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愛我你愛我你愛我你愛我

比这些更深么比这些更深么比这些更深么比这些更深么？？？？

一同一同一同一同愛愛愛愛主主主主

将心归主将心归主将心归主将心归主



他們吃完了早飯他們吃完了早飯他們吃完了早飯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耶穌對西門彼得說耶穌對西門彼得說耶穌對西門彼得說，，，，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彼得說彼得說彼得說彼得說，，，，主阿主阿主阿主阿，，，，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你餵養我的小羊你餵養我的小羊你餵養我的小羊。。。。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麼你愛我麼你愛我麼你愛我麼。。。。彼得說彼得說彼得說彼得說，，，，主阿主阿主阿主阿，，，，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你牧養我的羊你牧養我的羊你牧養我的羊。。。。
第三次對他說第三次對他說第三次對他說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的兒子西門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你愛我麼你愛我麼你愛我麼
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麼你愛我麼你愛我麼你愛我麼，，，，
就憂愁就憂愁就憂愁就憂愁，，，，對耶穌說對耶穌說對耶穌說對耶穌說，，，，主阿主阿主阿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是無所不知的你是無所不知的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你餵養我的羊你餵養我的羊你餵養我的羊。。。。 ((((約約約約21:1521:1521:1521:15----17)17)17)17)



约翰福音廿一章是特殊的一章约翰福音廿一章是特殊的一章约翰福音廿一章是特殊的一章约翰福音廿一章是特殊的一章，，，，
发生在美丽的提比哩亚海的一个清晨发生在美丽的提比哩亚海的一个清晨发生在美丽的提比哩亚海的一个清晨发生在美丽的提比哩亚海的一个清晨，，，，
描述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第三次显现描述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第三次显现描述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第三次显现描述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第三次显现
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尤其是主耶稣對彼得的三次问尤其是主耶稣對彼得的三次问尤其是主耶稣對彼得的三次问尤其是主耶稣對彼得的三次问
话和呼召话和呼召话和呼召话和呼召，，，，內涵深刻细致感人心腑內涵深刻细致感人心腑內涵深刻细致感人心腑內涵深刻细致感人心腑。。。。

但是本章也引起不少爭议但是本章也引起不少爭议但是本章也引起不少爭议但是本章也引起不少爭议，，，，许多解经家许多解经家许多解经家许多解经家但是本章也引起不少爭议但是本章也引起不少爭议但是本章也引起不少爭议但是本章也引起不少爭议，，，，许多解经家许多解经家许多解经家许多解经家
认為前廿章是一气呵成同时完成认為前廿章是一气呵成同时完成认為前廿章是一气呵成同时完成认為前廿章是一气呵成同时完成，，，，本章本章本章本章
由不同作者由不同作者由不同作者由不同作者、、、、或后来才加上或后来才加上或后来才加上或后来才加上，，，，尤其已知尤其已知尤其已知尤其已知
彼得会为主殉道彼得会为主殉道彼得会为主殉道彼得会为主殉道。。。。

最合理的解释是最合理的解释是最合理的解释是最合理的解释是：：：：都是同一作者都是同一作者都是同一作者都是同一作者，，，，纵使纵使纵使纵使
是后記是后記是后記是后記、、、、却却却却更更更更弥足珍贵弥足珍贵弥足珍贵弥足珍贵。。。。



彼得及门徒又去打魚是否错误彼得及门徒又去打魚是否错误彼得及门徒又去打魚是否错误彼得及门徒又去打魚是否错误？？？？

贺思敬贺思敬贺思敬贺思敬(Hoskins, p552): (Hoskins, p552): (Hoskins, p552): (Hoskins, p552): 形容是形容是形容是形容是「「「「完全的背道完全的背道完全的背道完全的背道」」」」
巴瑞特巴瑞特巴瑞特巴瑞特（（（（Barrett, p 579): Barrett, p 579): Barrett, p 579): Barrett, p 579): 认为是知道主复活了认为是知道主复活了认为是知道主复活了认为是知道主复活了
、、、、居然还想居然还想居然还想居然还想「「「「重操旧业重操旧业重操旧业重操旧业、、、、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是不可思议」」」」
布朗布朗布朗布朗（（（（Brown,, 2, 1096): Brown,, 2, 1096): Brown,, 2, 1096): Brown,, 2, 1096): 是是是是「「「「在绝望中从亊的在绝望中从亊的在绝望中从亊的在绝望中从亊的
一个漫无目标的活动一个漫无目标的活动一个漫无目标的活动一个漫无目标的活动」。」。」。」。
布鲁士布鲁士布鲁士布鲁士（（（（Bruce, p. 399): Bruce, p. 399): Bruce, p. 399): Bruce, p. 399): 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可以证明可以证明可以证明、、、、布鲁士布鲁士布鲁士布鲁士（（（（Bruce, p. 399): Bruce, p. 399): Bruce, p. 399): Bruce, p. 399): 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可以证明可以证明可以证明、、、、
彼得是為了回去打鱼而放弃了所领受的讬负彼得是為了回去打鱼而放弃了所领受的讬负彼得是為了回去打鱼而放弃了所领受的讬负彼得是為了回去打鱼而放弃了所领受的讬负，，，，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善用时间比闲懒度日更好善用时间比闲懒度日更好善用时间比闲懒度日更好善用时间比闲懒度日更好」。」。」。」。
畢思里畢思里畢思里畢思里----慕瑞慕瑞慕瑞慕瑞（（（（BeasleyBeasleyBeasleyBeasley----MurryMurryMurryMurry, p. 399): , p. 399): , p. 399): , p. 399): 「「「「虽然虽然虽然虽然
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门徒仍然必须吃门徒仍然必须吃门徒仍然必须吃门徒仍然必须吃
饭饭饭饭」！」！」！」！
卡森卡森卡森卡森（（（（D.A.CarsonD.A.CarsonD.A.CarsonD.A.Carson): ): ): ): 他们是顺服主的命令到那里他们是顺服主的命令到那里他们是顺服主的命令到那里他们是顺服主的命令到那里
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可可可可14141414：：：：28282828、、、、16161616：：：：7777）。）。）。）。



