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8/2021 主日信息：成為主門徒 - 曾美惠姐妹】
經文：路 5:1-11
前言：
弟兄姊妹們是否有注意到講台兩側的這句對聯「成為主門徒，完成大使命」？這是我們教會
2020-2021 這兩年的主題，馬太福音記載耶穌復活升天前交託給 11 個門徒的大使命是：「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
這句話是有先後次序的，也就是説我們必須先「成為主門徒」，才能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完
成大使命」。我想弟兄姊妹們和我一樣，看了這對聯一年了，不知道你們心裏是否想過自己算不
算是「主門徒」？
我們都知道「門徒」和「信徒」在意義上是有不同的，當我們決志信主，我們就是主的信徒，受
洗歸入主名是一個公開儀式，向世人承認我們是主的信徒、是基督徒，受了洗你仍然還只是個信
徒。就如 Jeremy Myers 在 Redeeming God 網站所説：
“Though all believers have eternal life,
Not all believers are disciples, and
Not all disciples are believers.”

雖然信徒都有永生，
但信徒並不都是門徒，
而門徒中也有不信的。

的確信耶穌的人都有永生的確據，因為救恩是白白得來的。但不是所有信徒都是主的門徒，門徒
與主的關係就像學生/老師、僕人/主人，主門徒的身分是必須付代價的才能得到的，馬太福音
16:24「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我們也知道不是所有的門徒都
信耶穌，所以才有賣主的猶大，以及當耶穌在約翰福音六章説完「我是天上降下來的糧」、「我
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的教訓之後，門徒中間有不信的人，有人退去不再跟隨。
那麼我們要如何才能從信徒成為主的真門徒呢？讓我們來看主的核心門徒彼得、雅各和約翰，特
別是彼得，他是如何從信徒開始成為「主的門徒」？
今天的信息經文是路加福音 5 章 1-11 節。
經文：
1 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神的道。2 他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
開船洗網去了。3 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
教訓眾人。4 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5 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
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6 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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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8 西門彼得看
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9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
打的魚。10 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了。11 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在這段經文之前，彼得和他的同伴至少見過耶穌兩次了，他們曾在約旦河外第一次認識並短暫跟
隨過耶穌（約 1:40-42），這段經文之前，耶穌下迦百農，才剛為彼得的岳母治好發熱的病（路
4:38-39），可見這一次並不是耶穌對他們的第一次呼召。三本對觀福音書都有描述耶穌再次呼召
彼得及其打魚夥伴安得烈、約翰和雅各的事件（太 4:18-22;可 1:16-20;路 5:1-11），但是只有
路加把這件事連結於一個引人注意的水深之處打魚神蹟。路加為何要特別描述彼得？這對彼得日
後的事奉有何影響？
我們知道這群耶穌首批呼召的門徒彼得、雅各及約翰，日後都成為耶穌的核心（inner circle）
門徒，並且耶穌復活升天之後，他們成了初代教會的領袖，雅各和彼得最後為主而殉道。耶穌這
次對彼得及其夥伴的呼召，是否影響了他們跟隨耶穌的態度？透過這段彼得接受主呼召的榜樣，
讓我們再次思想我們對主的回應，稱得上是主的門徒嗎？
馬可、馬太有關耶穌呼召彼得及其夥伴的事件大致相同，只是輕描淡寫地説：耶穌在加利利海邊
行走，見到彼得和安得烈打魚，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
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他了，往前看到約翰和雅各，也呼召了他們。（太 4:18-22;可 1:16-20）
同一事件，路加在時間、場景及細節上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顯然地路加要特別告訴我們，彼得和
他的同伴是如何被主揀選蒙召。約翰福音 21 章也有一段神奇的捕魚「記號」，但發生在主復活之
後，整個捕魚事件像是畫面重播，勾起門徒們的回憶，特別是彼得的反應，從今天這段經文記載
的「主啊！離開我」，變成跳進海裏直朝主奔去，可見這次蒙召經歷深深影響彼得的生命。日後
彼得在五旬節講道，呼召了三千人信主，更應證了主對彼得説：「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
了。」（路 5:10）這段經文其實已為日後彼得之所以成為十二門徒和初代教會的領袖，做了伏
筆、舖路及交待。同樣地，我們若要落實教會這兩年的主題事工，首先我們都要「成為主門
徒」。要如何成為主門徒呢？
從這段經文，我們將從四個方面來看主如何呼召彼得及夥伴成為主的門徒，他們又是如何回應主
的呼召：
1.
2.
3.
4.

