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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八部分：耶稣 

信息 20——主：对门徒的最后教导 

约翰福音 13-16章 

 

介绍 

四部福音书都提到最后一次晚餐。它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和 12 门徒一起吃的最后一顿

饭。这个晚餐也是每年逾越节餐食，它的来源是神指示摩西，让他告诉以色列人在上帝派天

使的那天夜里聚餐，这天使是来击打埃及的。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用羔羊的血来涂抹每一户犹

太人家的门框，天使看到这个标记就不会击杀这户人家。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

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

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出埃及记 12:12-14）

  

（请参见出埃及记 12，13章，其中对那个恐怖夜晚有较为完整的叙述。）施洗约翰在耶稣公

开传道之初就对门徒说：“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 1:29）。直到耶稣被

钉十字架，并死后复活门徒才理解那个晚上的意义。耶稣就是神的逾越节羔羊，纯全无暇，

他用自己的血拯救了人类。逾越节的晚餐对于耶稣来说有更深远的意义。“我很愿意在受害

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路加福音 22:15,16)。 

 

虽然四部福音书都记录了最后的晚餐，只有约翰福音更全面的记载了耶稣那个晚上所说的话。

从在楼上一直到他们前往科西马尼园。这些耶稣所说的话被称为“楼上的讲话”（尽管在离

开楼上以后所说的话也被记录下来了）。“楼上的讲话”有很多特别的主题，无论当时还是现

在，对耶稣的追随者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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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管这些教导称作“行进中的教导”可能更合适。因为这是主交代给他的门徒在以后该如

何生活，尤其是以后他们传道，耶稣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一部分所包

含的重要主题。 

 

通过服侍来表达对人的爱：13:1-17 

在晚餐当中，耶稣离开餐席去接了一盆水，开始为门徒们洗脚。门徒们曾经争论“谁在门徒

里为大”，耶稣这样做也许又挑起了这个争论（在路加福音 22:24-27 中有记载）。通常为客

人洗脚的事都是家里的仆人做的，由于长途跋涉，客人的脚都很脏。而耶稣却承担了仆人的

角色，为他所爱的十一位门徒洗脚。虽然他知道犹大将要背叛他；彼得，雅各和约翰在同他

去科西马尼园的时候打瞌睡；彼得三次不认主；而在他被抓以后其他九位门徒都因为惧怕而

四散逃跑了。但耶稣仍然爱他们，还为他们洗脚！（就算彼得不想让耶稣给他们洗脚）耶稣

仍然坚持洗完脚，之后他解释了其中的意义：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作的，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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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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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既知道这事，若

是去行就有福了”（13:12-17）。 

 

 

  

耶稣无条件的爱，如此的谦逊令人震撼。现今的人们都愿意在人中显露出来，很少有

人愿意作一个谦卑的仆人。耶稣不断地强调在他的国中“位高者”要降卑。“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马可福音 10:44）。这就是”降尊为卑“的原则。你呢？

这周你能为谁作仆人呢？你将如何降低自己“为别人洗脚呢？” 问问主，他让你侍奉

谁，请你效法耶稣吧。 



2019 年 3 月 31 日                                                                    1069 

耶稣预言自己被出卖：13:18-32 

当耶稣说到自己将要被其中一人出卖的时候非常难过（形成对照的是，耶稣仍然服侍包括犹

大在内的门徒们）。门徒开始不知道是谁要卖主。彼得让约翰问耶稣。只有约翰听到耶稣说

了什么，这也是判断谁出卖耶稣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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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作的快作吧！”（13：26-27） 

 

在提到卖主的犹大的时候，耶稣引用旧约诗篇中的经文“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

饭的，也用脚踢我”（诗篇 41:9）。犹大不仅接受耶稣给他洗脚，他还接过耶稣递给他的饼。

这饼代表耶稣的身体，为了赦免人的罪而被破碎的。犹大离开他们的时候，其他门徒还以为

他被派去给逾越节购置物品。实际上，魔鬼进了他的心，他要去卖主（路加福音 22：3-6中

记录了撒旦在当晚如何行诡诈的）。 

 

犹大离开之后，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荣耀神的儿子，耶稣。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

他”（13:31,32）。 

 

只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神才能理解世上真正发生的事。在天上，一切都变得

明朗。在地上，所有人和事都要经历黑暗、悲伤和痛苦。  

 

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13:33-38 

耶稣开始就明确的说到他要去的地方门徒们不能去。对耶稣忠心的彼得不愿意和耶稣分

开。 

 

  



