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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 8 部分：耶稣 

信息 5——跟随我 

介绍 

在新约中“门徒”一词使用了 250 余次。门徒是指跟随耶稣的人，而并不

仅仅指 12 位耶稣的“使徒”。在路加福音 8 章 1-3 节中还提到女性门徒，

她们也为耶稣的传道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路加福音第 10 章中，有

70 位门徒受到耶稣的派遣前去传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有 120 位门徒聚

集在屋中，等待圣灵的降临。要跟从耶稣就要做他的门徒。而另外还有很

少的几位门徒以独特的方式跟从耶稣，他们后来在教会中担任重要的工作。

这就是 12 使徒（信使）。在今天的讲章中我们着重讲这 12 位使徒中的几

位。对于今天跟随耶稣的人来说，了解他们的情况很有必要。 

 

第一次见面：约翰福音 1：35-51 

有一些耶稣的门徒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约翰让他们认识耶稣，并鼓

励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了耶稣，耶稣也开始教导他们。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

“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

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是约有申正了（约 1:38-39）。 

 

“申正”（下午四点）。约翰知道他们跟随耶稣的确切时间。这是一个改

变一生的时刻。其中最先跟随耶稣的是安德烈。他回去告诉自己的兄弟

西门说找到了弥赛亚。西门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当场给他了一个新的名

字。 

 

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翻出来就是彼

得）”（约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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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名字“矶法”和“彼得”都是磐石的意思。意指彼得将在早期教

会中承担领袖任务。（马太福音 16:16-19 中提到磐石。） 

 

耶稣将要离开加利利的时候，他呼召腓力跟从他。腓力把自己的朋友带

来跟从耶稣。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

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

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约 1:45-46）。 

 

拿撒勒不是一个人受尊重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有罗马兵守在那里。然而

拿但业还是愿意来看看耶稣。拿但业看不起拿撒勒，耶稣对这一点表示

赞赏： 

 

耶稣看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

有诡诈的。”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

“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地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

“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约 1:47-49）。 

 

拿但业很快就信了主。他承认耶稣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 

 

 

第二次见面：马太福音 4:18-22 

他们向北前往加利利，在此之后耶稣第二次遇到了同样的一群人。他们

是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渔民。他们又回去打鱼说明他们还没有全心投入的

跟随耶稣。  

  

“你来看”。在早期的场景中，弟兄把弟兄、朋友把朋友带去见耶稣。

这是当时常见的作法。把人带去认识耶稣是需要有关系做支撑的。

你是否知道，绝大多数人第一次去教会就是因为受到了亲友的邀

请？在你的亲友群中你需要为谁祈祷，邀请他们来向耶稣学习。当

然，学习是一个过程，但是你可以帮助他们走出第一步。在你的名

单中，排在前三位最需要你代祷和带到主面前的人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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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

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

我！我要叫你们的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太

4:18-20）。 

 

曾经见过耶稣的两兄弟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现在耶稣召唤他们放下自己

全然跟从耶稣。他们两个就舍了一切跟随耶稣。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

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补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

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太 4:21-22）。 

 

在这样的文化中，离开父亲让他一个人承担家里的责任是一个很大牺

牲。根据后来提到的雅各和约翰的妈妈，也许在他们决定跟随耶稣之前

需要赡养他们的父母（见马太福音 20:20-22）。 

 

 

坚定门徒信心的两个神迹 

哪怕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使徒）也需要一些神迹来坚定他们跟随耶稣

的信心。在耶稣早期传道生涯中发生了两个神迹。 

 

——变水为酒：约翰福音 2:1-11 

最早记录的耶稣行的神迹就是他在加利利的婚礼上变水为酒。那时是他

从施洗约翰那里回来的第三天。 

  