彼得在提庇里亚海第二次蒙召彼得在提庇里亚海第二次蒙召彼得在提庇里亚海第二次蒙召彼得在提庇里亚海第二次蒙召
两次都是两次都是两次都是两次都是整夜打不着魚整夜打不着魚整夜打不着魚整夜打不着魚
两次两次两次两次听从主而下网都满载而归听从主而下网都满载而归听从主而下网都满载而归听从主而下网都满载而归

第一次的蒙召是看见神蹟第一次的蒙召是看见神蹟第一次的蒙召是看见神蹟第一次的蒙召是看见神蹟

[[[[宣教的基本认识和原则宣教的基本认识和原则宣教的基本认识和原则宣教的基本认识和原则]]]]

第一次的蒙召是看见神蹟第一次的蒙召是看见神蹟第一次的蒙召是看见神蹟第一次的蒙召是看见神蹟
为着主的大能而震撼为着主的大能而震撼为着主的大能而震撼为着主的大能而震撼
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是罪人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罪人罪人罪人罪人」！」！」！」！
主接纳了彼得主接纳了彼得主接纳了彼得主接纳了彼得
「「「「从今以后从今以后从今以后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要得人了你要得人了你要得人了！」！」！」！」



主第二次呼召彼得跟随主的五方面主第二次呼召彼得跟随主的五方面主第二次呼召彼得跟随主的五方面主第二次呼召彼得跟随主的五方面

1111、、、、要面对的生命破口要面对的生命破口要面对的生命破口要面对的生命破口（（（（15151515----17171717））））

2222、、、、要要要要从主从主从主从主领受的任务领受的任务领受的任务领受的任务（（（（15151515----17171717））））

3333、、、、要背负的十架苦难要背负的十架苦难要背负的十架苦难要背负的十架苦难（（（（18181818----19191919））））

4444、、、、要维系要维系要维系要维系的肢体关系的肢体关系的肢体关系的肢体关系（（（（20202020----21212121））））

5555、、、、要到达的最终要到达的最终要到达的最终要到达的最终目的目的目的目的（（（（22222222））））



第二次呼召是看见主第二次呼召是看见主第二次呼召是看见主第二次呼召是看见主和和和和祂祂祂祂的愛的愛的愛的愛

主主主主三次三次三次三次問彼得說問彼得說問彼得說問彼得說::::
「「「「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
「「「「你真的愛我么你真的愛我么你真的愛我么你真的愛我么？？？？」」」」
「「「「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

也也也也三次三次三次三次對他說對他說對他說對他說::::
「「「「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



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
的目的是什么的目的是什么的目的是什么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
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主三次责备他主三次责备他主三次责备他主三次责备他。。。。
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 所以主在帮助所以主在帮助所以主在帮助所以主在帮助
他他他他、、、、面对失败承认先败面对失败承认先败面对失败承认先败面对失败承认先败、、、、心灵医治心灵医治心灵医治心灵医治。。。。他他他他、、、、面对失败承认先败面对失败承认先败面对失败承认先败面对失败承认先败、、、、心灵医治心灵医治心灵医治心灵医治。。。。
所以主在其他所以主在其他所以主在其他所以主在其他「「「「加利利七子加利利七子加利利七子加利利七子」」」」面前公开面前公开面前公开面前公开
问他三次问他三次问他三次问他三次，，，，対対対対付付付付已往已往已往已往、、、、再被接纳再被接纳再被接纳再被接纳。。。。
所以主要向他表明主的完全赥免所以主要向他表明主的完全赥免所以主要向他表明主的完全赥免所以主要向他表明主的完全赥免、、、、
恢复他恢复他恢复他恢复他。。。。
因为要重建他因为要重建他因为要重建他因为要重建他、、、、为的是更能使用他为的是更能使用他为的是更能使用他为的是更能使用他。。。。



