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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46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啟十二 – 十四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啟十二 – 十四）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約翰福音的鑰節］ 
(19) 約十七：15 

 
兩人一組複習。 
(19) 約十七：15。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4 
研經（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二十一：1-25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約二十一：1-25。在約二十一，耶穌在加利利海邊向祂的七個門徒顯

現，並且重申彼得的使徒職分。然後，作者指出一群人異口同聲的見證，表明記載在約翰福音中的事件的可靠

性，藉此結束這卷福音書。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約二十一：1-25。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探索 1. 魚增多的神蹟的意義。 
 

在約十六：32，耶穌基督說：“時候將到……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和自己的事）去。”耶穌基督被

釘在十字架上和復活以後，門徒放棄了他們在神國裏的活動，他們重操故業以維持生計。他們當中有些人從前

是漁夫，就回去打魚。歷史又重演了。正如路五所說，這些門徒整夜勞力打魚，並沒有打着什麼。他們整夜沒

有收穫，可能是神表明對他們的不悅，因為他們忽略了他們在神國裏的工作。然而，神仍然愛他們，並沒有離

棄他們！ 
 

 (1) 魚增多的神蹟的目的。 
清晨，耶穌基督站在加利利湖邊，但由於黎明或清晨時分的薄霧，他們認不出祂來。耶穌對他們說：“小子！

你們有吃的沒有？”耶穌知道他們沒有打着什麼，但還是提出這個問題，為要他們注意到，他們重操故業（打

魚）是完全失敗的做法。門徒沒有充分領會到神對他們生命的計劃。耶穌彷彿對門徒說：“你們並沒有打着什

麼，對嗎？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約十五：5）”耶穌基督要祂的門徒一次並永遠地學習這一課：離

了主耶穌基督，他們就不能作什麼（有永恆價值）的事，但有了耶穌，祂為他們的生命所定的非凡計劃就得以

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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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簡單地回答說：“沒有。”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着。”門徒的反應很不尋常。經驗

豐富的漁夫通常都不會讓一個完全陌生的人給他們指示，尤其是在他們從事了一輩子的行業上！然而，因為那

個陌生人的聲音極具說服力，他們就立刻聽從了。他們打了很多魚，以至他們不斷努力也不能把魚拉上（未完

成時態）船來。他們不得不把網拉到岸上。後來，他們數算魚的數目，共一百五十三條大魚，網卻沒有破。這

段經文描述的第一個神蹟，是奇妙地打到很多魚的神蹟！ 
 

這個魚增多的神蹟有兩個目的。 
• 這個神蹟的第一個目的，就是打開門徒的眼睛，使他們看見他們靠自己不能作什麼（約十五：5）。 
• 這個神蹟的第二個目的，就是加強門徒對耶穌基督的信心，也加強他們對祂持續賜予的力量和愛的信心！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耶穌一次又一次進入我生命中的特定環境，一次又一次在我生命中給我新的機會、新的任

務，以及新的盼望！當祂關上一扇門時，祂總會打開另一扇門（啟三：7-8）。當祂在我生命中寫完第一章，

便開始寫第二章。“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寫在我們的心裏，被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

藉着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林後三：2-
3）。 
 

 (2) 這個神蹟可能的象徵意義。 
聖經沒有給“一百五十三”條魚這個數字賦予任何意義。如果這個數字具有任何象徵意義的話，它與上下文的

主題之間必定有某種關係。它大概是指出一個事實，就是門徒將會透過他們的宣講和教導得着很多新信徒相信

耶穌基督（太四：19；二十四：14）。 
 

如果網沒有破具有任何象徵意義的話，它必定是指“福音的網”總不會破，不管它得着多少歸信的人！福音帶

進神國度裏的人並沒有數目限制（啟五：9-10；七：9）！ 
 

門徒無法將這麼多魚拉上彼得的船上，如果這具有任何象徵意義的話，它是指沒有任何羊圈大得足以容納好牧

人的羊群中所有的羊（約十：3-16）。沒有任何教會或教會宗派大得足以容納在世上神國裏的所有基督徒！世

上所有教會彼此需要去完成大使命！ 
 
 

探索 2. 一條魚和一個餅增多的神蹟的意義。 
 

 (1) 一條魚和一個餅增多的神蹟的目的。  
門徒約翰通常比彼得更快理解事物，門徒彼得通常比約翰更快作出行動（參看約二十：3-6）。因此，當約翰

意識到那站在岸上的是耶穌時，他告訴彼得，彼得便跳進海裏游到岸上，因為他想第一個到耶穌那裏。其他門

徒在船上跟着，並將裝滿了魚的網拉到岸上。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單數），又有餅

（單數）。1  
 

如果第 9 節和第 13 節中所說的“魚”和“餅”這兩個字含有集體的意思（多條魚和多個餅），那麼，這段經

文所描述的，就不是一個神蹟，而是一頓普通的早飯了。耶穌叫門徒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然而，如果這些