雅各和约翰不仅要离开他们的产业；他们还要和父亲道别。但是当

耶稣招呼绝大多数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职业，家

庭和朋友。相反，他让人们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做他的门徒，从而

在生活的环境中见证耶稣的能力。在马可福音 5 章 19 节中提到的那

个被鬼附的人，他被医好了之后想放下一切跟从耶稣，但是耶稣让

他回家，回到自己的人们那里去作见证。想想看你每天走的“道路”。

想想看这条道路是否也可以成为你传播福音的地方？在这条道路上

你可以向谁见证耶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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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神迹最后有一句话表明了这件事对门徒的影响：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

来，他的门徒就信他”（约 2:11）。 

 

这时，他的门徒就有充分的信心去跟随耶稣。他的神迹也让门徒们相信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也许这件事对约翰有特别的影响，所以

只有他记录了以上这段话。 

 

——行神迹捕鱼：路加福音 5:1-11 

有一个神迹对彼得的影响很大。他们打鱼打了一整晚，但是一无所获。

耶稣告诉他到深水去捕鱼，他们开始不太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只是

个门外汉而已。但是当他们根据耶稣的提议（他统管着万物）捕到很多

鱼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感到吃惊。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

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

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 5:8-

11）。 

 

门徒的代价：路加福音 9:57-62 

耶稣也遇到了一些不愿跟随他的人。对他们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相信”需要先“信任”。我们和某人相处的时间越久，我们对他的

信任就会越多。这些早期的门徒对耶稣的信任不断加深。今天也一

样。我们认识耶稣的时间越久（通过他的话语和我们的经历），我们

对他的信任也会越多。你呢？与耶稣同行的你是否对他也更加信任

了？ 

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出人意料地让我们

看到他的同在。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让你更坚定了跟从他

的信心？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决定要跟随耶稣，那么你是否相信他

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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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的需要 

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狐狸没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路 9:57,58） 

 

耶稣看出这个人的心里对安全感有很大的需求。他们想得到的答案是：

我们住在哪？我们的需要是否会被满足？未来情形如何？耶稣没有说他

们的需要不会被满足，他要说的是，一旦我们决定跟随他，我们就要让

他来决定我们的生活。他会供应我们，虽然不会像我们理想中的方式。

我们不能把安逸和稳妥作为委身耶稣的前提。很有可能跟随耶稣是需要

以牺牲生活中的舒适为代价的。 

 

——孝敬长辈的需要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

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路

9:59,60）。 

 

耶稣并不禁止那个人回去埋葬父亲。十诫中之一就是“要孝敬自己的父

母！”这个人的确是在跟随耶稣上面临挑战。马修亨瑞曾这样理解这个人

的要求：“我家中有老父，将不久于人世，我要在他气息尚存的时候回去

照料他，尽一个儿子最后的孝心。埋葬老父后我可以做任何事了。”耶稣

并没有阻止这个人尽孝（参见提摩太前书 5:8）。他指的是让家中的其他

成员（那些没有兴趣跟随耶稣的人）去在老父亲的有生之年照顾他。而

这个人则要考虑自己应该把谁放在优先位置。耶稣应该优先于他的父

亲，反之则不对了。 

 

——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的需要 

 

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

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 9: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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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并不反对家庭成员的关系；但是当一个人对家庭如此难舍难分时，

他就会常常“向后看”。这样会减少他要跟随耶稣的决心。人在犁地的时

候只有定睛在前方的目标上，才能犁出笔直的田埂。如果他不停的往后

看那么他能犁出什么样的地呢？想想看当初以利亚呼召以利沙跟随他的

时候，以利沙居然跑回家烧了犁，祭献了自己的牛！（列王纪上 19:21）。 

 

被呼召而跟随耶稣的转折点：马太 16:13-28 

在三年间，门徒们和耶稣一起生活，一起传道。在第三年后期，耶稣决

定面向耶路撒冷去面对最后的遭遇并死在十字架上。当他面对这样的转

折点的时候，对门徒们的呼召也更具挑战性。耶稣向他们解释在前面将

要面对的困难：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

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太 16:21）。 

 

在此之前，彼得认耶稣为“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要把教

会交给他，让他带领。但是现在，彼得却认为耶稣想的太负面；丧失信

心。这个被称为“领袖的领袖”人却在这里重重地绊倒了！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

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 16:22,23）。 

 