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
船支与网和打鱼用具船支与网和打鱼用具船支与网和打鱼用具船支与网和打鱼用具。。。。
你比这些门徒更愛我么你比这些门徒更愛我么你比这些门徒更愛我么你比这些门徒更愛我么？？？？
针对彼得的誇口针对彼得的誇口针对彼得的誇口针对彼得的誇口：「：「：「：「众人虽然跌倒众人虽然跌倒众人虽然跌倒众人虽然跌倒、、、、我卻永我卻永我卻永我卻永
不跌倒不跌倒不跌倒不跌倒」（」（」（」（太太太太26262626：：：：33333333）「）「）「）「我愿意为祢舍命我愿意为祢舍命我愿意为祢舍命我愿意为祢舍命」（」（」（」（约约约约13131313：：：：37373737））））

主要公开让彼得恢复主要公开让彼得恢复主要公开让彼得恢复主要公开让彼得恢复，，，，就公开问他就公开问他就公开问他就公开问他、、、、清除障清除障清除障清除障
碍碍碍碍。。。。彼得不敢用主所用的愛來回答彼得不敢用主所用的愛來回答彼得不敢用主所用的愛來回答彼得不敢用主所用的愛來回答碍碍碍碍。。。。彼得不敢用主所用的愛來回答彼得不敢用主所用的愛來回答彼得不敢用主所用的愛來回答彼得不敢用主所用的愛來回答
（（（（agapaoagapaoagapaoagapao))))比较强烈而神圣的比较强烈而神圣的比较强烈而神圣的比较强烈而神圣的「「「「深愛深愛深愛深愛」、」、」、」、
「「「「真愛真愛真愛真愛」，」，」，」，而用而用而用而用（（（（PhileoPhileoPhileoPhileo))))较弱而友谊性的较弱而友谊性的较弱而友谊性的较弱而友谊性的
「「「「愛愛愛愛」」」」字字字字,,,,因为自觉不配因为自觉不配因为自觉不配因为自觉不配。。。。
但主第三次用了彼得的愛字但主第三次用了彼得的愛字但主第三次用了彼得的愛字但主第三次用了彼得的愛字、、、、彼得就忧愁难彼得就忧愁难彼得就忧愁难彼得就忧愁难
过过过过，，，，但仍然不敢用第一个但仍然不敢用第一个但仍然不敢用第一个但仍然不敢用第一个「「「「深愛深愛深愛深愛」」」」來回答來回答來回答來回答。。。。

最终结果最终结果最终结果最终结果：「：「：「：「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



从主的问题中从主的问题中从主的问题中从主的问题中，，，，
主要彼得主要彼得主要彼得主要彼得（（（（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认识自己并认识自己并认识自己并认识自己并全心愛祂全心愛祂全心愛祂全心愛祂

从主的回应中从主的回应中从主的回应中从主的回应中，，，，
主的心在衪的羊群中主的心在衪的羊群中主的心在衪的羊群中主的心在衪的羊群中、、、、在在在在祂祂祂祂的教会的教会的教会的教会

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合在一起，，，，
主要彼得主要彼得主要彼得主要彼得（（（（我们我们我们我们））））、、、、牧牧牧牧////喂喂喂喂养祂的羊群养祂的羊群养祂的羊群养祂的羊群
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小羊小羊小羊小羊，，，，年年年年少的和少的和少的和少的和初信初信初信初信的的的的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彼得彼得彼得彼得（（（（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必须必须必须必须先全心愛主先全心愛主先全心愛主先全心愛主、、、、全心全心全心全心跟跟跟跟从主从主从主从主！！！！



你真的愛我么你真的愛我么你真的愛我么你真的愛我么？（？（？（？（11116666））））
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11117777））））
其其其其实实实实主所主所主所主所注注注注重的是重的是重的是重的是：「：「：「：「我的羊我的羊我的羊我的羊」。」。」。」。

主是主是主是主是好好好好牧人牧人牧人牧人、、、、好好好好牧人为人牧人为人牧人为人牧人为人舍舍舍舍命命命命！！！！
主主主主來了來了來了來了、、、、要要要要叫叫叫叫祂的羊得生命祂的羊得生命祂的羊得生命祂的羊得生命、、、、主主主主來了來了來了來了、、、、要要要要叫叫叫叫祂的羊得生命祂的羊得生命祂的羊得生命祂的羊得生命、、、、
并并并并且且且且得的更得的更得的更得的更丰盛丰盛丰盛丰盛。。。。

祂祂祂祂首首首首次呼召彼得作得人的次呼召彼得作得人的次呼召彼得作得人的次呼召彼得作得人的鱼夫鱼夫鱼夫鱼夫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神神神神愛愛愛愛世世世世人人人人
因为耶稣来因为耶稣来因为耶稣来因为耶稣来、、、、为要为要为要为要寻找拯救寻找拯救寻找拯救寻找拯救失失失失喪喪喪喪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主要恢复彼得主要恢复彼得主要恢复彼得主要恢复彼得、、、、再再再再差派差派差派差派彼得彼得彼得彼得



