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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廿一 1 - 22

1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
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2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
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门 说 「3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
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那 夜并没有打着甚么那一夜并没有打着甚么。
4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5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5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6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6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
7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7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 彼得

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08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09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10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11西门•彼得就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11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12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 」12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
13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13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14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15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16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17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 就忧愁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

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18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
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束上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19（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 神。）19（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 神。）

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20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
「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21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22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研读约翰福音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章了，

如果福音书是童话的话 应该怎样结束呢如果福音书是童话的话，应该怎样结束呢？

 一般童话结束，大概都是

「从此王子和公主，快快乐乐地活下去了」

福音书不仅没有类似「从此，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反而铺陈了另一种的张力、悬念

耶稣复活以后，门徒的反应不是领受使命、广传福音，

反而为首的彼得说：「我打鱼去。」

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作为渔夫的彼得和一众，在没有清楚去向以前，

回到自己本来的岗位是很正常的，到自 来的 位是很正常的，

并非我们所想象的大逆不道。

不过，作为耶稣复活和显现的后续，不过，作为耶稣复活和显现的后续，

他们的行动不能不说是有点反高潮。

约翰叙述的张力和悬念，还在其他的细节，

比方说比方说：

 彼得原本是赤身的，一听到是主的时候，

束 在马上束上外衣、跳在海里

 一百五十三条鱼

这都是细节，可是没有提供很详细、很清楚的解答。

其中一个特别的，最为人所熟悉的「你爱我吗」

出现了好几次，同样让人不太明白

耶稣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认为耶稣要提醒彼得三次不认他，

你三次不认我、所以我三次问你

有人认为耶稣是取笑、讽刺这一位

自认是门徒第一人的彼得，自认是门徒第 人的彼得，

「你真的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

也有人相信耶稣是责备彼得重操故业，

你爱我比这些捕鱼的 具你爱我比这些捕鱼的工具、

一百五十三条鱼更深吗？

还有一个解释 ─ 耶稣是在重建彼得的使命，

三次，就是希伯来人常用的一种强调的手法，

 像「圣哉！圣哉！圣哉！」

用三次来表达一种的强调

你爱我吗？然后三次都确认彼得，

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是

重建彼得对他的爱、确认彼得的职事

这些的细节没有办法完全解释，

可是也无损约翰福音呼唤彼得、

读者一再凝视信仰和生命。

彼得曾经满有信心地宣认说…

约六68-69 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彼得曾经显示他跟随耶稣的心志和诚意…

约十三36 37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约十三36-37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彼得说：「主啊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
我为甚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

那天晚上当耶稣和门徒在院子里，遇上要捉拿他的差役时，

其余的门徒呆住了，只有彼得很勇敢地把刀拿出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彼得的追随是如此的慷慨激烈，彼得的追随是如此的慷慨激烈，

的确比任何的门徒都勇敢、更贴近耶稣。



但勇敢如彼得，也有否认主的时候，

定是最艰困 最艰难的时候 不一定是最艰困、最艰难的时候

 倒是灰暗不明的日子，有时使人

虑 丧 觉忧虑、沮丧，不知不觉地就否认主了

彼得否认主是在大祭司的院子，大祭司的小婢女问他，

婢女他就向那个小婢女说：「我不认识他。」

不是激昂大的场面、是在幽暗的园子里。

约翰福音的结束铺陈了另一重的悬念和张力，

正是这重张力、悬念，

应许那一位不断来到跟从者面前的主，

 以问题确认他的门徒还是可以爱他、跟从他

要告诉所有的跟从者、包括我们，

要坚持、忍耐地相信他、爱他，要 持、 耐 相信 、爱 ，

因他锲而不舍地爱我们、等候我们

福音不是童话、也不是抚慰人心的心灵鸡汤，

就算耶稣先后以「你喂养我的小羊 」就算耶稣先后以「你喂养我的小羊…」

三次确认、坚固彼得的职事，

得 却并非是彼得的从此却并非是快快乐乐的，不仅如此，

耶稣还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强调彼得的下场...

