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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約聖經讀經筆記，王文堂牧師
臨別的講話 The Farewell Discourse，約翰福音 13-17 章
約翰福音 13-17 章記載了耶穌對門徒臨別的講話，大綱如下：
一、臨別的服事（13:1-30）
二、臨別的講話（13:31-16:33）
1. 前言：彼此相愛，13:31-38
2.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4:1-14
3. 我賜給你們聖靈，14:15-31
4. 我是真葡萄樹，15:1-17
5. 世界恨我，也恨你們，15:18-27
6. 聖靈使世人責備自己，使你們進入真理，使我得榮耀，16:1-15
7. 我使你們的憂愁變為喜樂，16:16-24
8. 結語：苦難與平安，16:25-33
三、臨別的禱告（17:1-26）
生命的最高活出
我們的生命來自於神，如何才能將神所賜的生命活到最高、最豐盛？耶穌在他即將捨命之前，和
門徒講了一番話，指示門徒生命之道。
耶穌對門徒的臨別講話，是古往今來關乎生命的最高指示。耶穌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在他捨命
的前夕，告訴他所愛的門徒「活出生命並得著生命」之道（約 13-17 章）。這長達五章的講話，
以愛為起點，以愛為終點，以愛為其中的重點：
1. 講話的起點：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約 13:1）
2. 講話的終點：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
在他們裡面。（約 17:26）
耶穌告訴門徒，生命之道的起點是愛，終點也是愛。生命活到最高是愛，活到最低是無愛。生命
在愛中開始，在愛中成長，在愛中結出果子。人在愛中保有自己，並活出豐盛的生命。人在無愛
中失去了自己，也失去了生命。
一、生命的最高活出：彼此洗腳
1. The Timing
o

洗腳的時機：捨命的前夕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裡去，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裡，就洗門徒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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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耶穌平時並未洗門徒的腳，是在他知道自己即將捨命、歸回天父的前夕，才為門徒
洗腳。
B. 在捨命的前提之下，才有洗腳的服事。
2. The Posture

洗腳的姿態：跪下服事

A. 洗腳是最卑微的服事，必須脫了衣服，跪在人的腳前，將髒的腳洗乾淨，並用手巾
擦乾。
B. 願意將自己降到最低，才會有洗腳的服事。
3. The Mode
洗腳的模式：大的服事小的
o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A. 在世界上，小的服事大的，弱的服事強的。在基督裡，大的服事小的，強的服事弱
的。
4. The Necessity 洗腳的必要：領受洗腳，彼此洗腳
o 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
A. 若要與主有分，必須先接受主生命的服事，不接受的人與主無分。
B. 接受主生命服事的人，也要用生命來服事他人。因為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
能大於差他的人。主如何服事，屬於主的人也要如何服事。
5. The Blessing
洗腳的祝福：照著去做，便為有福
o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A. 洗腳是主的祝福，謙卑的人（教會）方可得著。驕傲的人不能洗腳（捨己服事），
謙卑的人才能洗腳。神抵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B. 洗腳（捨己服事）是耶穌的榜樣，效法耶穌的人有福了。
C. 一個人不能彼此洗腳，洗腳是教會（門徒的集合）的生活方式，彼此洗腳（捨己服
事）的教會有福了。
二、生命的最高活出：彼此相愛
1. 不是一個建議，而是一個命令
o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A. 愛的命令：和「彼此洗腳」（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一樣，「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也是一個命令。二者耶穌都親自立了榜樣，
二者耶穌都叫門徒去做。二者其實是一個命令：彼此相愛，就會彼此洗腳；彼此洗
腳，必須彼此相愛。
B. 愛主愛人：彼此相愛不但是愛人，更是愛主。因為愛主的，就必遵守主的命令；遵
守主命令的，就是愛主的（約 14: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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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是彼此行善，而是彼此相愛
o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
有比這個大的。（約 15:12-13）

