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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四、临别的信息   (续) (13:1-17:26)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12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

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13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14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

友了。 15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

告诉你们了。 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

名，无论向父求甚么，他就赐给你们。 17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选民的生活：当效法主的爱 (15:11-17) 

1. 朋友：”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2. 神的仆人是极光荣，受恩待的身份： 

 摩西是神的仆人「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申 34:5) 

 约书亚是神的仆人 “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僕人嫩的儿子约书亚…”

 (书 24:29) 

 大卫是神的仆人 “我寻得我的僕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 (诗 89:20) 

 亚伯拉罕“惟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

裔” (赛 41:8) 

3. 神的代表/大使：“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对世人传福，领人归主。 

4. “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甚麽，他就赐给你们” 

a. 这应许的前提是：“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因此“使你

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甚么，他就赐给你们” 

b. 不是出于我们的私心，而是为了“结”福音的果子，并且“果子常存”。 

 

世界的恨：世人若恨你们 (15:18-21)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或译：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 19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

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20 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

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21 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

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 23 恨

我的，也恨我的父。 24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

也恨恶了。 25 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 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

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 27 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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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们无故恨我：我们在这世界中，却不属这世界。属世界的恨我们，隐藏在黑暗里的

讨厌光 (15:25) 

2. 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作见证时，一定会与我们交通，引导我们  (15:26-27) 

3. 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

爱祂之人的 (雅 1:12) 

4. 敌对基督：故意敌对基督的人并不多，然而许多人的生活表现，好像基督没有降世一

般，忽视基督。 

 

不致于跌倒  (16:1-4)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2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事奉 

神。 3 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 4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

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1. 耶稣在离世前警告迫害： 

a. 当时的人认为消除与他们相异的，是服事神 

b. 保罗早年极力迫害耶稣的名和教会 (徒 26:9-11) 

2. 与我们同在： 

a. 我们要走的道路不一定是安逸的道路，但是耶稣的应许是祂与我们同在 

 

圣灵的工作  (16:5-11)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 6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

愁。 7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8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9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10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

去，你们就不再见我； 11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1. 耶稣介绍圣灵的工作 

a. 圣灵(保惠师)到我们中间的应许：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太 28:20) 

2. 圣灵使我们对罪敏感，省察自己的罪 

为罪： 圣灵引导不信的  -  启示、开导、带到神前 

为义： 让我们看到基督的义，辨别对与不对。我们在祷告时，可以聆听神给我们的

声音 

为审判：使人知道自己的罪，启示基督的义，使人知道将来的审判。属这世界的，都

要和这世界的王一起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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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16:12-15)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译：不能领会）。 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4 他

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1. 启示工作：把真理带给世人 

a. 按着我们各人在主里成长的程度，对我们有不同的启示 

b. 在各方面都启示：神的话语、神学教义、工作、生活、甚至诗歌音乐。如韩德

尔在写作“哈利路亚合唱曲”时，他说他得到异象，看到天开了，伟大圣洁的神

坐在宝座上，让他写了这不朽的作品 

c. 真理启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能引导我们 

 

忧愁变喜乐  (16:16-24)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17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

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甚么意思呢？」 18 门徒彼此

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甚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 19 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

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 20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

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21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

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22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

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23 到那日，你们甚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

求甚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24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甚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

足。」 

1. 忧愁：因为受到迫害，对末日忧愁。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 (彼后

3:10) 

2. 现在的喜乐，将来的喜乐： 

现在的：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喜乐，罪的重担得到释放的喜乐，恩典和真理充满在生命

里的喜乐，神藉著我们把祂的生命传给人的喜乐。 

将来的：在将来的完美国度里，在完美的爱里的喜乐，完美的满足。 

 

前面的道路  (16:25-33) 

「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 26 到那日，你们

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 27 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28 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29 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 30 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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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 神出来的。」 31 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 32 看哪，时