主要恢复彼得主要恢复彼得主要恢复彼得主要恢复彼得、、、、再差派彼得再差派彼得再差派彼得再差派彼得

及时的教及时的教及时的教及时的教导导导导 ((((把網撒把網撒把網撒把網撒在在在在船船船船的的的的右邊右邊右邊右邊))))
及时的及时的及时的及时的供供供供应应应应 ((((你你你你們來吃早飯們來吃早飯們來吃早飯們來吃早飯))))

赥免的赥免的赥免的赥免的恩典恩典恩典恩典（（（（你真的愛我么你真的愛我么你真的愛我么你真的愛我么？？？？））））
宽恕宽恕宽恕宽恕的的的的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我完全接纳你我完全接纳你我完全接纳你我完全接纳你））））
恢复的恢复的恢复的恢复的恩典恩典恩典恩典（（（（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恢复的恢复的恢复的恢复的恩典恩典恩典恩典（（（（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
复活的认识复活的认识复活的认识复活的认识 ((((你你你你跟跟跟跟从我从我从我从我吧吧吧吧!)!)!)!)

要彼得要彼得要彼得要彼得全心的愛主全心的愛主全心的愛主全心的愛主
澈底澈底澈底澈底的的的的委身委身委身委身跟跟跟跟从从从从祂祂祂祂
去去去去坚固坚固坚固坚固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们们们们
喂养牧养祂的羊喂养牧养祂的羊喂养牧养祂的羊喂养牧养祂的羊群群群群



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将将将将心心心心给给给给我我我我
尽尽尽尽心心心心尽意尽力尽意尽力尽意尽力尽意尽力的的的的、、、、愛主你的愛主你的愛主你的愛主你的神神神神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眼眼眼眼目目目目、、、、也要也要也要也要喜悦喜悦喜悦喜悦我的道我的道我的道我的道路路路路
你你你你跟跟跟跟从我从我从我从我吧吧吧吧！！！！

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

彼得成彼得成彼得成彼得成了了了了為為為為神国撒神国撒神国撒神国撒网的得人网的得人网的得人网的得人渔夫渔夫渔夫渔夫
五旬节撒五旬节撒五旬节撒五旬节撒网网网网、、、、三三三三千千千千人人人人信信信信主主主主
美门口美门口美门口美门口撒撒撒撒网网网网、、、、五千五千五千五千人人人人信信信信主主主主
在在在在撒玛撒玛撒玛撒玛利亚利亚利亚利亚、、、、圣圣圣圣灵灵灵灵浇灌浇灌浇灌浇灌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在在在在哥尼流哥尼流哥尼流哥尼流家家家家、、、、帶帶帶帶下下下下外邦五旬节外邦五旬节外邦五旬节外邦五旬节
在耶在耶在耶在耶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路撒冷、、、、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因因因因信称义信仰信称义信仰信称义信仰信称义信仰



今天传讲今天传讲今天传讲今天传讲这这这这段圣段圣段圣段圣经的目的经的目的经的目的经的目的

是要和是要和是要和是要和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一同面对一同面对一同面对一同面对「「「「樱桃山华樱桃山华樱桃山华樱桃山华人人人人
基基基基督督督督教会教会教会教会」」」」
在在在在神神神神面前的面前的面前的面前的光景光景光景光景、、、、
真真真真实实实实的的的的需需需需要要要要，，，，和和和和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能能能能讨讨讨讨主主主主喜悦喜悦喜悦喜悦的的的的不不不不住住住住增长增长增长增长。。。。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能能能能讨讨讨讨主主主主喜悦喜悦喜悦喜悦的的的的不不不不住住住住增长增长增长增长。。。。

我们先要我们先要我们先要我们先要引用在自己引用在自己引用在自己引用在自己身身身身上上上上、、、、要问自己要问自己要问自己要问自己：：：：

我愛主么我愛主么我愛主么我愛主么？？？？
我真的愛主么我真的愛主么我真的愛主么我真的愛主么？？？？
我能向祂我能向祂我能向祂我能向祂诚诚诚诚心的说心的说心的说心的说：：：：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知道我愛知道我愛知道我愛知道我愛祢祢祢祢！！！！



大卫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大卫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大卫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大卫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三十七年之久三十七年之久三十七年之久三十七年之久，，，，
他行走非洲三万哩他行走非洲三万哩他行走非洲三万哩他行走非洲三万哩、、、、 死在非洲死在非洲死在非洲死在非洲，，，，

当屍体要远回英国时当屍体要远回英国时当屍体要远回英国时当屍体要远回英国时，，，，
土人要求土人要求土人要求土人要求：：：：他全心热愛我们他全心热愛我们他全心热愛我们他全心热愛我们、、、、可不可以把他可不可以把他可不可以把他可不可以把他
的心葬在我们非洲的心葬在我们非洲的心葬在我们非洲的心葬在我们非洲？？？？

