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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21:15-17  
檢視原文兩種不同愛(愛 agapao,愛 phileo)的用詞,作者約翰是要表達不一樣的愛嗎? 從原文
用字不同就可以獲得這樣的結論嗎?請從微讀聖經的原文詞典,或信望愛聖經工具-使用出現經

文功能: 
1. 那些經文是交換使用的例子? 
2. 找出 agapao(00025)所有出現經文 

a. 那些經文是支持神聖的愛? 
b. 那些經文不是指神聖的愛? 

3. 找出 phileo (5368)所有出現經文 
a. 那些經文是支持兄弟的愛/感情愛? 
b. 那些經文是支持神聖的愛? 

1. 交換使用的例子： 
• 彼得愛主 

約 21:15-17 

15 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agapao 00025)

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phileo 5368)你。」耶穌對
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agapao 00025)我嗎？」彼得說：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phileo 5368)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  
17 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phileo 5368)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
三次對他說「你愛(phileo 5368)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
的；你知道我愛(phileo 5368)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 

• 耶穌愛拉撒路 
約 11:3 他姊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阿、你所愛(phileo 5368)的人病了。 
約 11:5「耶穌素來愛(agapao 00025)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 

• 耶穌所愛的門徒 
約 13:23,19:26,21:7,200(agapao 00025)，約 20:2(phileo 5368)。 

• 論到法利賽人喜愛會堂的高位和街上的致敬 
路 11:43(agapao 00025),路 20:46(phileo 5368)。 

2. 用 agapao，但不是神聖的愛的例子： 
• 約 3:19 …人們卻更愛黑暗甚於光…(原文直譯) 
• 約 12:43 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 
• 提後 4:10 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 
• 彼後 2:15 …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 
• 約壹 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 

3. 用 phileo，但是講神聖的愛的例子： 
• 約 5:20 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給他看… 
• 約 16:27 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父出來的 
• 林前 16:22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結論:從以上分析,從用字不同來推論有兩種愛是無法成立的。如果要推論不一樣的愛,就必須
要根據上下文提供更強烈的証據。 
 
 



研讀版聖經新譯本 約翰福音 21:15-17 
耶穌第三次問彼得時，把「愛」的希臘文動詞改變了，而彼得每一次回答都用這第二個動
詞。有些人認為用兩個不同的動詞，是要表達不同的意義。這可能性不大，因為：第一，
約翰在這卷福音書的其他地方，也把這兩個動詞互換使用；第二，其他互換詞語的例子似
乎表明，這是寫作風格而已（例：「餵養我的小羊」，「牧養我的羊」，「餵養我的
羊」）。你餵養我的小羊：「我的小羊」和「我的羊」對應「我的教會」（10:14、
26~27）。 

ESV Study Bible John 21:15–17 
In these three questions and answers, Peter uses the same verb for “love” all three times 
(Gk. phileō), but Jesus uses a different verb for “love” in the first two questions (Gk. agapaō) and 
then switches to Peter’s word phileō in the third question. There may be a slight difference in 
nuance between the verbs (Peter seems to see a difference in the related nouns in 2 Pet. 1:7), and 
many older commentators have argued for a difference, often seeing agapaō as representing a 
higher and purer form of love. However, most modern commentators are not persuaded that 
there is any clearly intended difference of meaning here because the two words are often used 
interchangeably in similar contexts and because John frequently uses different words where little 
discernible difference in meaning can be determined, perhaps for stylistic reasons. While there 
may be no difference in the meanings of the two verbs, Peter is nonetheless grieved because Jesus 
kept asking him if he loved him. You know everything, taken in its full sense, is an affirmation of 
Christ’s omniscience, consistent with his deity. If he knows everything, then of course he knows 
Peter’s heart. Feed my lambs. Jesus as the true shepherd (John 10:11, 14; see note on 10:11) 
appoints Peter and other apostles to be subordinate shepherds (see 1 Pet. 5:1–4). Peter will 
demonstrate his love for Jesus by loving God’s people and feeding them with his 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