服裝, 斜歪著⾝⼦, ⼿拿麥克風不疾不徐的向台下滿滿的會眾講了近⼀個⼩時的道, 題⽬是
「深深愛主」。這位年邁牧師的講道提到神, 聖靈, 以及耶穌, 當然也引聖經。這位牧師告訴會
眾說, ⾨徒可看⾒道成⾁⾝的耶穌和死裏復活的耶穌, 但我們可以看⾒坐寶座的耶穌; ⼜說, 基
督徒可從信徒到⾨徒, ⼜可蒙神差派的使徒, 讓神使⽤; ⼜說出“神告訴我”之語; ⼜提說他所經歷
的神蹟奇事。

我聽了這牧師的這篇講道最⼤的感受是, ⼼中充滿對主的感謝, 引導我離開這樣型態的教會; 最
⼤的難受是, 聽整篇講道只看到這位牧師和他的經歷, 看不到基督, 且聽到“神”多多, 難得聽到
“基督”; 最⼤的氣憤是, 不知這位牧師所引⽤的經⽂何意。這位牧師歡喜看到坐寶座的耶穌, 卻
不察約翰看⾒聖潔的主時是「我⼀看⾒, 就仆倒在他腳前, 像死了⼀樣。」(啟1:17a) 

末, 我不得不承認這位牧師的講道能吸引許多⼈, (因聲⾳與氣氛)讓⼈感動, ⽽基督徒聽了之後
也羨慕這位牧師的經歷。我上回說過, 基督徒的⼀切經歷必須回歸聖經, 以聖經為本作為檢驗
的依據。這位牧師若真照他所說的, 服事神時充滿著神蹟奇事, 若這些神蹟奇事可造就⼈, 他應
該將之轉為⽂字, 流傳百世。然他⼼裏明⽩, 這些神蹟奇事的價值遠不如講道中解釋聖經部份; 
這位牧師知道, 會眾喜歡聽這些神蹟奇事, 講了更證明神與他的同在。

⼀個教會主⽇的鋪陳可看出這教會敬畏的程度, 當⽇這位牧師講道近尾聲尚未全部講完時, 敬
拜團隊竟然⼀⼀走上講台, 準備接下來的詩歌領唱, 這讓⼈感覺到整個崇拜不過是⼀場show, ⽽
不是講道。另, 今⽇靈恩派教會講員主⽇講道的服裝甚是隨意, 問, 若是總統召⾒, 這些講員還
會穿同樣的服裝⾯⾒總統嗎? 

我提這位牧師講道內容乃是提醒各位, 我們弱不儆醒, 不查驗, 不思想, 很容易被這樣牧師的道
吸引過去, 反正有神同在就好了。我再次提主耶穌和使徒說的話, 主說:「⽗不審判甚麼⼈, 乃將
審判的事全交與⼦」(約5:22) 主的使徒約翰說:「凡不認⼦的, 就沒有⽗; 認⼦的, 連⽗也有了」
(約⼀2:23)  主的使徒約翰說:「只有⼀位上帝, 在神和⼈中間, 只有⼀位中保, 乃是降世為⼈的
基督耶穌, 他捨⾃⼰作萬⼈的贖價, 到了時候, 這事必證明出來;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提前
2:5,6)

有⼈或許對我語出責備, 謂不可批評傳道⼈, 我但請這些⼈甚⾄這位牧師評解我所講的道, 並請
提出有那些不合聖經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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