李文斯顿活的时候帶着火炽般的愛心去了李文斯顿活的时候帶着火炽般的愛心去了李文斯顿活的时候帶着火炽般的愛心去了李文斯顿活的时候帶着火炽般的愛心去了「「「「
白人墳墓白人墳墓白人墳墓白人墳墓」」」」的非洲的非洲的非洲的非洲 。。。。白人墳墓白人墳墓白人墳墓白人墳墓」」」」的非洲的非洲的非洲的非洲 。。。。
死后也留下愛火在非洲信徒的心中死后也留下愛火在非洲信徒的心中死后也留下愛火在非洲信徒的心中死后也留下愛火在非洲信徒的心中。。。。

我们的心里充满的是什么我们的心里充满的是什么我们的心里充满的是什么我们的心里充满的是什么？？？？

主问我们主问我们主问我们主问我们：：：：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

我们的心充满向主的愛么我们的心充满向主的愛么我们的心充满向主的愛么我们的心充满向主的愛么？？？？
充满向主充满向主充满向主充满向主「「「「起初的愛心起初的愛心起初的愛心起初的愛心」」」」纯一清洁绝对的愛纯一清洁绝对的愛纯一清洁绝对的愛纯一清洁绝对的愛



最最最最简单简单简单简单的自我的自我的自我的自我省查省查省查省查：：：：

我的心在我的心在我的心在我的心在那那那那？？？？
甚甚甚甚么在我心么在我心么在我心么在我心头占头占头占头占着着着着离离离离不开的不开的不开的不开的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甚至捆绑了甚至捆绑了甚至捆绑了甚至捆绑了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我我我我常想常想常想常想些些些些甚甚甚甚么么么么？？？？
我我我我怎怎怎怎么么么么过每天过每天过每天过每天的的的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我我我我怎怎怎怎么么么么过每天过每天过每天过每天的的的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
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朋友朋友朋友朋友、、、、邻舍邻舍邻舍邻舍、、、、同同同同亊怎亊怎亊怎亊怎么看我们么看我们么看我们么看我们
？？？？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还还还还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也看不也看不也看不也看不出出出出来来来来我们是基我们是基我们是基我们是基督督督督徒徒徒徒？？？？
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想想想想到我们到我们到我们到我们就就就就不不不不肯肯肯肯来教会或来教会或来教会或来教会或不不不不肯肯肯肯听福听福听福听福
音音音音？？？？



再问自己再问自己再问自己再问自己：：：：
我愛主有多少我愛主有多少我愛主有多少我愛主有多少？？？？

按按按按着着着着圣経圣経圣経圣経的要的要的要的要求求求求、、、、我真的愛衪么我真的愛衪么我真的愛衪么我真的愛衪么？？？？

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你要盡心你要盡心你要盡心，，，，盡性盡性盡性盡性，，，，盡意盡意盡意盡意，，，，愛主你的愛主你的愛主你的愛主你的
神神神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這是誡命中的第一這是誡命中的第一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且是最大的且是最大的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其次也相仿其次也相仿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就是要愛人如己就是要愛人如己就是要愛人如己。。。。((((太太太太 22:3722:3722:3722:37----39393939))))

不要愛世界不要愛世界不要愛世界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和世界上的事和世界上的事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人若愛世界人若愛世界人若愛世界，，，，愛父愛父愛父愛父
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約一約一約一約一 2:15)2:15)2:15)2:15)

豈不知與世俗為友豈不知與世俗為友豈不知與世俗為友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麼就是與神為敵麼就是與神為敵麼就是與神為敵麼。。。。
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就是與神為敵了就是與神為敵了就是與神為敵了。。。。
((((雅雅雅雅 4:44:44:44:4))))

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因為神先愛我們因為神先愛我們因為神先愛我們。。。。愛神的愛神的愛神的愛神的，，，，也當愛弟兄也當愛弟兄也當愛弟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約一約一約一約一 4:194:194:194:19, 21), 21), 21),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這人就是愛我的這人就是愛我的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我也要愛他我也要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並且要向他顯並且要向他顯並且要向他顯
現現現現。。。。人若愛我人若愛我人若愛我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就必遵守我的道就必遵守我的道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愛他我父也必愛他我父也必愛他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與他同住與他同住與他同住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約約約約 14:21,2314:21,2314:21,2314:21,23----24)24)24)24)

聖靈所結的果子聖靈所結的果子聖靈所結的果子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就是仁愛就是仁愛就是仁愛，，，，喜樂喜樂喜樂喜樂，，，，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忍耐忍耐忍耐忍耐
，，，，恩慈恩慈恩慈恩慈，，，，良善良善良善良善，，，，信實信實信實信實，，，，溫柔溫柔溫柔溫柔，，，，節制節制節制節制。。。。((((加加加加 5:225:225:225:22----23232323))))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惟用愛心說誠實話惟用愛心說誠實話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凡事長進凡事長進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連於元首基督連於元首基督連於元首基督。。。。((((弗弗弗弗

4:15)4:15)4:15)4:15)