字詞含有單數的意思，正如它們在第 13 節中肯定有這個意思（一條魚和一個餅）2，那麼，耶穌給他們的，就

不是來自門徒剛才打的魚！這樣，這段經文描述的第二個神蹟，是一條魚和一個餅增多的神蹟！ 
 

在約六，耶穌基督行了一個神蹟，用五個餅和兩條魚餵飽五千人，這數目還未包括婦女和孩童（約六：11）。

在約二十一，耶穌基督邀請七個饑餓的男人來與祂一同吃早飯，分享一個餅和一條魚，這是祂在門徒上岸之前

預備的，並不是來自門徒剛才打的魚。耶穌拿起餅來遞給門徒，又拿起魚來遞給門徒。這正是耶穌餵飽五千人

的時候所發生的事。耶穌再次行神蹟，將一條魚和一個餅分給在場饑餓的人！ 
 

這個一條魚和一個餅增多的神蹟有兩個目的。 
• 這個神蹟的第一個目的是提醒門徒，他們有一個召命和任務要完成，也就是說，不要忙於重操故業（作得

魚的漁夫），而是要去宣揚福音，使萬民作門徒（作得人的漁夫）（太四：19）。 
• 這個神蹟的第二個目的是提醒他們，使歸信者的人數增長，以及使人的靈命成長的，是主耶穌基督（林前

三：6）！ 
 

 (2) 神蹟是記號。 

                                                           
1 希臘文：opsarion epikeimenon kai arton. 
2 希臘文：ton arton kai to opsa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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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增多的神蹟都有“記號”的特徵，換句話說，這個神蹟含有關於耶穌基督的身分的信息。讀者留下一個

印象，就是這裏有比表面上所看到的更深層意義，這內在含意將會在這一章的其餘部分呈現出來。這些神蹟都

是比喻，指出門徒在將來的宣教活動！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約二十一：1-25 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二十一 15-17 
問題 1. 為什麼耶穌三次問彼得是否愛祂？ 
筆記。 
 

 (1) 本章的事件把彼得三次不認耶穌的事件逆轉了。 
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基督轉過身來對彼得說話，要公開地重申彼得的使徒職分。祂要讓整個教會知道，祂已

經赦免了彼得和其他門徒在祂受審和釘十字架的時候不認祂和離棄祂。當時的環境和耶穌所說的話，是要讓彼

得想起他不認耶穌時的情景。 
• 彼得就是在院子裏的炭火旁不認耶穌的（約十八：18）。現在海灘上有另一堆炭火，他要在這裏承認他對

耶穌的愛。 
• 大約在這一天之前的十天，彼得曾三次不認耶穌基督，公開地說他不認識耶穌基督（約十八：17，25，

27）。現在他不得不三次承認耶穌基督，公開地說耶穌基督是他所愛的主。 
• 關於彼得不認主的預言，是以這句話作為開頭的：“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希臘文：amen, amen）（約

十三：38）。現在，關於彼得將要怎樣死的預言，也是以同樣的話作為開頭的（約二十一：18）。 
• 在約十三：36-38，彼得曾起誓說他必跟從耶穌，為耶穌捨命，但耶穌預言彼得將要三次不認祂。先後次序

是：跟從耶穌、為耶穌捨命，卻不認耶穌。 
在約二十一：15-19，耶穌引導彼得作相反的事：他要三次確定他愛耶穌，然後耶穌預言彼得將要怎樣為祂

捨命，最後勸勉彼得跟從祂。現在，先後次序是：承認耶穌、為耶穌捨命，繼續跟從耶穌。 
真正作門徒並不是靠血氣的力量（人的意志和人的努力）去跟從耶穌基督。真正作門徒是你要肯定耶穌是你起

初的愛（啟二：4），並且計算跟從耶穌基督的代價，也就是說，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從祂（路九：23；十