A. 發自內心：耶穌不是叫門徒彼此行善，而是彼此相愛。相愛的必定行善，行善的不
一定相愛。
B. 動機有別：不彼此相愛也可行善，可以施捨、助人、做好事、積功德、練修養、得
美名…因各樣的動機而行善。
C. 程度有別：不彼此相愛而行善，行善的程度有限。彼此相愛而行善，行善的最高的
標準是耶穌，就是為人捨命。
三、生命的最高活出：相信耶穌
1.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約 14:1）
A. 有愛又有信：生命的最高活出，就是將神所賜的生命活到最豐盛，不但要有愛，也
要有信。
B. 父子原為一：
 信心的對象是神，不是任何一個神，而是那位獨一的真神，就是生命之道
所表明的獨一真神（約 1:18）。
 信神的人也要信耶穌。不是信兩個神，又信神又信耶穌。而是信一個神，
父與子原為一，信父就是信子，信子就是信父。
2.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 (hodos)、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 14:6）
A. 成為道路：耶穌捨身流血，完成救贖，往父那裏去。因他的救贖，耶穌自己成為道
路，使門徒藉著他也可以往父那裏去。
B. 生命之路：生命在耶穌裡面，他的話語是生命之道（logos），他的為人是生命之
路（hodos）。信耶穌的人不但聽從耶穌的話語，也效法耶穌的為人，就是道成肉
身的生活方式。
C. 真理之路：耶穌就是真理，不是教導真理，而是就是真理。他的本相，他的存在，
他的話語，他的捨命，他的一切，就是真理。
D. 唯一道路：耶穌不是許多道路中的一條道路，而是唯一的道路。若不藉著他，沒有
人能到父那裏去。
3. 耶穌說：「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們當信我，
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約 14:7,9,11）
A.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認識神的最好方法，不是尋求神秘經驗，不是被
聖靈充滿，不是研讀神學，而是藉著聖經的啟示來認識耶穌。其他方法雖然也有好
處，卻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認識耶穌，認識耶穌就是認識神。
B. 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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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你們當信我：信心的對象是耶穌，信耶穌就是信神。
* 甚麼是「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
o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約 14:2-3）

耶穌應許門徒，他要為他們預備地方，必再來接他們到他那裏去。對信主的人而言，這個應許是
甚麼意思？
1. 當我們走完人生的旅程，耶穌會接我們回天家。
2. 當末日基督再來的時候，他會接我們回天家。
3. 當我們一信耶穌，就可以藉著耶穌這條道路，來到天父面前。
正確的答案是 3。耶穌完成救贖，到父那裏去，他自己成為道路，使信他的人得以藉著他到父那
裏去。這不是人死後的應許，也不是末日的應許，而是今生的應許，一直有效，直到永生。
四、生命的最高活出：順服聖靈
o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
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
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約 14:15-17）

五、生命的最高活出：住在耶穌裡
o

你們要常（住）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
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
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 15:4-5）

六、生命的最高活出：在世界見證耶穌
o

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說：「他們無故的恨我。」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
就與我同在。（約 15:25-27）

1. 世界恨耶穌：
A. 耶穌對門徒說：「世人若恨你們，你們該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又說：
「他們無故的恨我。」我們若記得主的話，就不會對世界存著羅曼蒂克的思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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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對耶穌存著美好的感情。弟兄姊妹，世界對耶穌的感情不是中性的，不是無
感的，更不是愛慕的和友善的，而是強烈的憎恨。
B. 為什麼？因為耶穌所是的，與世界所是的正好相反。耶穌是愛，是光，是生命，世
界卻是罪惡、黑暗、敗壞。這本質上的衝突，使得世界憎惡耶穌。光來到世間，世
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並將他釘了十字架。
2. 世界恨門徒：
A. 世界將它對耶穌的恨，轉移到門徒的身上。耶穌對門徒說：「你們若屬世界，世界
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
們。」又說：「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
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
B. 門徒是屬耶穌的，不是屬世界的。門徒跟從耶穌，他們所是的，所代表的，所倡導
的，在本質上是與世界對立的。這個本質上的衝突是無法化解的，門徒必須知道，
他若一生跟從主，他一生都將與世界站在對立的立場。任何跟從耶穌的人都必須有
這個基本的認識，再從這個認識上展開拯救的使命，將世人挽回，歸向耶穌。
C. 世界恨耶穌，耶穌卻愛世人。世界恨門徒，門徒也愛世人。不是愛他們的罪惡與敗
壞，而是因為愛他們而要將他們從罪惡與敗壞中救出來，使他們得到從耶穌而來的
愛、光、與生命。
3. 聖靈在世界為耶穌作見證：
A. 耶穌說：「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
我作見證。」
B. 聖靈是受差遣的靈，他從父出來，為耶穌作見證。聖靈的使命是為耶穌作見證，不
是為自己作見證，而是為耶穌作見證。不是要人知道他是大能的聖靈、恩膏的聖靈、
賜福的聖靈，而是要人知道耶穌是彌賽亞，是神的兒子，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C. 神的目的，是要挽回罪中的世人。因此之故，神的兒子來到人間為世人贖罪，好叫
世人藉著他歸回天父。聖靈為耶穌作見證，將世人的眼光引向耶穌，使他們看到這
條得救的道路，因信耶穌而得蒙救贖，歸向天父。
D. 三位一體的真神，在目的和使命上是一致的。父差遣子是為了拯救，子來到人間是
為了拯救，聖靈為耶穌作見證也是為了拯救。聖靈不是為自己作見證，叫人歌頌他
的大能。聖靈是為耶穌作見證，叫人因信耶穌而得救。
4. 門徒在世界為耶穌作見證：
A. 耶穌對門徒說：「你們也要為我作見證。」耶穌先說聖靈為他作見證，然後才說門
徒為他作見證，是要門徒知道，在作見證這件事上他們並不孤單，有聖靈與他們同
工。
B. 最容易讓我們混淆的，是使命的性質。我們在世上做甚麼？是行善麼？作好人好事
麼？傳播宗教思想麼？倡導某種文化麼？這些雖好，卻不是我們的使命。耶穌說，
我們在世上的使命只有一個，就是為他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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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耶穌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重新強調聖靈的同工和門徒的使命。他說：「但聖靈降
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
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D. 為主作見證，才會有人作主的門徒，跟從主他。我們的使命不是為基督教作見證，
更不是為基督徒作見證，而是為耶穌基督作見證。為基督教作見證，人們就去跟從
宗教。為基督徒作見證，人們就去跟從人。為耶穌基督作見證，人們就去跟從耶穌。
E. 宗教沒有拯救，人沒有拯救，唯有耶穌才有拯救。宗教不是道路，人不是道路，唯
有耶穌才是道路。耶穌要我們為他做見證，唯獨為他做見證。
七、生命的最高活出：榮耀耶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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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不是憑自己
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