我知道你的行為我知道你的行為我知道你的行為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勞碌勞碌勞碌，，，，忍耐忍耐忍耐忍耐，，，，也知道你不也知道你不也知道你不也知道你不能能能能容忍容忍容忍容忍
惡惡惡惡人人人人…………, , , , 然而有一然而有一然而有一然而有一件件件件事我要事我要事我要事我要責備責備責備責備你你你你，，，，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你你你你把起初把起初把起初把起初的愛心的愛心的愛心的愛心離棄離棄離棄離棄了了了了((((啟啟啟啟 2:22:22:22:2----5555))))



神愛我們的心神愛我們的心神愛我們的心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我們也知道也信我們也知道也信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神就是愛神就是愛神就是愛
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因為神先愛我們因為神先愛我們因為神先愛我們。。。。
人若說人若說人若說人若說，，，，我愛神我愛神我愛神我愛神，，，，卻恨卻恨卻恨卻恨他的弟兄他的弟兄他的弟兄他的弟兄，，，，就是說就是說就是說就是說謊謊謊謊話的話的話的話的。。。。
不愛他所不愛他所不愛他所不愛他所看見看見看見看見的弟兄的弟兄的弟兄的弟兄，，，，就不就不就不就不能能能能愛愛愛愛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看見看見看見看見的神的神的神的神
《《《《怎能怎能怎能怎能愛愛愛愛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看見看見看見看見的神的神的神的神呢呢呢呢》》》》。。。。
愛神的愛神的愛神的愛神的，，，，也當愛弟兄也當愛弟兄也當愛弟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約一約一約一約一 4:164:164:164:16----21)21)21)21)

若有人不愛主若有人不愛主若有人不愛主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這人可這人可這人可詛詛詛詛可可可可咒咒咒咒。。。。主必要主必要主必要主必要來來來來。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6:22)16:22)16:22)16:22)

我我我我賜給賜給賜給賜給你們一你們一你們一你們一條新條新條新條新命令命令命令命令，，，，乃乃乃乃是是是是叫叫叫叫你們彼你們彼你們彼你們彼此此此此相愛相愛相愛相愛。。。。
我我我我怎樣怎樣怎樣怎樣愛你們愛你們愛你們愛你們，，，，你們也要你們也要你們也要你們也要怎樣怎樣怎樣怎樣相愛相愛相愛相愛。。。。
你們若有彼你們若有彼你們若有彼你們若有彼此此此此相愛的心相愛的心相愛的心相愛的心，，，，眾眾眾眾人因人因人因人因此此此此就就就就認出認出認出認出你們是你們是你們是你們是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門門門門徒了徒了徒了徒了。。。。((((約約約約 13:3413:3413:3413:34,35),35),35),35)

若有人愛神若有人愛神若有人愛神若有人愛神，，，，這人這人這人這人乃乃乃乃是神所知道的是神所知道的是神所知道的是神所知道的。。。。((((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8:8:8:8:3)3)3)3)



我们失败我们失败我们失败我们失败过过过过么么么么？？？？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还留还留还留还留在失败的在失败的在失败的在失败的阴影阴影阴影阴影或或或或伤害伤害伤害伤害中么中么中么中么？？？？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愿意将愿意将愿意将愿意将心归主心归主心归主心归主、、、、跟跟跟跟从祂么从祂么从祂么从祂么????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愿意将愿意将愿意将愿意将心归主心归主心归主心归主、、、、跟跟跟跟从祂么从祂么从祂么从祂么????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该如何让神该如何让神该如何让神该如何让神来使用我来使用我来使用我来使用我们们们们？？？？
来完成祂要我们作的来完成祂要我们作的来完成祂要我们作的来完成祂要我们作的工工工工
牧养牧养牧养牧养祂祂祂祂的羊群的羊群的羊群的羊群、、、、服服服服事这个事这个事这个事这个世代世代世代世代



主说主说主说主说：：：：
將將將將心归我心归我心归我心归我、、、、跟跟跟跟从我从我从我从我吧吧吧吧！！！！
你你你你愿意愿意愿意愿意么么么么？？？？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眼眼眼眼目也要目也要目也要目也要喜悦喜悦喜悦喜悦我的道我的道我的道我的道路路路路、、、、
不再看不再看不再看不再看別別別別人人人人、、、、已经都已经都已经都已经都与与与与你你你你无无无无关关关关了了了了，，，，
你你你你跟跟跟跟从我从我从我从我吧吧吧吧！！！！你你你你跟跟跟跟从我从我从我从我吧吧吧吧！！！！
完全的完全的完全的完全的奉献奉献奉献奉献
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奉献奉献奉献奉献
全心的全心的全心的全心的顺服顺服顺服顺服
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跟随跟随跟随跟随

