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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

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
2 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
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
3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
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
那 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4 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
5 耶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
耶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
他們回答說：「沒有。」
6 耶穌說：
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
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
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
7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
是主！」那時西門 彼得
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裡。

08 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

17 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

09 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裡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
他們上 岸 就看見那裡有炭火 上面有魚
有餅

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
彼得
為耶穌第 次對他說「你愛我嗎
就憂愁
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
18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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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
榮耀 神
神。）
）
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20 彼得轉過來，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
轉 來 看 耶 所
那門
著
（就是在晚飯的時候，靠著耶穌胸膛說：
「主啊，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
21 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主啊，這人將來如何？」
22 耶穌對他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
你跟從我吧！」

10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
11 西門•彼得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
西門 彼得就去 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

共一百五十三條；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
12 耶穌說：
耶穌說：「你們來吃早飯。」
你們來吃早飯。」
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
13 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
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
14 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15 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
耶
門
「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說：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

研讀約翰福音已經到了最後的一章了，
如果福音書是童話的話，應該怎樣結束呢？
怎樣結
 一般童話結束，大概都是
「從此王子和公主，快快樂樂地活下去了」
 福音書不僅沒有類似「從此，快快樂樂地活下去」，
反而鋪陳了另一種的張力、懸念
耶穌復活以後，門徒的反應不是領受使命、廣傳福音，
反而為首的彼得說：「我打魚去。」
我
」
其他的門徒說：「我們也和你同去。」
作為漁夫的彼得和一眾，在沒有清楚去向以前，
回到自己本來的崗位是很正常的
回到自己本來的崗位是很正常的，
並非我們所想像的大逆不道。
不過 作為耶穌復活和顯現的後續
不過，作為耶穌復活和顯現的後續，
他們的行動不能不說是有點反高潮。



也有人相信耶穌是責備彼得重操故業，
你愛我比這些捕魚的工具、
愛我 這
魚
一百五十三條魚更深嗎？


還有一個解釋 ─ 耶穌是在重建彼得的使命，
三次，就是希伯來人常用的一種強調的手法，
 像「聖哉！聖哉！聖哉！」
用三次來表達一種的強調
 你愛我嗎？然後三次都確認彼得，
耶穌在這裡所做的是
重建彼得對祂的愛、確認彼得的職事

這些的細節沒有辦法完全解釋，
可是也無損約翰福音呼喚彼得、
讀者一再凝視信仰和生命。

約翰敘述的張力和懸念，還在其他的細節，
比方說：
比方說
 彼得原本是赤身的，一聽到是主的時候，
馬上束上外衣、跳在海裡
 一百五十三條魚
這都是細節，可是沒有提供很詳細、很清楚的解答。
其中一個特別的，最為人所熟悉的「你愛我嗎」
出現了好幾次，同樣讓人不太明白
耶穌說這句話的目的是什麼？
 有人認為耶穌要提醒彼得三次不認祂，
你
你三次不認我、所以我三次問你
不 我 所 我
問你
 有人認為耶穌是取笑、諷刺這一位
自認是門徒第 人的彼得
自認是門徒第一人的彼得，
「你真的愛我比這些門徒更深嗎？」

彼得曾經滿有信心地宣認說…
約六68-69 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彼得曾經顯示他跟隨耶穌的心志和誠意…
約十三36 37 西門•彼得問耶穌說：「主往哪裡去？」
約十三36-37
西門 彼得問耶穌說：「主往哪裡去？

耶穌回答說：「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我去，
後來卻要跟我去。」彼得說： 主啊，
後來卻要跟我去。」彼得說：「主啊，
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我願意為你捨命！」
那天晚上當耶穌和門徒在院子裡，遇上要捉拿祂的差役時，
其餘的門徒呆住了，只有彼得很勇敢地把刀拿出來，
將大祭司的僕人馬勒古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彼得的追隨是如此的慷慨激烈，
彼得的追隨是如此的慷慨激烈
的確比任何的門徒都勇敢、更貼近耶穌。

但勇敢如彼得，也有否認主的時候，
 不一定是最艱困、最艱難的時候
定是最艱
最艱難 時
 倒是灰暗不明的日子，有時使人
憂慮、沮喪，不知不覺地就否認主了
彼得否認主是在大祭司的院子，大祭司的小婢女問他，
他就向那個小婢女說：「我不認識祂。」
不是激昂大的場面、是在幽暗的園子裡。
約翰福音的結束鋪陳了另一重的懸念和張力，
正是這重張力、懸念，
應許那一位不斷來到跟從者面前的主，
 以問題確認祂的門徒還是可以愛祂、跟從祂
問題確
門 還
 要告訴所有的跟從者、包括我們，
要堅持 忍耐 相信祂 愛祂
要堅持、忍耐地相信祂、愛祂，
因祂鍥而不捨地愛我們、等候我們

