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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46 课 
 

1 
祷告 
 

 

组长。祷告并将你的小组和这个有关建立基督教会的课程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启十二 – 十四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启十二 – 十四）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约翰福音的钥节］ 
(19) 约十七：15 

 
两人一组复习。 
(19) 约十七：15。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4 
研经（85 分钟）                                              ［约翰福音］ 

约二十一：1-25 
 
引言。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约二十一：1-25。在约二十一，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祂的七个门徒显

现，并且重申彼得的使徒职分。然后，作者指出一群人异口同声的见证，表明记载在约翰福音中的事件的可靠

性，藉此结束这卷福音书。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约二十一：1-25。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步骤 2. 探索。          观察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对你十分重要？ 
或者，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感动你的心？ 
记录。探索一至两个你明白的真理。思想这些真理，并把你的感想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让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然后轮流分享）。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结果。 
（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探索 1. 鱼增多的神迹的意义。 
 

在约十六：32，耶稣基督说：“时候将到……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和自己的事）去。”耶稣基督被

钉在十字架上和复活以后，门徒放弃了他们在神国里的活动，他们重操故业以维持生计。他们当中有些人从前

是渔夫，就回去打鱼。历史又重演了。正如路五所说，这些门徒整夜劳力打鱼，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整夜没

有收获，可能是神表明对他们的不悦，因为他们忽略了他们在神国里的工作。然而，神仍然爱他们，并没有离

弃他们！ 
 

 (1) 鱼增多的神迹的目的。 
清晨，耶稣基督站在加利利湖边，但由于黎明或清晨时分的薄雾，他们认不出祂来。耶稣对他们说：“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耶稣知道他们没有打着什么，但还是提出这个问题，为要他们注意到，他们重操故业（打

鱼）是完全失败的做法。门徒没有充分领会到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耶稣仿佛对门徒说：“你们并没有打着什

么，对吗？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十五：5）”耶稣基督要祂的门徒一次并永远地学习这一课：离

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就不能作什么（有永恒价值）的事，但有了耶稣，祂为他们的生命所定的非凡计划就得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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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简单地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门徒的反应很不寻常。经验

丰富的渔夫通常都不会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给他们指示，尤其是在他们从事了一辈子的行业上！然而，因为那

个陌生人的声音极具说服力，他们就立刻听从了。他们打了很多鱼，以至他们不断努力也不能把鱼拉上（未完

成时态）船来。他们不得不把网拉到岸上。后来，他们数算鱼的数目，共一百五十三条大鱼，网却没有破。这

段经文描述的第一个神迹，是奇妙地打到很多鱼的神迹！ 
 

这个鱼增多的神迹有两个目的。 
• 这个神迹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打开门徒的眼睛，使他们看见他们靠自己不能作什么（约十五：5）。 
• 这个神迹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加强门徒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也加强他们对祂持续赐予的力量和爱的信心！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耶稣一次又一次进入我生命中的特定环境，一次又一次在我生命中给我新的机会、新的任

务，以及新的盼望！当祂关上一扇门时，祂总会打开另一扇门（启三：7-8）。当祂在我生命中写完第一章，

便开始写第二章。“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藉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林后三：2-
3）。 
 

 (2) 这个神迹可能的象征意义。 
圣经没有给“一百五十三”条鱼这个数字赋予任何意义。如果这个数字具有任何象征意义的话，它与上下文的

主题之间必定有某种关系。它大概是指出一个事实，就是门徒将会透过他们的宣讲和教导得着很多新信徒相信

耶稣基督（太四：19；二十四：14）。 
 

如果网没有破具有任何象征意义的话，它必定是指“福音的网”总不会破，不管它得着多少归信的人！福音带

进神国度里的人并没有数目限制（启五：9-10；七：9）！ 
 

门徒无法将这么多鱼拉上彼得的船上，如果这具有任何象征意义的话，它是指没有任何羊圈大得足以容纳好牧

人的羊群中所有的羊（约十：3-16）。没有任何教会或教会宗派大得足以容纳在世上神国里的所有基督徒！世

上所有教会彼此需要去完成大使命！ 
 
 