四：25-30）。  
 

 (2) 彼得的自誇變為彼得的謙卑。 
在太二十六：33，彼得在所有門徒面前誇口，說眾人雖然跌倒，離開耶穌基督，他（彼得）卻永不跌倒！彼得

的自我完全膨脹了，將自己看得比其他門徒高。因此，耶穌問他是否比其他門徒更愛耶穌，這是十分恰當的。

耶穌給彼得一個機會，讓祂謙卑地承認他愛耶穌，而不將自己和其他門徒作比較！ 
 

耶穌和彼得在這段經文中使用了兩個字來表達“愛”。 
• 第一個字的意思是：“盡你一切性情、情感和行動去犧牲捨己地愛”（希臘文：agapaó）（可十二：30-

31）。 
• 第二個字的意思是：“有真摯的情感”尤其是指對另一個人有一種依戀的主觀感覺（希臘文：fileó）。 

 

第一次，耶穌明明地問道：“你是否真的比其他門徒更願意以你整個人、絕對的獻身、犧牲捨己地愛我嗎？”

然而，當彼得想起自己從前不認主，又明白耶穌知道他旳一切事情，就謙卑下來。於是他使用了另一個表達愛

的字，明明地回答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對你有真摯的情感（我喜歡你）。” 
 

第二次，耶穌再次明明地問道：“你是否真的以你整個人、絕對的獻身、犧牲捨己地愛我嗎？”但彼得仍然不

敢確認自己對耶穌基督有這種至高的愛（希臘文：agapé）。因此，他明明地回答說：“主啊，是的，你知道

我對你有真摯的情感（希臘文：f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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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耶穌基督降至彼得的層次，使用彼得用來表達愛的同一個字，明明地問道：“你對我有真摯的情感

（你喜歡我）嗎？你喜歡我嗎？”彼得就甚憂愁，因為耶穌似乎連他對耶穌的主觀依戀也表示懷疑。儘管如

此，彼得還是吸取了教訓，仍然存着謙卑的心。他再也不敢訴諸於自己的任何東西。彼得在他的內心深處確

信，他對耶穌基督有這種卑微的愛，而且耶穌也能意識到這一點。他明明地回答說：“主啊，祢是無所不知

的；祢知道我對祢有真摯的情感（祢知道我喜歡祢）。” 
 

 (3) 彼得重新得尊榮。 
耶穌三次重申祂給彼得的使命： 
• “餵養（希臘文：boskó）我的小羊” 
• “牧養（希臘文：poimainó）我的羊” 
• “餵養（希臘文：boskó）我的羊” 

這三個動詞都使用祈使語氣、現在進行時態和主動語態。 
 

這不是指教會裏三個不同的信徒群體，例如兒童、成人和年青人。相反，不同的用詞是指好牧人的同一群羊，

但是從兩個不同的觀點來看這群羊。 
• 首先，信徒和他們的兒女被視為“小羊”。他們還未成熟，是軟弱和無助的。他們需要用聖經中堅固的食

物來餵養。 
• 其次，他們被視為“羊”。他們很容易偏離牧人，並且凡事都要倚靠一位好牧人。因此，他們需要被牧

養，換句話說，他們需要溫柔的愛來使他們得保護、引導、餵養、安息和看顧。 
 

經過多年服侍之後，使徒彼得仍然存着謙卑的心，繼續承認耶穌基督是“牧長”（彼前五：4；參看約十：11-
16）和“眾信徒靈魂的監督”（希臘文：bishop）。基督教會的領袖（眾長老）不過是在牧長之下的“牧人”

而已（彼前五：1-4；參看結三十四：1-24）。 
 
 

二十一：18-19 
問題 2. 耶穌如何論到使徒彼得的將來？ 
筆記。 
 

 (1) 耶穌預言彼得將要怎樣死。 
在彼得恢復了使徒的職分後，耶穌預言彼得將會怎樣為基督捨命。首先，耶穌提到彼得“年少的時候”怎樣。

那時候，他大概是一個獨立自主、隨心所欲的人。“他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 
 

耶穌在主後 30 年第七次顯現的時候說到這些關於彼得的話。那時候，彼得大概是個中年人，他比約翰年長。 
 

然後，耶穌這樣論到彼得：“但你年老的時候。”在彼得一生中的某個時刻，他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他束

上，帶他到不願意去的地方。使徒約翰說，耶穌說這話，是指着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祂。約翰福音在主後 70
至 98 年期間寫作，那時彼得已經死了，人們知道彼得是怎麼死的。雖然聖經沒有告訴我們彼得是怎麼死的，

但古代教會歷史這樣記載：“彼得向分散的猶太人傳福音，尤其是分散在小亞細亞（現今土耳其）的猶太人。

最後，他到了羅馬。主後 64 年，在尼祿皇統治期間大規模逼迫（基督徒）的時候，彼得被倒釘在十字架上而

死。” 
 

