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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七、这福音书的目的  (20:30-31)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 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并且叫

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神迹与目的  (20:30-31) 

1. 本书写作的目的：是要读者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因信耶稣的名得生命。 

 20:31 

a. 约翰选择了耶稣在世上部分的事迹，好叫我们知道耶稣的为人和祂的行事。 

b. 这不是耶稣传记，是见证耶稣是救主，赐给我们生命，从祂的教训，祂的神

蹟，认出祂是神的儿子。 

八、后记  (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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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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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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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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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8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古

时以肘为尺，一肘约有今时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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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译：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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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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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复活的主  (21:1-14) 

1. 门徒当时可能的实际生活需要，依赖自己设法 

2. 门徒顺服耶稣的话撒网，网满了大鱼 

3. 虽然记载了一百五十三条，强调当时的真实，并没有灵意解经的必要 

4. 复活主的真实性： 

a. 这后记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告诉门徒往那里撒网，为他们生火，作早饭，吃

早饭。 

「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沒有。」 

「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 

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裡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  

「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 

「你們來吃早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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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是幻觉或想象，是战胜了死亡的耶稣 

门徒的顺服： 

1. 门徒抓到很多鱼，但没有把网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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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并没有打着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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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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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人跟随主，顺服神的话是一生的功课 

 

[思想] 

    我一生的规划：信仰、学习、服事、工作、婚姻、家庭，重要性的先后秩序，现在

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教会寻求神的旨意：在哪里撒网？什麽时候撒网？ 

 

重建彼得  (2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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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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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a. 可能指著彼得的船，鱼网，工具，他的朋友，或他的事业。 

2. 耶稣问了彼得三次，是给他三次的机会来肯定他的爱；也可能是三次机会，抹去他

三次不认主的记忆。 

3. 第一次及第二次，主问彼得是否爱祂，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第三次耶稣用的是与彼得所用的一样的爱字 

a. 彼得的回答“是的”及“你知道我爱你” 

是的： 彼得没有保留的同意、肯定他对主耶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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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为爱的受词，也就是肯定了爱的是耶稣，而不是任何“这些”的人、

事、或物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爱的字的不同  (21:15-25) 

【并无多大区别】 

1. 约翰的写作里，常用不同的字重复的信任或陈述事情 。 

2. 虽然所用的二个“爱”： 

ἀγαπάω  [agapaō] 爱，珍爱。 

φιλέω [phileō] 爱，对…有感情，喜欢。 

3. 意思相似，而有所不同，约翰福音里却交换着用这二个字i 

小结 - 

1. 不同的字，看不出有清楚不同的用意。并且，但是当时的对话，用的是亚兰语，而

在约翰写作所用的是希腊文。 

2. 记载的意义： 

a. 既然彼得回答：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b. 若彼得与耶稣的意思不同，应回答“不是的” 

c. 而彼得却每次以肯定的「是的」表达与耶稣的意思相同 

d. 用字不同，表达意义相同，因为回答「是的」 

 

ἀγαπάω  [agapaō] 爱，珍爱。 

φιλέω [phileō] 爱，对…有感情，喜欢。 

 

 

[思想] 

   主也一样的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的”这些”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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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主耶稣，比爱“这些”更深吗？ 

   我能捨“这些” ，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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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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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喂养、牧养1主的羊群： 

a. 主给了喂养、牧养重任，喂养牧养主的羊群 

2. 约翰用了不同”喂养”和”牧养”的字，不同”羊”和”小羊”的字，与以上的”爱”用法一

样，是优雅的修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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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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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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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

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爱的代价： 

1. 带有责任，也有牺牲。 

2. 除非我们能接受这样的责任，付上十字架的牺牲代价，我们就不能称上爱基督 

3. 也告诉了他，他的殉道预言。彼得后来在罗马殉道，他说不配与主的死法相同，要

求倒钉十字架而死 

 

 

                                         
1 喂养[βόσκω, boskō]喂、养。(21:15,17) 

to feed, portraying the duty of a Christian teacher to promote in every way the spiritual welfare of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牧养[ποιμαίνω, poimainō ]牧养神的群羊。(21:16) 

to feed, to tend a flock, keep 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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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25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思想] 

主给了喂养牧养主的羊群的托付，使羊得到粮食，能够成长。也是大使命中的：凡我所吩

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关心到身边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吗？我帮助他们得到成长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明白跟随主耶稣，可能带来的牺牲代价吗？ 

 

 

i 约翰福音里交换着用这二个字:ἀγαπάω  [agapaō] 爱，珍爱；φιλέω [phileō] 爱，对…有感情，喜欢。 

【爱（φιλέω [phileō]】爱，对…有感情，喜欢。to love, to show signs of love, to be fond of doing. 

约 5:20 父爱（φιλέω [phileō]）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

们希奇。 

约 11:3 她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φιλέω [phileō]）的人病了。」 

约 11:36 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φιλέω [phileō]）这人是何等恳切。」 

约 12:25 爱惜（φιλέω [phileō]）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

永生。   

约 15:19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φιλέω [phileō]）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

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约 16:27 父自己爱 （φιλέω [phileō]）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约 20:2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 （φιλέω [phileō]）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

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约 21: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在马太十六章十七节称约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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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ιλέω [phileō]）你。」耶稣对他

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约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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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ιλέω [phileō]）(5719) 你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约 21:17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φιλέω [phileō]）爱 （φιλέω [phileō]）我

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φιλέω [phileō]）你。」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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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爱，珍爱。to welcome, to entertain, to be fond of, to love dearly。 

约 3:16 神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

生。 

约 3:19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

在此。 

约 3:35 父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约 8:42 耶稣说：「倘若 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因为我本是出于 神，也是

从 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 

约 10:17 我父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约 11:5 耶稣素来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 

约 12:43 这是因他们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人的荣耀过于爱 神的荣耀。 

约 13:1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 他们到底。 

约 13:23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 

约 13: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怎样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 

约 14:15 你们若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约 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的；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的必蒙我

父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他，我也要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约 14:23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

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约 14:24 不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

道。 

约 14:28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因我到父那

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约 14:31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

吧！」 

约 15:9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约 15:12 你们要彼此相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像我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约 15:17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 

约 17: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

[ἀγαπάω, agapaō]他们如同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一样。 

约 17:24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

界以前，你已经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了。 

约 17:26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

在他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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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9:26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是妇

人），看，你的儿子！」 

约 21:7 耶稣所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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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21: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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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21: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我吗？」彼得说：「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约 21:20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ἀγαπάω, agapa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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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