探索 2. 一条鱼和一个饼增多的神迹的意义。 
 

 (1) 一条鱼和一个饼增多的神迹的目的。  
门徒约翰通常比彼得更快理解事物，门徒彼得通常比约翰更快作出行动（参看约二十：3-6）。因此，当约翰

意识到那站在岸上的是耶稣时，他告诉彼得，彼得便跳进海里游到岸上，因为他想第一个到耶稣那里。其他门

徒在船上跟着，并将装满了鱼的网拉到岸上。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单数），又有饼

（单数）。1  
 

如果第 9 节和第 13 节中所说的“鱼”和“饼”这两个字含有集体的意思（多条鱼和多个饼），那么，这段经

文所描述的，就不是一个神迹，而是一顿普通的早饭了。耶稣叫门徒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然而，如果这些

字词含有单数的意思，正如它们在第 13 节中肯定有这个意思（一条鱼和一个饼）2，那么，耶稣给他们的，就

不是来自门徒刚才打的鱼！这样，这段经文描述的第二个神迹，是一条鱼和一个饼增多的神迹！ 
 

在约六，耶稣基督行了一个神迹，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五千人，这数目还未包括妇女和孩童（约六：11）。

在约二十一，耶稣基督邀请七个饥饿的男人来与祂一同吃早饭，分享一个饼和一条鱼，这是祂在门徒上岸之前

预备的，并不是来自门徒刚才打的鱼。耶稣拿起饼来递给门徒，又拿起鱼来递给门徒。这正是耶稣喂饱五千人

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耶稣再次行神迹，将一条鱼和一个饼分给在场饥饿的人！ 
 

这个一条鱼和一个饼增多的神迹有两个目的。 
• 这个神迹的第一个目的是提醒门徒，他们有一个召命和任务要完成，也就是说，不要忙于重操故业（作得

鱼的渔夫），而是要去宣扬福音，使万民作门徒（作得人的渔夫）（太四：19）。 
• 这个神迹的第二个目的是提醒他们，使归信者的人数增长，以及使人的灵命成长的，是主耶稣基督（林前

三：6）！ 
 

 (2) 神迹是记号。 

                                                           
1 希腊文：opsarion epikeimenon kai arton. 
2 希腊文：ton arton kai to opsa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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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增多的神迹都有“记号”的特征，换句话说，这个神迹含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身分的信息。读者留下一个

印象，就是这里有比表面上所看到的更深层意义，这内在含意将会在这一章的其余部分呈现出来。这些神迹都

是比喻，指出门徒在将来的宣教活动！ 
 

步骤 3. 问题。                                解释 
思想问题。对于这段经文，你会向小组提出什么问题？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约二十一：1-25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请提出任何不明白之处。  
记录。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然后把你的问题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之后，首先让各人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然后，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尝试在你的小组里讨论并回答问题。） 
（以下是学员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笔记的一些例子）。 
 

二十一 15-17 
问题 1. 为什么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爱祂？ 
笔记。 
 

 (1) 本章的事件把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事件逆转了。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基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话，要公开地重申彼得的使徒职分。祂要让整个教会知道，祂已

经赦免了彼得和其他门徒在祂受审和钉十字架的时候不认祂和离弃祂。当时的环境和耶稣所说的话，是要让彼

得想起他不认耶稣时的情景。 
• 彼得就是在院子里的炭火旁不认耶稣的（约十八：18）。现在海滩上有另一堆炭火，他要在这里承认他对

耶稣的爱。 
• 大约在这一天之前的十天，彼得曾三次不认耶稣基督，公开地说他不认识耶稣基督（约十八：17，25，

27）。现在他不得不三次承认耶稣基督，公开地说耶稣基督是他所爱的主。 
• 关于彼得不认主的预言，是以这句话作为开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希腊文：amen, amen）（约

十三：38）。现在，关于彼得将要怎样死的预言，也是以同样的话作为开头的（约二十一：18）。 
• 在约十三：36-38，彼得曾起誓说他必跟从耶稣，为耶稣舍命，但耶稣预言彼得将要三次不认祂。先后次序

是：跟从耶稣、为耶稣舍命，却不认耶稣。 
在约二十一：15-19，耶稣引导彼得作相反的事：他要三次确定他爱耶稣，然后耶稣预言彼得将要怎样为祂

舍命，最后劝勉彼得跟从祂。现在，先后次序是：承认耶稣、为耶稣舍命，继续跟从耶稣。 
真正作门徒并不是靠血气的力量（人的意志和人的努力）去跟从耶稣基督。真正作门徒是你要肯定耶稣是你起

初的爱（启二：4），并且计算跟从耶稣基督的代价，也就是说，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祂（路九：23；十

