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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四、临别的信息  (13:1-17:26) 

谦卑彼此服事 (13:1-17)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2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

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 3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 神出来

的，又要归到 神那里去， 

 父神已将万有交给祂，得荣耀的时间将到，没有因此显出骄傲。 

 以谦卑为榜样，要祂的门徒彼此服事 

o 耶稣没有因祂的门徒之一出卖祂，而怨恨或苦毒，却以谦卑、爱心来对待门徒 

o 基督徒是跟随基督，学习耶稣的榜样 

o 是内心的谦卑，而不是外在虚伪的行为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 5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6 挨

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7 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8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 9 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

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10 

忠心： 13:4-15 

 彼得的拒绝，后又要求洗头及手，是他的天真与纯真。 

 耶稣做的这榜样，要跟从祂的人，也彼此行。 

 洗脚象征祂谦卑的爱，为要门徒学习祂的谦卑，不只是外表的行为。 

 学生的心态不能大过老师，僕人的心态不能大于主人。但是服事的工作，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14:12)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11 耶稣原知道要卖

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12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

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13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14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15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16 我实实在在地告

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17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门徒争论与耶稣的教导 

 路加福音记载在这聚集中，门徒争论谁最大。在这里记载了，主耶稣用这样的榜

样，教导：谦卑，彼此服事、相爱。 

 不应该只是外在的形式表演，而应该是从内心诚恳的彼此服事。 

 不可以像门徒当时的争论, “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路 22:24) 。像今天在有些

教会机构, ‘谁说了算？’‘你叫他老板，那叫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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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把个人的声望、权利、掌控、及面子放在首位，而是神得到荣耀。 

 

耶稣预言被卖 (13:18-30)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19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20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

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21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

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22 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 23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

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 24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 25 那门徒便就势靠着耶稣

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 26 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

人西门的儿子犹大。 27 他吃了以后，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 28 同席的人没有

一个知道是为甚么对他说这话。 29 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

是叫他拿甚么周济穷人。 30 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耶稣忧愁，哀伤，因为被出卖而引用了诗 41:9（…用脚踢我） 

 即使哀伤心碎，仍然走十字架的道路，完成目的 

 受魔鬼的引诱，犹大背弃耶稣，选择世界，放弃基督的恩典、怜悯、及真理。 

 他走进了“黑暗”，离开了耶稣，走上自选的道路，背弃了光明。 

主赐新命令 (13:31-35) 

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32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

耀他。 33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

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1. 人子得荣耀：十字架的道路战胜罪恶，神得荣耀 

2. 荣耀人子：神将“万有的”(13:3)交在祂的手里，使祂能战胜恶者，得荣耀  

(13:31-32) 

3. 新命令：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13:34)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 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

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可 12:30-31)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

与 神。  (弗 5:2) 

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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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彼此洗脚的意义，在于彼此服事相爱，不只是外在。 

 我服事弟兄姐妹，只是外在的行动？还是出自于爱心？ 

 人如何分辨我有彼此相爱的心？ 

 

彼得 (13:36-38)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 37 

彼得说：「主啊，我为甚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 38 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

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1. 软弱及爱心： 

a. 了解彼得衝动的软弱，就告诉他不能跟去  

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13:33,36) 

b. 又知道彼得的爱心，预言彼得后来要跟祂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2. 未来及潜力： 

a. 彼得虽然当时软弱，但主知道彼得的未来，因为爱主，走上殉道的路（你现

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 

b. 主的爱：神知道我们的潜力及目标（彼得说：愿意为你捨命），给我们所需

要的力量 

荣耀的应许  (14:1-3)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 神，也当信我。 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1. 恩典的确据： 

a.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捨了，岂不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赐给我

们麽 (罗 8:32) 

b. 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神，即使在困苦中，也能信心不动摇。 

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a. 天家是跟随主的人的盼望及奖赏。 



 

                                                            [4]                                                           Rev. Liu 

 

b. 天上有“许多”住处：就像祂的恩典不但足够我们用，常是超过我们所需。 

c. 耶稣做我们的先锋(来 6:20)，我们跟随祂 

第六个“我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14:4-7)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有古卷：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 5 多马对他说：「主

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 7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道路 

1. 是神指示，吩咐我们应当走的路，圣经(旧约)这样的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 (申 5:32-33)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诗 27:11)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 (赛 30:21) 

…在那裡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 (赛 35:8) 

2. 唯一的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

着得救 (徒 4:12) 

真理 

1. 道就是真理： 

a. 我们跟随真理行，因那道就是真理，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17:17) 

2. 耶稣自己为真理见证：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8:45-46) 

…特为真理作见证… (18:37) 

3. 真理与教会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诗 86:11) 

…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 3:15)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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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因为生命的短暂，寻求有价值、意义、永恒的生命。 

 没有任何其它的道路，可以找到神，得到永恒的生命。 

 耶稣告诉我们，祂就是那生命： 

从神来的：…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 (10:10)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3:5)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11:25)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约一 1:2) 

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父神 (14:8-14) 

1.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

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14:10-11) 

 耶稣来到世上，不但把神的荣耀显示给我们，我们看到祂，也就是看到父神 

2. 奉祂的名作更大的事：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

去。（14:12）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

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19-20) 

活在祂里面 (14:15-17)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译：训慰师；下同），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 17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

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保惠师或训慰师： 

 保惠师[παράκλητος, paraklētos] 守护者、中介者、保惠师、代求者、帮助者。 

 原含意及用法什广，是法庭见证人、咨询专家、安慰鼓励的人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

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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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留给我们的 (14:18-31)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19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

也要活着。 20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

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22 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

啊，为甚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23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24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25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

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

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28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

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29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

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30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31 但要叫世人知

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1. 圣灵指教我们： 

a. 在主里继续成长学习，提醒我们神的教训，在生活中，在追求祂的道路上走正

路 (14:26) 

2. 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就不胆怯，我们就必喜乐。 (14:27) 

3. 顺服父神的意思：耶稣就怎麽行，我们也造祂的榜样，学习顺服。 

 

[思想]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14:12)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  (太 28:19) 

 更大事，遵守祂的命令，是对我说吗？ 

我怎么回应？ 

 

第七个”我是”：我是真葡萄树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

子更多。 3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4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

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

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甚么。 6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

来，扔在火里烧了。 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8 你们

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9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10 你

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背景  (15:1-10) 

1. 以色列被形容作葡萄树或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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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

美丽的柱像。  (何 10:1)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赛 5:7) 

2. 在圣殿的圣所前有巨形金葡萄树 

耶稣自称“真”葡萄树 (15:1-10) 

1. 旧约提到葡萄树与败坏连在一起的经文：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甚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赛

5:4) 

 耶稣警告他们，以色列国是神的葡萄树的一部分，这整个树已败坏，只掌握这一点

关系，是不能得救的。 

 我才是真葡萄树，与我建立关系，成为我的枝子，才有生命。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15:8) 

 跟随耶稣的：  (15:1-10) 

o 就是耶稣所形容的葡萄树枝子 

o 有的结果，有的不结果。不结果的枝子，就会被拿去烧掉 

 耶稣告诉他们，若不结果，会被丢在火里烧掉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15:6) 

 对教会的警告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 3:16) 

 如众先知所说的犹太人，他们不听信耶稣，不接纳祂，成为无用的枝子 

 

[思想]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甚么。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15:5-6) 

 对于我，多结果子，是什么意义？ 

 我若不在主里面，枯干是什么意思？扔在火里烧了，是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