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

在。 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

界。」 

1. 因为爱我们，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2. 门徒将离开祂，耶稣告诉他们： 

 有父与祂同在，祂不孤单 

 他们在基督里有平安，因为耶稣宽恕了他们 

 耶稣给我们最大的盼望，因祂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世界。 

 

[思想] 

耶稣警告将有的逼迫和苦难 

    a. 今天逼迫和苦难仍然发生吗？ 

    b. 知道有逼迫和苦难，影响我相信神吗？ 

    c. 我可以求神帮助我吗？ 

   

        (记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吗？) 

 

 

分离的祷告  (17:1-26)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2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3 认识你―独一的真 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

永生。 4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5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

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6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7 如今

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8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

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荣耀、永生、与认识神  (17:1-8) 

1. 耶稣工作的结束，走上十字架，就是祂的荣耀。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17:4) 

 耶稣顺服父神的托付 

 代价是走十字架之路，胜过死亡让父神得荣耀，父神也因此荣耀祂的儿子耶稣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3 认识你―独一的真 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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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的永生：  (17:2-3) 

a) 永生 αἰώνιος [aiōnios] 的原意，是神的生命，我们进入永生，是进入神的生命 

b) 并经验神的生命的尊贵、圣洁、平安、喜乐 

3. 认识神：  (17:3) 

a) 在知识上的了解，建立亲密关系，经历神 

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箴 8:35) 

义人却因知识得救 (箴 11:9)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何 4:6) 

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 (阿摩司 5:4)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 10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

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11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

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12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

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13 

1. 门徒是神赐给耶稣的：耶稣当初对门徒呼招时，神的灵在他们的心里动工，而起回应

跟随祂。 (17:9) 

2. 耶稣因他们得荣耀：门徒是耶稣同工，服事耶稣，被差遣参与宣教(路 9:1-2)，使耶稣

得荣耀。 (17:10) 

3. 合而为一：知道门徒会软弱、分裂、排斥、相争，为他们彼此合一祷告，像父与子一

样的合一。 (17:11)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14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

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15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译：脱离罪

恶）。 16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17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18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19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

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4. 充满喜乐：因耶稣所赐的道，他们心里充满喜乐。因为得到丰盛的生命，自然就充满

著喜乐。  (17:13) 

5. 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17:17-19) 

a. 用真理： 用神的道，神的话语。(圣经)  

b. 成圣：分别为圣、使成圣洁、洁净 

 分别出来：门徒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担当特殊神的工作。接受装

备，以胜任所担当的工作及责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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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基要真理，教会主日学，神学院进修装备等等。 

 

为信主的人合而为一祷告   (17:20-26)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21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

我来。 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

们如同爱我一样。  

1. 爱心的合一： 

 为所有的基督徒的“合而为一”祷告：“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耶稣为远方和未来，不论背景，什麽方式崇拜，在神的恩典里没有分门

别类，只有爱心的“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 

  

2.  父给耶稣的荣耀，祂已赐给了门徒 (17:22) 

a. 十字架不是刑罚，是祂将战胜死亡的荣耀。 

b. 耶稣的顺服是神的荣耀，我们照神的旨意行时，我们荣耀神，也从神得到荣耀。 

c. 我们与基督的亲近，如耶稣亲近父神。别人可以在我们身上见到神，我们荣耀神，

也从神得到荣耀。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25  

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 26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 

使你所爱我的爱 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3. 分享祂的荣耀： 

a. 祂让我们分享祂的经历，分享祂的十字架，祂就是让我们分享祂的荣耀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祂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祂，祂也必不认我们。 (提后 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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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耶稣临别前为门徒祷告 

   a. 用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使门徒分别出来归给神，担当特殊神的工作 

        我努力认识了解神的话语(圣经)？ 

   b. 主耶稣为我们“合而为一”祷告 

        主耶稣为什么如此祷告吗？ 

        在“合而为一”上，你曾否另耶稣失望？你如何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