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翰福音系列 - 仁心仁蹟
捕魚的大收獲

(愛主篇)
約翰福音 21:1-15

袁惠鈞博士 (Dr. Sidney Yuan)

(swyuan@ucla.edu)

證道於培城宣聖教會

3700 East Sierra Madre Boulevard

Pasadena, California  91107

點擊下面的鏈接聽道

https://sermons.faithlife.com/series/51888--
https://sermons.faithlife.com/sermons/343086
https://sermons.faithlife.com/profile/sidneyyuan-n
http://www.church.com.hk/acms/content.asp?site=cdc&op=search&type=product&field=author&text=袁惠鈞博士


一百五十三條魚
• 亞歷山大的西里爾 (Cyril of Alexandria) 

– 100,代表 “外邦人的足數”;  

– 50, 代表以色列的餘民
– 3, 三位一體的神.

• 奧古斯丁 (Augustine)

– 10, 十誡 (律法)
– 7, 神的恩典(七個靈的恩賜, 賽 11:2-3).  

– 10 + 7 is 17 and 1+2+3…+16+17=153.

• Annotated Bible Commentary 

– 耶穌在世的時候有 153 個國家
• 真正的數目

– 第四本福音書的作者親眼看見魚的數目



約翰福音二十一章的首尾對偶
A)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21:1)

B)不知道是主(21:2-4)
C)耶穌復活後繼續服侍門徒-你們有吃的沒有
(21:5-6a)

D)耶穌復活後繼續指引門徒-把網撒在船的右
邊… 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21:6b)

E)發現復活的主(21:7)
D)耶穌復活後繼續指引門徒-把剛才打的魚拿幾
條來…那網滿了大魚, 網卻沒有破(21:8)

C)耶穌復活後繼續服侍門徒-你們來吃早飯(21:9-
12a)

B)知道是主(21:12b)
A)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21:13-14)



耶穌向門徒顯現

A)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21:1)

A)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21:13-14)

• 在耶路撒冷,門都關了的屋裏 (路 24:36-
43;約 20:19-25)

• 在耶路撒冷,耶穌叫多馬探入祂的肋旁(約
20:26-29)

• 在加利利海向七位門徒顯現 (約 21:1-23)

• 在加利利山(太 28:16-17)

• 升天前的顯現(路 24:49-53;徒 1:3-11)



復活之憑據

徒 1:3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
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

林前 15:3-8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
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
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
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
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
經睡了的．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復活之案
•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 (死在刀下: 44–45 A.D.)
• 西門彼得 (倒釘十字架: ca. 64 A.D.)
• 安德烈 (被勒死: 70 A.D.)
• 雙生子多馬 (被燒死: 70 A.D.)
• 伯賽大腓力 (釘十字架: 54 A.D.)
• 马太又名利未 (被斬首: 60–70 A.D.)

• 拿但業 (被剝皮釘十字架: 70 A.D.)
•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被推下樓後被石頭打死: 63 A.D.)
• 奮銳黨的西門 (被鋸死: 74 A.D.)

• 雅各的兒子猶大 (被棒打死: 72 A.D.)
• 馬蒂亞斯 (在十字架被勒死: 70 A.D.)
• 西庇太的儿子約翰 (老死: 95 A.D.)
• 保羅 (被斬首: 67 A.D.)

Lee Strobel – The Case for Christ (第一部
檢查證據，第二部分析基督，第三部研究復活)



今日耶穌仍然向我們顯現

主藉著聖經和我們說話

• 歌羅西書 3:16-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
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或作當
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以各樣
的智慧〕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

主藉著聖靈引導我們

• 約 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
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



耶穌復活後繼續服事門徒

C)你們有吃的沒有 (21:5-6a)

C)你們來吃早飯(21:9-12a)

• 路 22:26-27 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裏頭
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
像服事人的。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
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麼．然而我在
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

• 約 13:1-15 耶穌、替門徒洗腳

愛主的人願意服事他人



耶穌復活後繼續指引門徒

D)把網撒在船的右邊… 竟拉不上來了、因為
魚甚多(21:6b)

D)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那網滿了大魚,
網卻沒有破(21:8)

• 撒母耳記上 15:22 -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
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
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 路 6:46- 你們為甚麼稱呼我主阿、主阿、
卻不遵我的話行呢。

愛主的人願意服從主



知道是主,發現主

B)不知道是主(21:2-4)

E)發現復活的主(21:7)

B)知道是主(21:12b)

B)不服從主= 不知道主

E)印證服從的收穫 - 發現復活的主

B)服從主= 知道主

發現主, 是發現耶穌是主宰



總結

• 今日耶穌仍然向我們顯現,藉著聖經和聖靈
與我們說話

• 愛主的人願意服事他人

• 愛主的人願意服從主

• 發現主, 是發現耶穌是主宰

• 印證服從的收穫 - 知道復活的主

• 我們所信的，是一位活生生，復活的主。
一位門徒親眼所見，甘為祂願犧牲的主



約翰福音神蹟的意義

• 20:30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
蹟、沒有記在這書上。

•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
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耶穌在約翰福音的神蹟

1. 水變酒的標記(神蹟篇) - 約 2:1-11

2. 醫好皇家官員的兒子(信心篇)- 約 4:43-54

3. 醫好羊門畢士大池傍癱子(恩典篇)-約 5:1-14

4. 五餅二魚的標記(成長篇)- 約 6:1-15

5. 耶穌在海上走的標記(主必看顧篇)- 約 6:16-21

6. 醫好生來瞎眼的人(救恩篇)- 約 9:1-41

7. 拉撒路的復活(永生篇）- 約 11:1-44

8. 捕魚的大收獲(愛主篇) - 約 21:1-15



舊約拾遺
路 24:27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
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路 24: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
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
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
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十月開始的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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