你你你你愿意愿意愿意愿意么么么么？？？？



主知道万人的心主知道万人的心主知道万人的心主知道万人的心
听命胜於献祭听命胜於献祭听命胜於献祭听命胜於献祭
顺从胜於公牛的脂油顺从胜於公牛的脂油顺从胜於公牛的脂油顺从胜於公牛的脂油
进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进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进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进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忧伤恸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忧伤恸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忧伤恸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忧伤恸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主在问我们主在问我们主在问我们主在问我们：：：：
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你愛我么？？？？
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愛我比这些更深么？？？？
那些使我们心动魂飞的人事物那些使我们心动魂飞的人事物那些使我们心动魂飞的人事物那些使我们心动魂飞的人事物
抓在手里死也不放的抓在手里死也不放的抓在手里死也不放的抓在手里死也不放的
抓牢我们的心朝思抓牢我们的心朝思抓牢我们的心朝思抓牢我们的心朝思暮想暮想暮想暮想的的的的

主要我们恢复起初的愛心主要我们恢复起初的愛心主要我们恢复起初的愛心主要我们恢复起初的愛心
向着向着向着向着标竿直跑标竿直跑标竿直跑标竿直跑



153153153153条大鱼条大鱼条大鱼条大鱼：：：：历代不少教父和解经家历代不少教父和解经家历代不少教父和解经家历代不少教父和解经家、、、、耗尽墨水探讨有无深耗尽墨水探讨有无深耗尽墨水探讨有无深耗尽墨水探讨有无深
奥意义奥意义奥意义奥意义
耶柔米耶柔米耶柔米耶柔米（（（（Jerome): Jerome): Jerome): Jerome): 他在以西结四十七章的註释中他在以西结四十七章的註释中他在以西结四十七章的註释中他在以西结四十七章的註释中、、、、把把把把「「「「有有有有
活水的江河从圣殿流到死海活水的江河从圣殿流到死海活水的江河从圣殿流到死海活水的江河从圣殿流到死海，，，，开始滋生活物开始滋生活物开始滋生活物开始滋生活物」」」」与这与这与这与这153153153153条鱼条鱼条鱼条鱼
接连起来接连起来接连起来接连起来。。。。他引用自然学家欧庇安他引用自然学家欧庇安他引用自然学家欧庇安他引用自然学家欧庇安（（（（OppianOppianOppianOppian))))的意见的意见的意见的意见：：：：声称声称声称声称
鱼有鱼有鱼有鱼有153153153153个不同的种类个不同的种类个不同的种类个不同的种类，，，，是复活的主命令它们聚在一起是复活的主命令它们聚在一起是复活的主命令它们聚在一起是复活的主命令它们聚在一起，，，，來來來來
代表教会要吸引代表教会要吸引代表教会要吸引代表教会要吸引（（（（拉到岸上拉到岸上拉到岸上拉到岸上））））萬族萬族萬族萬族、、、、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多结果子。。。。

附列附列附列附列 ((((数数数数字字字字研经研经研经研经153153153153条条条条大鱼大鱼大鱼大鱼))))

代表教会要吸引代表教会要吸引代表教会要吸引代表教会要吸引（（（（拉到岸上拉到岸上拉到岸上拉到岸上））））萬族萬族萬族萬族、、、、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多结果子。。。。
艾莫顿艾莫顿艾莫顿艾莫顿：：：：每个希伯来和希腊字都是有数值的每个希伯来和希腊字都是有数值的每个希伯来和希腊字都是有数值的每个希伯来和希腊字都是有数值的，，，，以以以以「「「「数字推数字推数字推数字推
算释经法算释经法算释经法算释经法」（」（」（」（gematriagematriagematriagematria) ) ) ) 的规则的规则的规则的规则。。。。如果把以西结四十七章如果把以西结四十七章如果把以西结四十七章如果把以西结四十七章
引用上去引用上去引用上去引用上去，，，，结果是结果是结果是结果是：：：：在希伯来文在希伯来文在希伯来文在希伯来文「「「「隱隱隱隱」」」」是是是是「「「「泉源泉源泉源泉源」」」」之意之意之意之意，，，，
「「「「基底基底基底基底」」」」產生数字產生数字產生数字產生数字17171717，「，「，「，「以革连以革连以革连以革连」」」」是是是是153153153153，，，，而而而而153153153153是是是是17171717的三的三的三的三
角形数角形数角形数角形数（（（（1+2+3+41+2+3+41+2+3+41+2+3+4、、、、、、、、、、、、+16+17+16+17+16+17+16+17））））=153=153=153=153；；；；结论结论结论结论：：：：代表在弥赛代表在弥赛代表在弥赛代表在弥赛
亚的盼望应验的时候亚的盼望应验的时候亚的盼望应验的时候亚的盼望应验的时候、、、、传福音的鱼夫撒网的地方传福音的鱼夫撒网的地方传福音的鱼夫撒网的地方传福音的鱼夫撒网的地方。。。。
艾克罗艾克罗艾克罗艾克罗（（（（P. r. P. r. P. r. P. r. AckroydAckroydAckroydAckroyd): ): ): ): 把希腊文的数字加起来把希腊文的数字加起来把希腊文的数字加起来把希腊文的数字加起来、、、、得出得出得出得出
153153153153。（。（。（。（面临不同版本问题面临不同版本问题面临不同版本问题面临不同版本问题））））