四：25-30）。  
 

 (2) 彼得的自夸变为彼得的谦卑。 
在太二十六：33，彼得在所有门徒面前夸口，说众人虽然跌倒，离开耶稣基督，他（彼得）却永不跌倒！彼得

的自我完全膨胀了，将自己看得比其他门徒高。因此，耶稣问他是否比其他门徒更爱耶稣，这是十分恰当的。

耶稣给彼得一个机会，让祂谦卑地承认他爱耶稣，而不将自己和其他门徒作比较！ 
 

耶稣和彼得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两个字来表达“爱”。 
• 第一个字的意思是：“尽你一切性情、情感和行动去牺牲舍己地爱”（希腊文：agapaó）（可十二：30-

31）。 
• 第二个字的意思是：“有真挚的情感”尤其是指对另一个人有一种依恋的主观感觉（希腊文：fileó）。 

 

第一次，耶稣明明地问道：“你是否真的比其他门徒更愿意以你整个人、绝对的献身、牺牲舍己地爱我吗？”

然而，当彼得想起自己从前不认主，又明白耶稣知道他旳一切事情，就谦卑下来。于是他使用了另一个表达爱

的字，明明地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对你有真挚的情感（我喜欢你）。” 
 

第二次，耶稣再次明明地问道：“你是否真的以你整个人、绝对的献身、牺牲舍己地爱我吗？”但彼得仍然不

敢确认自己对耶稣基督有这种至高的爱（希腊文：agapé）。因此，他明明地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

我对你有真挚的情感（希腊文：f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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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耶稣基督降至彼得的层次，使用彼得用来表达爱的同一个字，明明地问道：“你对我有真挚的情感

（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彼得就甚忧愁，因为耶稣似乎连他对耶稣的主观依恋也表示怀疑。尽管如

此，彼得还是吸取了教训，仍然存着谦卑的心。他再也不敢诉诸于自己的任何东西。彼得在他的内心深处确

信，他对耶稣基督有这种卑微的爱，而且耶稣也能意识到这一点。他明明地回答说：“主啊，祢是无所不知

的；祢知道我对祢有真挚的情感（祢知道我喜欢祢）。” 
 

 (3) 彼得重新得尊荣。 
耶稣三次重申祂给彼得的使命： 
• “喂养（希腊文：boskó）我的小羊” 
• “牧养（希腊文：poimainó）我的羊” 
• “喂养（希腊文：boskó）我的羊” 

这三个动词都使用祈使语气、现在进行时态和主动语态。 
 

这不是指教会里三个不同的信徒群体，例如儿童、成人和年青人。相反，不同的用词是指好牧人的同一群羊，

但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这群羊。 
• 首先，信徒和他们的儿女被视为“小羊”。他们还未成熟，是软弱和无助的。他们需要用圣经中坚固的食

物来喂养。 
• 其次，他们被视为“羊”。他们很容易偏离牧人，并且凡事都要倚靠一位好牧人。因此，他们需要被牧

养，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温柔的爱来使他们得保护、引导、喂养、安息和看顾。 
 

经过多年服侍之后，使徒彼得仍然存着谦卑的心，继续承认耶稣基督是“牧长”（彼前五：4；参看约十：11-
16）和“众信徒灵魂的监督”（希腊文：bishop）。基督教会的领袖（众长老）不过是在牧长之下的“牧人”

而已（彼前五：1-4；参看结三十四：1-24）。 
 
 

二十一：18-19 
问题 2. 耶稣如何论到使徒彼得的将来？ 
笔记。 
 

 (1) 耶稣预言彼得将要怎样死。 
在彼得恢复了使徒的职分后，耶稣预言彼得将会怎样为基督舍命。首先，耶稣提到彼得“年少的时候”怎样。

那时候，他大概是一个独立自主、随心所欲的人。“他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耶稣在主后 30 年第七次显现的时候说到这些关于彼得的话。那时候，彼得大概是个中年人，他比约翰年长。 
 

然后，耶稣这样论到彼得：“但你年老的时候。”在彼得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他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他束

上，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使徒约翰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祂。约翰福音在主后 70
至 98 年期间写作，那时彼得已经死了，人们知道彼得是怎么死的。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彼得是怎么死的，

但古代教会历史这样记载：“彼得向分散的犹太人传福音，尤其是分散在小亚细亚（现今土耳其）的犹太人。

最后，他到了罗马。主后 64 年，在尼禄皇统治期间大规模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彼得被倒钉在十字架上而

死。” 
 

 (2) 耶稣教导彼得在生命中的任何境况都要跟从祂。 
耶稣说完了这些预言，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彼得现在、此时此刻必须作主