18b-19a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

彼得的从此，并不一定是叫彼得或读者安然的。

张力和悬念的解决，不在于彼得的将来、

他的是与非、甚或命运，看起来是一个

悲剧的下场，很郁闷、很纠结的结局

可是一个大的逆转 ─ 荣耀神！

相信、实践福音的生活，是呈现复活主的生命，

容世上的量度 标准裁决断定 不容世上的量度、标准裁决断定

 任何形式的成功或失败，

都是约 简都是约化、简化、扭曲的描述

耶稣以「来跟从我吧」，

解释了 廿一章 的悬念和张力，

 耶稣门徒的下场，单单在于他们所跟从的主，

不在于他们拥有什么、有没有成就

这不仅是相对于世界来讲，也适用于信仰群体，

跟从主并不仅仅是个人，跟从主也是群体，

个人忘记跟从的意义，群体就会慢慢地沉沦，

至终，个人也会因为群体的下坠而忘记跟从主，

按着世界的标准、世界的关注着 界 准、 界 关

来计算、来计较

就在彼得获得确认、悬念得到解决的时候，

彼得的眼目落在主所爱的门徒身上彼得的眼目落在主所爱的门徒身上 ─
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咛 随 得刚被叮咛跟随耶稣的彼得，

随即为自己制造张力。

稣耶稣还是那一句：「别人你不要管，你跟从我吧！」

 生命的解卸、释放，并不在于一己的失或是得

生命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的比较，

甚至比较身边的弟兄姊妹、

最喜欢的同工、朋友，

生命的关键在于对我们不离不弃复活的主，

他与我们同行、同在，

忘了这一点，我们就回到死胡同里面，

越是属灵信仰的事情，越是纠结、越是不能自拔。



「你跟从我吧」，耶稣对彼得说。

门徒不需要再跟任何人比较门徒不需要再跟任何人比较，

 即便在信仰的群体里、

在教会 较在教会里，不需要比较

 不需要因为比较而带来了纠结

彼得 色彼得是不是最出色，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跟随耶稣，学效他、模仿他，

爱他的弟兄姊妹、为他的弟兄姊妹付出。

每一个跟从者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将会面对自己的挑战和失败

但他的参照点只有一个 ─ 就是那位

不断地呼召、接纳，以锲而不舍、

甚至顽固的爱呼召我们说：甚 顽 爱呼 我

你跟从我吧！

在读约翰福音最后一节以前，你对自己的下场很有兴趣，

对别人的下场也很有兴趣 你希望比较 下对别人的下场也很有兴趣，你希望比较一下，

 这种比较会带来生命中的纠结，产生幽暗，

在 中 道在这幽暗当中，你忘了要走的道路、

不能再听见主给你的呼声、圣灵保惠师

要走在这一个道路上、忘记了要跟从主
却听了另外一种声音 ─

要比较、要成功、要比别人强、要把别人比下去

约翰福音不是童话，它应许我们 ─
这位主会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要跟从他，

因为不比较，没有纠结、勇敢地跟从这位主。， 勇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挑战，

 我们彼此扶持、守望、勉励我 彼 扶持、守望、

 没有必要再纠结、再比较

在读这福音书最后一章以前，你怎么样看自己呢？

是好像彼得曾经非常的忠心 勇敢 是好像彼得曾经非常的忠心、勇敢，

可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掉在低谷 道自 事掉在低谷，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可以不可以再服事主？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主向你说话 ─来跟从我！

 在你的悬念、张力当中，有没有一种使得你跟你的

同工、弟兄姊妹、朋友，越走越远、甚至纠纷的呢？

这边复活的主告诉我们 ─ 你跟从我！

耶稣的呼召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 忠心地跟随他，

可是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处境、面对

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挑战、自己的问题，

让我们忠心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

 彼此守望、遵守主给我们「彼此相爱」的诫命守望、 守 我 「彼此相爱」 诫命

 同心合意的、忠心地跟随他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祷告祷告
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

不断地到我们面前来说：来跟从你。
是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张力、悬念、幽暗，
谢谢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 ─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光景、你还是呼召我们跟从你
么样在这个群体 彼 地守望 彼 地 助怎么样在这个群体里面彼此地守望、彼此地帮助

所以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忠心地跟随你。
是的 主啊 你知道我们爱你 求你帮助我们是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爱你，求你帮助我们 ─

用锲而不舍、不离不弃的爱去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
用这样的爱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因为你先爱我们用这样的爱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你先爱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立志，

阿门奉靠你宝贵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