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Augustine): Augustine): Augustine): Augustine): 也注意到也注意到也注意到也注意到153153153153是是是是17171717的三角形数的三角形数的三角形数的三角形数。。。。并并并并
说说说说：：：： 17=10+717=10+717=10+717=10+7；；；； 10 10 10 10 代表十诫代表十诫代表十诫代表十诫，，，，7777代表神的七灵代表神的七灵代表神的七灵代表神的七灵（（（（启启启启1111：：：：4444））））
。。。。
还有人以数字推算释经法还有人以数字推算释经法还有人以数字推算释经法还有人以数字推算释经法：：：：153 153 153 153 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愛的教会愛的教会愛的教会愛的教会」」」」
、、、、或或或或「「「「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或或或或「「「「毘斯迦毘斯迦毘斯迦毘斯迦（（（（申申申申34343434：：：：1111），），），），或或或或「「「「迦拿迦拿迦拿迦拿」」」」
、、、、藉此把藉此把藉此把藉此把「「「「水变酒水变酒水变酒水变酒」」」」的神蹟连在一起的神蹟连在一起的神蹟连在一起的神蹟连在一起。。。。

还有其他人的形形色色的看法还有其他人的形形色色的看法还有其他人的形形色色的看法还有其他人的形形色色的看法。。。。但但但但、、、、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还有其他人的形形色色的看法还有其他人的形形色色的看法还有其他人的形形色色的看法还有其他人的形形色色的看法。。。。但但但但、、、、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
，，，，充其量只是一个间接性的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间接性的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间接性的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间接性的议题。。。。

更更更更希奇希奇希奇希奇的事是的事是的事是的事是「「「「鱼虽鱼虽鱼虽鱼虽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网却网却网却网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破破破破」，」，」，」，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的的的的网网网网、、、、永永永永不不不不会破会破会破会破！！！！



一去一去一去一去非洲非洲非洲非洲不不不不覆覆覆覆回回回回的的的的李文斯顿李文斯顿李文斯顿李文斯顿(3/19/1813(3/19/1813(3/19/1813(3/19/1813－－－－5/1/1873)5/1/1873)5/1/1873)5/1/1873)

要要要要将神救赎的真理将神救赎的真理将神救赎的真理将神救赎的真理，，，，带给非洲带给非洲带给非洲带给非洲人人人人。。。。
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年年年年之之之之久久久久，，，，他他他他行走非洲行走非洲行走非洲行走非洲三三三三万哩万哩万哩万哩，，，，任何危险任何危险任何危险任何危险的时的时的时的时刻刻刻刻，，，，他不他不他不他不
对任何对任何对任何对任何人人人人－－－－包括食包括食包括食包括食人族与人族与人族与人族与奴隶贩奴隶贩奴隶贩奴隶贩子子子子发射发射发射发射一一一一粒粒粒粒子子子子弹弹弹弹。。。。

他的一生他的一生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就就就就是是是是非洲非洲非洲非洲人的人的人的人的祝祝祝祝福福福福
就医就医就医就医学而学而学而学而言言言言－－－－他是他是他是他是进入非洲内陆进入非洲内陆进入非洲内陆进入非洲内陆的的的的第第第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医医医医生生生生，，，，
就就就就地理而地理而地理而地理而言言言言－－－－他是他是他是他是画画画画出出出出非洲内陆非洲内陆非洲内陆非洲内陆河河河河川川川川、、、、山脉山脉山脉山脉的的的的第第第第一人一人一人一人，，，，
就政治就政治就政治就政治而而而而言言言言－－－－他是他是他是他是终止非洲终止非洲终止非洲终止非洲人人人人被贩卖为奴被贩卖为奴被贩卖为奴被贩卖为奴的的的的关键者关键者关键者关键者，，，，
就就就就探探探探险险险险而而而而言言言言－－－－他是他是他是他是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外界进入非洲内陆外界进入非洲内陆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的的的先锋先锋先锋先锋，，，，
就科就科就科就科学而学而学而学而言言言言－－－－他是他是他是他是详细记载详细记载详细记载详细记载中中中中非洲动非洲动非洲动非洲动物与物与物与物与植植植植物的物的物的物的先先先先河河河河。。。。

后世后世后世后世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称他是称他是称他是称他是「「「「非洲非洲非洲非洲之父之父之父之父」。」。」。」。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地地地地图图图图上上上上，，，，仍仍仍仍有三十有三十有三十有三十几几几几个地方个地方个地方个地方，，，，
以他的以他的以他的以他的名名名名字命字命字命字命名名名名，，，，
他深得他深得他深得他深得非洲土著非洲土著非洲土著非洲土著的的的的敬爱敬爱敬爱敬爱，，，，
至今至今至今至今，，，，非洲非洲非洲非洲人人人人仍仍仍仍称他是称他是称他是称他是：：：：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人的人的人的人的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