 

  

在你生命中是否也有什么事让你无法专心委身耶稣。想想看这三

个人，问问自己，我向耶稣提出了什么条件？我又应该牺牲什么来

全身心的顺服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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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跟随自己的代价。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

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

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

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

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马 16:24-27）。 

 

 

最后的呼召：约翰福音 21 章 

经历了耶稣的死亡和复活，这十一位门徒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耶

稣在复活后再次出现在门徒面前，他承诺将会派圣灵帮助他们进行传

道；但是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未来如何也不明朗。所以有

些人就又回去打鱼了。 

  

哪怕是最虔诚的信徒，都有可能用自己的计划代替神的计划。 彼得

的动机是好的，他想让耶稣成功。但是他不了解耶稣的计划。他应

该认真听耶稣的计划，而不是告诉耶稣怎么做。我们不能把自己的

想法加给神。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神在哪里，然后跟随神，与神同

行。这才是顺从耶稣的精髓。我们和他的心意相通。你呢？你是否

有自己的计划，或者你让神来为你安排。你是否愿意听神的话语？

或者你在自己不停的讲? 

“救自己生命的……丧掉生命 ”“丧掉自己的生命……得生命。”耶稣

的教导激励着年轻的传道人和殉道者 Jim Elliott: “为了获得自己不

能失去的东西而承诺给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他可不是这样的傻瓜。”

Elliott 去厄瓜多尔向当地印第安人传扬耶稣话语的时候殉道而死。

你呢？你是想要救自己的生命么？那么耶稣说你会丧掉生命。你是

否为了他而愿意做出牺牲？倘若如此耶稣告诉你，你将会发现生命

真正的意义，你在永恒的荣耀也会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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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加福音 5 章（意外捕获很多鱼），他们整晚打鱼，一无所获。当一个

人从岸上呼喊让他们把网撒到船的另一边，他们照着做了，然后真的捕

到了很多鱼。彼得马上认出了岸上的人就是耶稣，他从船上跳下来向耶

稣游过去。其他人把网拉上来之后，也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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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

这是第三次”（约 21:12-14）。 

 

耶稣和彼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处。彼得向耶稣三次表达了自己的爱

（也许是对应于他三次不认主）。耶稣于是起来准备走了，他同时也告诉

彼得以后他将为主的道而牺牲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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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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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1；18-19） 

 

约翰福音开篇就是“跟从我！”的呼召，他同时也是以这句话为结尾。

（对比约翰福音 1:43 和 21:19）彼得知道耶稣对自己的预言代表着什么

（受迫害并殉道）。但是他想知道其他人的结局如何，特别是跟着他的约

翰。 

 

彼得转过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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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

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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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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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 “跟随耶稣”是有不同阶段的。第一步是要“相信”他（信他是神的儿

子）。最后一步是要和他“面对面”（与主同行）。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2. 显然，要想跟随耶稣我们需要有所牺牲。很多人觉得要做出牺牲很困难。

你愿意为耶稣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呢？在此期间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 

 

3. 思考一下马太福音 16:24-27 的章节。再思考传道/殉道士 Jim Elliott 的

话：为了获得自己不能失去的东西而给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他可不是这样

的傻瓜。（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作为耶稣的跟随者，对永恒事物的眼光是否改变了你在世俗世界的

生活方式？ 

 

4. 我们会拿自己和别人的属灵的经历相对比，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做的危

险在哪里？ 

约翰福音 21:22 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原则——与你何干？跟随耶稣

的没有两个人是有相同经历的。但是我们经常想要得到保证。“如

果我遭难，他是不是也会有同样遭遇？如果她的担子轻省，我是不

是也可以轻松？”倘若我们放下自己而跟随耶稣，我们会对他说：

作你的门徒，我的人生由你而定，我不在乎其他人怎样。你是否也

曾经环顾四周，拿自己的经历和别人进行对比？在约翰福音的最后

部分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彼得需要定睛在行走的耶稣

身上，而不是其他在他身后的门徒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