渴慕主真道
遵守主命令
經歷主大能
跟隨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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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渴慕主真道
1 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神的道。
2 他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
•

莊稼已成熟

路 4:43 耶穌說：「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此。」這段經文接續耶穌在迦
利利一帶的事工，5 章一開始場景換到革尼撒勒湖邊。故事場景馬可和馬太只記載在加利利海
邊。路加稱加利利海為革尼撒勒湖，開始的場景在湖邊，眾人擁擠耶穌，要聽神的道(路 5:1)，
這節經文描繪了一幅景象「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 4:35)。這正是為何耶穌要行這個
「捕魚」神蹟的外在背景，莊稼已成熟，收割的工人在那裡？要成為主的門徒，首先自己要渴慕
神的道，並且也看到這麼多的世人也渴慕神的道。
路加一開始記載眾人擁擠耶穌，渴慕神的道是有原因的，這個景象與水深之處捕魚神蹟相對應，
有一語雙關的效果。眾人擁擠就像水中的魚一樣多，神的道就像福音的網。海邊提供了一個天然
寬闊的佈道場所，耶穌需要佈道講台，就像捕魚需要船，於是耶穌看到兩隻靠岸的船，耶穌需要
船做為佈道講台，耶穌也需要同工。
3 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
•

彼得的揀選

我們知道彼得與耶穌並非初次見面，當耶穌上了彼得的船，請他將船開離岸，彼得沒有拒絕，即
使一夜打魚又累又喪氣，仍然撐開離岸，讓耶穌對眾人講道，彼得可説是聽道者中坐在最前排
的，耶穌的道打動眾人的心，當然也穿透了彼得的心。我相信主的門徒聽完主的道都是有感動
的。

2. 遵守主命令
4 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5 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
眾人離去後，場景聚焦在耶穌與彼得，揭開了捕魚神蹟序幕，耶穌要在湖上讓彼得和同伴真正認
識祂。講完道，耶穌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v4) 彼得是在加利利海長大
的漁夫，對那裡的水文和魚群動態瞭若指掌。他已經一夜勞力打不著魚，很難讓他相信白天也能
打到魚。更何況耶穌是木匠，漁夫為什麼要聽木匠的話呢？但他不好意思拒絕主，西門說：「夫
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v5) 於是彼得帶著懷疑的態
度，勉強撒下網 ，孰知這一個簡單的順服，竟然產生意想不到的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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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主最大的阻礙就是人「自以為是」的學識、經驗和憑眼見，這些東西如果充塞在人的心裡，
人就不能把心向耶穌打開。彼得因為他暫時拋開自己的意見，順服遵從耶穌命令，於是他就經歷
了神蹟。所以要成為主的真門徒，首先應有的態度就是放下自我，願意順服遵守主的命令。

3. 經歷主大能
6 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
7 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