2019 年 3 月 31 日                                                                    1070 

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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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38）。 

 

这个预言对彼得（和其他门徒）来说一定很难过（也很疑惑）。耶稣已经预言一个门徒要卖

主了，现在有告诉他们彼得将要“背弃耶稣”。而且耶稣说彼得要三次不认他。对门徒们来

说很难理解耶稣的话。如果参考路加福音，我们会看到撒旦不仅进了加略人犹大的心，还击

倒了彼得。路加福音介绍了这一点：“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

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路加福音 22:31,32）。 

 

 

对未来的预言，充满安慰：14：1-3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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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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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们也在哪里”（14：1-3）。 

  

我们虽然看不到属灵的征战，但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使徒彼得写道：如同吼叫的狮

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 5:8）。对此他有亲身体会！彼得不知道他

的骄傲对他来说是”盔甲上的裂痕“，正是从这里撒旦趁虚而入对他进行攻击。使徒保

罗在以弗所书 6：10-18 中提到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让我们记

住军装的每个部分，当我们面临征战的时候靠他抵挡魔鬼。那么现在就评估一下你的

军装。你觉得自己引以为荣不会被攻击的地方在哪里？在你的生命中哪一部分是你的

软肋? 为了赢得征战你需要怎样让自己更强？保罗让我们特别警惕试探：”所以，自以

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在你

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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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将会遇到什么事，门徒们都不知道，因此，大家都感到惧怕。在这样

的情况下，耶稣说了这些令人倍感安慰的话。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他们未来的前景是明确的：

总有一天他们将和耶稣一起在天父的家里！ 

 

 

耶稣是去天父那里的道路：14:4-14 

门徒们知道耶稣要走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他要去哪。耶稣接下来的话很重要。他说：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14:4）。 

 

那位善于逻辑思维的门徒多马，代表门徒问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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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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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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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对他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

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14：5：9） 

 

这里出现了约翰福音中记载的耶稣所说的第六处“我是”。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

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14:6) 。 圣经对于多神论，多道路论是明确反对的。耶

稣说他是到上帝那里的唯一道路。另外，他也宣称是天父唯一的真正的代表。 “见到我的

人就见到父。 除了从耶稣这里，门徒从其他地方都无法理解和认识天父。（参见希伯来书 1:3;

约翰福音 1:18）。 

  

当你抵达目的地看到自己的房间已经布置好了，是不是很开心？房间里气味芬

芳，空气清新，就好像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耶稣也为你在天国预备了房间！他在

天父的家里为我们预备地方。这个应许让人倍感安慰。无论你现在遭遇了什么，

想到救主爱你，而且为你预备了永在的居所，都让你倍感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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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承诺将要派下圣灵：14：15-29 

比起其他章节，在约翰福音 13-16节中耶稣更多的提到了圣灵的人性和工作。他承诺在他离

开这个世界以后，圣灵将会被派来，一直陪伴他的门徒。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

你们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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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长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14:15-17）。 

 

这个承诺将会在五旬节那一天实现。在这一天，圣灵从天而降，来到第一批基督徒中间，于

是就有了教会（使徒行传第 2章）。这个承诺在今天仍然会兑现，只要我们向耶稣敞开心门。 

  

耶稣的话非常清楚，也很不同寻常。如果耶稣说他仅仅是很多道路中的一条，或者说

神在世上有很多不同的代表，那么让这个世界认识耶稣也就不是那么紧迫了。但是， 

如果耶稣真的是去父那里的唯一道路，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消息带给世界。在使徒行

传中，当保罗站在犹太人领袖们面前的时候，他勇敢的再次强调了约翰福音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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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徒行传 4:12）。在 OPC 教会中门徒的八个特点之一就是”走出去“。一个真正的门徒会

用好行为告诉这个世界，耶稣已经为我们敞开了与父重新建立关系的大门。谁排在你

传讲福音得名单中的前三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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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会住在人的心里，让他拥有新的生命，从而活出耶稣希望他活出得样式。与此同时，圣

父和圣子也会一同为每一个信徒预备天上的家园。 

圣灵还会“教导”信徒，“提醒”他们耶稣曾经得教导（14:25,26）。正是在圣灵的启发之下

福音书的作者们才记录了新约中的圣言。其次，圣灵还能够在信徒读经的过程中启发他们更

好的理解和应用神的话语。这就是圣灵的主要工作——引导我们进入神话语的真理当中。 

 

离开马可楼：14:30-31 

随后众人离开马可楼，他们向科西马尼园走去。在路上耶稣提到将要面临的和魔鬼撒旦的征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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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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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31） 