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 16:13-14）
1. 聖靈使人知罪：耶穌說：聖靈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為
罪，是因他們不信我；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就不再見我；為審判，是因這世界
的王受了審判。
A. 為罪：耶穌為世人贖罪，世人卻不信耶穌。
B. 為義：世人自以為義（賽 64:6），耶穌卻為世人的罪而死，往父那裏去。
C. 為審判：撒旦是世界的王，世界服從他。撒旦受了審判，世人也要受審判。
2. 聖靈引導門徒進入真理：
A. 聖靈是真理的聖靈，引導人進入真理。原先我們在真理之外，經過聖靈引導，我們
才進入真理之內。我們不是憑自己的智慧進入真理，而是憑聖靈的引導進入真理。
B. 在聖靈的恩膏、聖靈的大能之前，首先有聖靈的引導。不是引導我們做這個決定、
做那個選擇，而是引導我們進入真理。
C. 聖靈是真理的聖靈，這是聖靈的本質。在將聖靈變為恩膏的聖靈、大能的聖靈之前，
不要忘了他是真理的聖靈。
3. 聖靈榮耀耶穌：
A. 聖靈來不是要榮耀自己，而是要榮耀耶穌。真正被聖靈充滿的人不是榮耀自己，不
是榮耀聖靈，而是榮耀耶穌。
B. 約翰福音不住強調，耶穌的榮耀是在他的受難與復活。十字架是榮耀，從死裡復活
是榮耀。因愛世人而成為奴僕，捨身流血，被父高舉，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這是榮耀。聖靈來，是要榮耀耶穌。
八、生命的最高活出：喜樂變為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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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
的憂愁要變為喜樂。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
沒有人能奪去。（約 16:20,22）

九、生命的最高活出：勝過世界
o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
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主的祈禱
1-8 節

9-19 節

20-16 節

1.為誰祈禱？

父與子

現在的門徒

未來的門徒

2.榮耀

願你榮耀你的兒子，
使兒子也榮耀你

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
我已賜給他們

3.呼求父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
與你享榮耀

聖父啊，求你因你所
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

公義的父啊，世人未
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

4.父所賜的人

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
他的人

我為你所賜給我的人
祈求

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
同我在那裏

5.將父顯明

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
他們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
們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
們

十、生命的最高活出：認識神
o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 17:3）
A. 永生就是認識神，也就是藉著耶穌認識神：
a. 認識他這位獨一的真神。
b. 認識他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十一、生命的最高活出：因真理成聖
o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我不
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約 17:14-17）

A. 不屬世：門徒不屬世界，如同耶穌不屬世界。
B. 不離世：耶穌不求父使門徒離開世界，只求父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C. 不媚世：世界恨耶穌，也恨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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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隨世：耶穌求父用真理使門徒成聖，神的道就是真理。
十二、生命的最高活出：在愛中合一
o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
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父啊，我在那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叫他們看

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約 17:23-24）
A. 愛到極處就是合一：生命最高的活出就是愛，愛到極處就是合一。神是愛，三位合為一體。
夫妻是愛，二人成為一體。教會是愛，許多肢體成為一個身體。父在子裡面，子在父裡面；
主在我們裡面，我們在主裡面，我們在彼此裡面。愛的最大表現，就是完完全全的合而為
一。
B. 榮耀是合一：耶穌的榮耀，是從創立世界以前，就在愛中與父合一的榮耀。榮耀不是權勢，
不是榮華富貴，而是在愛中合而為一。
C. 基督是合一：人是分開的，中間有隔斷的牆；基督是合一的，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教會
能夠給人間最大的見證，也是最能夠引人歸主的見證，就是在愛中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