順服就蒙福

彼得和同伴們整夜打魚卻一無所獲，耶穌一個命令，他們所捕獲的魚量超乎他們的想像。「水深
之處」就像一個我們認為「不可能發生」的挑戰。當耶穌吩咐你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時，
你的回應是什麼呢？你還在乎自己是否有能力嗎？你願意像彼得一樣說：「但依從你的話，我就
下網」？順服就蒙福，耶穌使水變酒的神蹟，就是因為僕人們的順服遵照命令行事，生來瞎眼的
人能得醫治，也是因為他相信耶穌並順服照做，所以就重見光明。神蹟的關鍵不在於我們能不
能，而是你願不願意順服，回應主的呼召，在主沒有難成的事，問題是我們願意接受挑戰嗎？只
要你願意，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
3:20)
• 彼得在主前認罪
8 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9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
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10a 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

這個神蹟使彼得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v8) 路加之前都是稱彼
得為西門，第 8 節特別稱他為西門彼得，從彼得的外在行為「俯伏在耶穌膝前」並改稱耶穌為
「主」，我們看到彼得生命的改變，他被耶穌的大能所驚訝，竟然連魚都聽從順服耶穌，除了神
以外，有誰能行這事！在主面前，他願屈服在耶穌的權柄下，承認自己的疑惑和不信，承認自己
是個罪人，不配擁有主的恩典，但主定意將此恩典賜給他。可見成為主門徒不是因為我們有何德
何能，而是耶穌定意揀選了我們這群蒙恩的罪人。
• 主的赦罪與呼召:
10b 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這段經文中，耶穌只對彼得講了兩句話，第 4 節：「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第 10 節：
「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神蹟就在眼前發生，彼得頓時對主耶穌產生極大的敬畏，從
他對耶穌的回應便可得知，當他稱耶穌為「主」時，他已經將生命的主權交給了耶穌。耶穌對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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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認罪悔改，完全沒有責備的意思，而是安慰他，甚至是禁止他害怕，並且耶穌應許他一個新
的生命挑戰「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在彼得身上發生的屬靈原則，也正發生在世世代代神的兒女身上。我們希望「主的『神蹟』」、
「主的『祝福』」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是我們真的認識這位「行神蹟、賜祝福的『主』」嗎？我
們是否能像彼得這樣，在主的神蹟與祝福中看見自己的本相，知道自己根本不配得到，因而徹底
悔改？我們跟隨主的動機是神蹟、祝福？還是「主」自己？我們願意全心全意、專一跟隨耶穌，
成為主的真門徒嗎？當我們願意像彼得一樣，將生命的主權交託給主耶穌，尊主為大時，相信主
也要對我們説：「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4. 跟隨主道路:
11 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當彼得和同伴們將滿載而歸的船靠岸，彼得的眼光是具有前瞻性的，他所看到的不再是滿載而歸
的魚獲量，而是一個讓他完全降服敬畏的基督。耶穌的外在神蹟，在彼得的內心產生了另一個神
蹟——生命的改變！這改變大到那滿船的魚不再能吸引他的心，他把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跟從
了耶穌。彼得的夥伴，雖然他們一直在幕後，第 10 節説雅各和約翰也被這神蹟所驚訝，靠岸之
後，他們也做出同樣的回應，這是一個真正與耶穌相遇的生命——物質的豐富已不能攔阻我們跟
隨主的心志！
過去十五年，神將我從人生的低谷中帶領出來，信主之後，更是在工作、家庭、夫妻、親子關係
上大大地改善。認識主之後，雖然工作、家庭各方面都得到神的祝福，但最能讓我感到喜樂的時
刻是每一次服事主的機會。去年在主的呼召與應證下，我也就欣然地學習彼得，辭去工作到正道
神學院接受主工人的裝備。
結語:
弟兄姊妹們要成為主門徒，這段經文有幾個關鍵點我們不能錯過。
•