 

耶稣知道是撒旦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更大背景下，天父藉着撒旦实现了他的旨意：赦

免罪，并将拯救带给这个世界。 

 

接在葡萄树上：15:1-17 

这里提到了第七个“我是”。“我是真葡萄树……”(15:1)。可能在耶稣和门徒前往科西马尼

园的路上，他们经过一片葡萄园。耶稣停下来给他们重要的教导，告诉他们要和赐生命的源

头联结，这样才能结果子。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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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耶稣并不是说一个信徒会“失去救恩”，他指的是为神的国要结果子，这样才能成为有用的

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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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徒能够结果子，天父会修理干净，让他接更多的果子。“枝条是否有用”的判断标准

就是看神是否在修剪它，让它接更多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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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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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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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15:4-8）。 

 

 

世人敌对 圣灵支持：15:18-16:15 

以后，这些使徒将会经历敌对（甚至憎恨），这是因为他们与耶稣的关系。耶稣最后对门徒

所说的话就是讲述这个主题。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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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19）。 

 

  

这是个非常具体的教导。如果一个枝子不接在葡萄树上，它就无法吸收到养分，最

后就枯萎死亡。同样，作为信徒，如果我们不和葡萄树连接，我们就没有生命。我

们要和生命的源头，救主耶稣连接，这样才能够结果子（不仅在我们自己的生命，

还要把耶稣的爱带进其他人的生命）要“接在“葡萄枝上，指的是我们要在耶稣的里

面。我们怎么和耶稣联结？要和他在一起，更亲近他。我们要认罪，清洁己心。我

们要读经祷告。简单来说，我们要每时每刻都在与他同在的生命中呼吸。“顺服在基

督里”和“与”圣灵同行“意思相近。参考加拉太书 5:16-25；以弗所书 5:15-20；哥林

多后书 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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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门徒向人们见证自己对耶稣弥赛亚的信心的时候，圣灵会与他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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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

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15:26,27）。 

 

在早先耶稣的训导中，他曾就对门徒说起今后他们要侍奉自己的事，其中就讲到圣灵会与门

徒同作见证。 “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

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福音

10:19,20）。 

 

对于将要遭受的迫害，在 15 章和 16 章都有记录。（圣经经过后人的编辑，将经文分为不同

的章节，显然不如早期未经过编辑的希腊文版本）。耶稣解释了为什么他要提醒门徒未来可

能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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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耶稣并不想让门徒感到意外；相反，他想让他们做好准备。在此过程中圣灵会与他们同在，

向世界证实这个信息： 

 

“他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16：8-

11）。 

 

耶稣在这里强调圣灵主要是要提醒门徒耶稣所说的话，同时引导他们进入新的真理（就是通

过使徒启示出来的）。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

白一切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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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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荣耀

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

诉你们”（16:12-15）。 

 

悲痛要化为喜乐：16:16-22 

就在耶稣要结束讲话的时候，他又一次提到他要离去。门徒们非常迷惑：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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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

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16:16-18）。 

 

耶稣察觉了他们的悲伤和迷惑，他就告诉他们，悲痛将会化为喜乐（在他复活并向他们显

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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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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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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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22）。 

 

他们和天父的关系将要改变：16:23-28 

耶稣继续强调门徒们与天父的关系将要改变。耶稣想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将和天父有更个人

更直接的关系。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

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

以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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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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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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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

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16:23-28）。  

 

这段话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祈求祷告。 我们提到耶稣是因为是他打开了

我们进入天父的国的道路。希伯来书描画了耶稣是天国派来的大祭司的场景。他来到我们

中间，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因为他的牺牲，在灵里，天父和我们之间的帷幔被撕开。

现在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天父所居的神圣之所。 

 

到了他们要散开的时候了：16:29-33 

耶稣最后说到门徒们将被打散。但是哪怕就是这样的困境之下，他仍然承诺他们将要给他

们最大的平安。 

 

“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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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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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33）。 

 

耶稣说完这些话不久，兵丁就来抓了耶稣把他带走了。为了世人的罪，耶稣没有任何人陪

伴的独自走向十字架。但是天父在这段困难的旅程中一直与他同在。 

 

讨论问题 

1. 在耶稣对门徒的最后的教导中，你心里认为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 

 

2. 如果你跟随耶稣了三年时间，他说将要离开你，你会作何感想？你觉得门徒从他的话语

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安慰？ 

 

3. 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中你得到什么启发？ 

 

4. 通过这段话，你对圣灵有什么样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