 (2) 耶穌教導彼得在生命中的任何境況都要跟從祂。 
耶穌說完了這些預言，就對彼得說：“你跟從我吧！”無論將來發生什麼事情，彼得現在、此時此刻必須作主

耶穌基督的門徒和使徒，在怎樣服事、怎樣受苦，以及最後怎樣死，都要跟從祂。 
 
 

二十一：19-23 
問題 3. 耶穌如何論到使徒約翰的將來？ 
筆記。 
 

 (1) 耶穌沒有預言約翰怎樣死。 
耶穌與彼得走開的時候，約翰跟着他們。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約翰將來如何。耶穌對他說：“我若要他等到

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要跟從我（一個命令）。”因為約翰寫這些話的時候還活着（主後 70-98 年），有

些基督徒猜測使徒約翰是否活到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如果約翰寫這些話的時候已經死了，當然就不再

有這樣的誤解存着一些基督徒當中。耶穌並不是要說使徒約翰會活在世上，直到祂第二次降臨。耶穌這樣回答

彼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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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耶穌教導彼得不應專注於神隱藏的旨意。 
耶穌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主耶穌基督對祂的門徒約翰有祂自己的計劃，但這事與使

徒彼得無關。約翰可能要殉道，也可能活到主第二次降臨的時候。彼得不用知道這事！耶穌基督沒有向約翰顯

明祂隱藏的旨意，也沒有向彼得顯明！重要的並不是對將來存着好奇心，而是順服主在當下的命令：“跟從

我！”“餵養我的小羊！”“照顧（牧養）我的羊！”“餵養我的羊！”彼得不應專注於神所隱藏有關別人的

將來的旨意，而是要專注於神所顯明的旨意！耶穌在約翰身上的計劃與彼得無關，他無權干涉。他的責任是跟

從主耶穌基督，忠於自己的呼召和使命。 
 

同樣，基督徒也不應專注於耶穌基督沒有向他們顯明的事情。相反，他們應當專注於神在聖經中所顯明的旨

意。 “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

上的一切話”（申二十九：29）！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 世上有很多人需要聽福音（太二十四：14）！ 
• 世上萬國的人需要作耶穌基督的門徒（太二十八：19）。 
• 數以百萬計的窮人和赤貧的人需要食物和照顧。 

彼得和所有基督徒都應當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任務上！有時我們提出的問題並不合法，也不恰當！關於神永恆和

隱藏的旨意的問題總是不合法和不恰當的！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約二十一：1-25 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約二十一：1-25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二十一：3。 彼得重操故業：他打魚去。每當你不知道該做什麼的時候，就去行耶穌基督最後給你的明確

命令。有人說：“不要在黑暗中懷疑神在光明中對你所說的話！” 
二十一：4。 要意識到耶穌基督有時可能會來與你相會，但你可能不會馬上認出祂來。 
二十一：6。 如果你相信耶穌基督，就要照着祂所說的去行。你總不會因順服而感到失望！ 
二十一：12。 總不要害怕向耶穌基督提出這個問題：“你是誰？”只有當你尋找的時候才尋見，當你祈求

的時候才得着（太七：7-8）。 
二十一：14。 聖經記載了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以後向人們顯現的所有重要時刻。沒有其他宗教領袖為自己

的子民贖罪而死。沒有其他宗教有任何歷史證據，證明他們的宗教領袖從死裏復活！沒有任

何歷史證據證明這樣的一位宗教領袖在死後向人顯現！耶穌從死裏復活，然後向人顯現，這

絕對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 
二十一：15-16。 你會如何回答耶穌所提出的問題：“你真的愛我嗎？” 
二十一：15-17。 在神的國度裏，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作是牧養群羊。 
二十一：18。 即使別人帶你到你不願意去的地方，耶穌基督也在那裏與你同在（太二十八：20）。 
二十一：19。 所有基督徒都要做的事，就是跟從耶穌基督。 
二十一：22。 基督徒不應專注於神沒有顯明的旨意，而是要專注於神所顯明的旨意。 
 

2. 從約二十一：1-25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從彼得身上學到的第一個教訓是，只對自己作出現實和真誠的陳述。膨脹的自尊是驕傲，驕傲在跌倒之先。 
 

我從彼得身上學到的第二個教訓是，不要專注於神隱藏的旨意，而是只專注於神在聖經中所顯明的旨意！然後

擺上我所有的精力和時間去跟從耶穌基督！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約二十一：1-25 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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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約二十一的研經。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啟十五 – 十八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20) 約十八：36。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6.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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