「船」：

「船」是貫穿這段經文的字。船是漁夫的吃飯工具，兩隻船靠在岸邊，漁夫們整夜勞力，空手而
歸。耶穌使用彼得的船成為佈道講台，耶穌叫彼得將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裝滿了兩隻
船。船是「空空而回」或「滿載而歸」，關鍵不在於漁夫打魚技術好不好，而是在於是否被耶穌
所使用，是否有耶穌的同在。
許多時候，我們無法遇見主耶穌，不是主不向我們顯現，而是我們自己充滿了屬世的東西，這些
東西遮住了我們心靈的眼睛，叫我們看不見主。彼得和同伴能遇見主，因為他們的船是空的，他
們願被主來使用，他們願放下自己的知識和能力，順服遵守主的命令，我們是否也願意放下自
我，被主使用，交出主權，讓主來帶領呢？
•

從「岸邊」到「水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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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邊」反映出世界的光景，漁夫們忙忙碌碌，整夜勞力無所得，眾人心靈飢渴，等待救主來
臨。「水深之處」有主的同在，連魚也聽話，即使在人認為不可能的時候，下網打魚竟是滿載而
歸。靠人靠世界，我們只有勞苦愁煩，遵行主話恩典滿滿。當彼得他們認識這位行神蹟的主，他
們就充滿信心，只要有耶穌同在，一切就是豐盛的。於是船靠了岸，漁夫們捨下眼前的魚獲及
船，跟隨耶穌了。
「水深之處」就像一個我們認為「不可能發生」的挑戰。當耶穌吩咐你到「水深之處，下網打
魚」時，你的回應是什麼呢？你還在乎自己是否有能力嗎？你願意說：「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
網」？神蹟的關鍵不在於我們能不能，而是你願不願意回應主的呼召，“God does not call the
qualified; God qualifies the called.” 在主沒有難成的事，我們願意接受挑戰嗎？
•

從「夫子」到「主」：

第 5 節西門稱耶穌為「夫子」, 這裡耶穌被稱為「夫子」，不是因為他是「教師」，而是指他的
「主導權」和「權柄」，彼得稱耶穌為夫子，不是因為他相信耶穌比他更懂得捕魚，而是尊重耶
穌的權柄，尊重並不表示彼得完全降服交出自主權。但是當彼得經歷神蹟後稱耶穌為「主」，彼
得是帶著敬畏謙卑的心，將生命的主權完全交在耶穌手中。今天我們是否也全然降服，將主權交
在耶穌手中，成為主門徒，凡事遵守主的命令呢？

•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耶穌應許彼得一個新的生命挑戰「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馬可、馬太福音説「我要叫你們得人
如得魚一樣」，英文是“I will make you to become fishers of men.” 主要使彼得他們成為
「得人的漁夫」（fishers of men），也就是說我們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就可以「得人」。今天
主也要我們「從今以後我們要得人了」，只要我們願意，主也要使我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成為
「得人」的工程師、醫生、會計師，我們也可以是「得人」的大叔或大媽。
感謝主！疫情期間我們敬愛的邱媽媽，每天都為傳福音而忙碌，透過網路，她將主的福音傳給她
認識的親戚朋友。我們的傳福音勇士彼得大哥，過去半年來，在台灣的高雄將福音傳給尚未認識
耶穌的人。他們就是為主「得人」的大叔、大媽，是我們的好榜樣。
弟兄姊妹們，讓我們跟隨耶穌的腳踪，「成為主門徒」，一起為「完成大使命」努力！
主啊！感謝祢揀選了我們成為祢的跟隨者，今天祈求祢再次來呼召我們的弟兄姊妹們，如同祢再
次呼召彼得、安得烈、約翰與雅各一樣，帶領我們經歷「水深之處的捕魚神蹟」，讓我們也對祢
做出回應，是的，主啊！我們願意全心全意跟隨祢，我們願意成為為祢「得人」的門徒。
主啊！今天也有希望成為主門徒的朋友，祈求主也帶領他們到水深之處，經歷祢的神蹟與大能，
賜予他們有機會向祢説：「主啊！我是個罪人，但祢是我的救主！我願意交出我的主權，我願意
跟隨祢！我願意成為祢的門徒！」
讓我們用這首詩歌來回應主的呼召！「帶我進水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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