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使徒，在怎样服事、怎样受苦，以及最后怎样死，都要跟从祂。 
 
 

二十一：19-23 
问题 3. 耶稣如何论到使徒约翰的将来？ 
笔记。 
 

 (1) 耶稣没有预言约翰怎样死。 
耶稣与彼得走开的时候，约翰跟着他们。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约翰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

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要跟从我（一个命令）。”因为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还活着（主后 70-98 年），有

些基督徒猜测使徒约翰是否活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如果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死了，当然就不再

有这样的误解存着一些基督徒当中。耶稣并不是要说使徒约翰会活在世上，直到祂第二次降临。耶稣这样回答

彼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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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耶稣教导彼得不应专注于神隐藏的旨意。 
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主耶稣基督对祂的门徒约翰有祂自己的计划，但这事与使

徒彼得无关。约翰可能要殉道，也可能活到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彼得不用知道这事！耶稣基督没有向约翰显

明祂隐藏的旨意，也没有向彼得显明！重要的并不是对将来存着好奇心，而是顺服主在当下的命令：“跟从

我！”“喂养我的小羊！”“照顾（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彼得不应专注于神所隐藏有关别人的

将来的旨意，而是要专注于神所显明的旨意！耶稣在约翰身上的计划与彼得无关，他无权干涉。他的责任是跟

从主耶稣基督，忠于自己的呼召和使命。 
 

同样，基督徒也不应专注于耶稣基督没有向他们显明的事情。相反，他们应当专注于神在圣经中所显明的旨

意。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

上的一切话”（申二十九：29）！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 世上有很多人需要听福音（太二十四：14）！ 
• 世上万国的人需要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太二十八：19）。 
• 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和赤贫的人需要食物和照顾。 

彼得和所有基督徒都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任务上！有时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不合法，也不恰当！关于神永恒和

隐藏的旨意的问题总是不合法和不恰当的！ 
 

步骤 4. 应用。                     应用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哪一个真理可以让基督徒应用？ 
分享和记录。让我们集思广益，从约二十一：1-25 想出一些可能的应用，并记录下来。  
思想问题。神希望你把哪个可能的应用变成你个人的生活应用？ 
记录。把这个个人应用写在你的笔记簿上。随时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请谨记，每个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过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应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应

用。） 
 

1. 从约二十一：1-25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二十一：3。 彼得重操故业：他打鱼去。每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去行耶稣基督最后给你的明确

命令。有人说：“不要在黑暗中怀疑神在光明中对你所说的话！” 
二十一：4。 要意识到耶稣基督有时可能会来与你相会，但你可能不会马上认出祂来。 
二十一：6。 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就要照着祂所说的去行。你总不会因顺服而感到失望！ 
二十一：12。 总不要害怕向耶稣基督提出这个问题：“你是谁？”只有当你寻找的时候才寻见，当你祈求

的时候才得着（太七：7-8）。 
二十一：14。 圣经记载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人们显现的所有重要时刻。没有其他宗教领袖为自己

的子民赎罪而死。没有其他宗教有任何历史证据，证明他们的宗教领袖从死里复活！没有任

何历史证据证明这样的一位宗教领袖在死后向人显现！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向人显现，这

绝对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 
二十一：15-16。 你会如何回答耶稣所提出的问题：“你真的爱我吗？” 
二十一：15-17。 在神的国度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牧养群羊。 
二十一：18。 即使别人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基督也在那里与你同在（太二十八：20）。 
二十一：19。 所有基督徒都要做的事，就是跟从耶稣基督。 
二十一：22。 基督徒不应专注于神没有显明的旨意，而是要专注于神所显明的旨意。 
 

2. 从约二十一：1-25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从彼得身上学到的第一个教训是，只对自己作出现实和真诚的陈述。膨胀的自尊是骄傲，骄傲在跌倒之先。 
 

我从彼得身上学到的第二个教训是，不要专注于神隐藏的旨意，而是只专注于神在圣经中所显明的旨意！然后

摆上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去跟从耶稣基督！ 
 

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约二十一：1-25 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  
（就你在这次研经中所学到的教训在祷告中作出回应。练习只用一至两句来祷告。请谨记，每一个小组的组员

会为不同的问题祷告。） 
 

5 
祷告（8 分钟）                                                       ［代求］ 

为他人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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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二至三人一组，继续祷告。彼此代祷，也为其他人祈祷（罗十五：30；西四：12）。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并建立基督的教会。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约二十一的研经。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启十五 – 十八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20) 约十八：36。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6. 更新你关于建立基督的教会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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