相信、實踐福音的生活，是呈現復活主的生命，
 不容世上的量度、標準裁決斷定
容
量度 標準裁 斷定
 任何形式的成功或失敗，
都是約化、簡化、扭曲的描述
耶穌以「來跟從我吧」，
解釋了 廿一章 的懸念和張力，
 耶穌門徒的下場，單單在於他們所跟從的主，
不在於他們擁有什麼、有沒有成就
 這不僅是相對於世界來講，也適用於信仰群體，
跟從主並不僅僅是個人，跟從主也是群體，
個人忘記跟從的意義，群體就會慢慢地沉淪，
義 群
會
淪
至終，個人也會因為群體的下墜而忘記跟從主，
按著 界的標準
按著世界的標準、世界的關注
界的關注
來計算、來計較

福音不是童話、也不是撫慰人心的心靈雞湯，
就算耶穌先後以「
就算耶穌先後以「你餵養我的小羊…」
養我
羊
三次確認、堅固彼得的職事，
彼得的從此卻並非是快快樂樂的，不僅如此，
耶穌還以「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強調彼得的下場...
18b-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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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
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
彼得的從此，並不一定是叫彼得或讀者安然的。
 張力和懸念的解決，不在於彼得的將來、
他的是與非、甚或命運，看起來是一個
悲劇的下場，很鬱悶、很糾結的結局
 可是一個大的逆轉 ─ 榮耀神！

就在彼得獲得確認、懸念得到解決的時候，
彼得的眼目落在主所愛的門徒身上 ─
問耶穌說：「主啊，這人將來如何？」
剛被叮嚀跟隨耶穌的彼得，
隨即為自己製造張力。
耶穌還是那一句：「別人你不要管，你跟從我吧！」
 生命的解卸、釋放，並不在於一己的失或是得
 生命的關鍵，不在於我們的比較，
甚至比較身邊的弟兄姊妹、
最喜歡的同工、朋友，
生命的關鍵在於對我們不離不棄復活的主，
祂與我們同行、同在，
忘了這一點，我們就回到死胡同裡面，
越是屬靈信仰的事情，越是糾結、越是不能自拔。

「你跟從我吧」，耶穌對彼得說。
門徒不需要再跟任何人比較，
門徒不需要再跟任何人比較
 即便在信仰的群體裡、
在教會裡，不需要比較
 不需要因為比較而帶來了糾結
彼得是不是最出色，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跟隨耶穌，學效祂、模仿祂，
愛他的弟兄姊妹、為他的弟兄姊妹付出。
每一個跟從者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將會面對自己的挑戰和失敗
 但他的參照點只有
但他的參照點只有一個
個 ─ 就是那位
不斷地呼召、接納，以鍥而不捨、
甚至頑固的愛呼召我們說
甚至頑固的愛呼召我們說：
你跟從我吧！

在讀這福音書最後一章以前，你怎麼樣看自己呢？
 是好像彼得曾經非常的忠心、勇敢，
是 像 得曾 非常 忠心 勇敢
可是不曉得什麼時候、什麼事情，
掉在低谷，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可以不可以再服事主？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主向你說話 ─ 來跟從我！
 在你的懸念、張力當中，有沒有一種使得你跟你的
同工、弟兄姊妹、朋友，越走越遠、甚至糾紛的呢？
這邊復活的主告訴我們 ─ 你跟從我！
耶穌的呼召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 忠心地跟隨祂，
可是每一個人都在不同的處境、面對
自
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挑戰、自己的問題，
道
自
戰 自
問
讓我們忠心地跟隨我們的主耶穌，
 彼此守望、遵守主給我們「彼此相愛」的誡命
彼此守望 遵守主給我們 彼此相愛」的誡命
 同心合意的、忠心地跟隨祂

在讀約翰福音最後一節以前，你對自己的下場很有興趣，
對別人的 場也很有興趣 你希望比較 下
對別人的下場也很有興趣，你希望比較一下，
 這種比較會帶來生命中的糾結，產生幽暗，
在這幽暗當中，你忘了要走的道路、
不能再聽見主給你的呼聲、聖靈保惠師
要走在這一個道路上、忘記了要跟從主
 卻聽了另外一種聲音 ─
要比較、要成功、要比別人強、要把別人比下去
約翰福音不是童話，它應許我們 ─
這位主會與我們同行、所以我們要跟從祂，
為不 較
有糾
勇
這
因為不比較，沒有糾結、勇敢地跟從這位主。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困難、挑戰，
 我們彼此扶持、守望、勉勵
我們彼此扶持 守望 勉勵
 沒有必要再糾結、再比較

親愛的主，我們謝謝你，

禱告

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
不斷地到我們面前來說：來跟從你。
是的，有很多的時候我們自己在生命當中
有許多的張力、懸念、幽暗，
謝謝你在這一段經文裡面提醒我們 ―
 無論我們在怎麼樣的光景、你還是呼召我們跟從你
 怎麼樣在這個群體裡面彼此地守望、彼此地幫助
所以幫助我們，定睛在你身上、忠心地跟隨你。
是的，主啊，你知道我們愛你，求你幫助我們
道我們愛你 求 幫 我 ―
 用鍥而不捨、不離不棄的愛去愛你，因為你先愛我們
 用這樣的愛愛我們的弟兄姊妹，因為你先愛我們
用這樣的愛愛我們的弟兄姊妹
為你先愛我們
聽我們的禱告、悅納我們的立志，
奉靠你寶貴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