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 年青年聖經講座）              細說約翰福音       主講：陳希曾弟兄

【一】約翰福音概論

 

讀經: 約 1:1-4、1:14-18、1:26-28
約翰福音可說是使徒約翰把基督徒的天路歷程寫出來，告訴我們怎樣從大而可畏的曠野經過，
如何從一個站走到另一個站；同時也是講到我們這些神兒女生命成長的軌跡是如何?怎樣從嬰孩
階段進到少年階段，最後到長成的階段。

一、從四本福音書來認識我們的主
啟示錄用四活物來代表在寶座前的生命，是被造的生命，四活物有四種不同的形象，四種不同
的表現，這也可以說是人沒有犯罪墮落在神面前的情形。然而，我們的主比四活物更靠近神，是
在寶座前終極的生命，那麼這個生命的表現是如何，可以藉著四本福音書讓我們看見。同時，我
們蒙了主耶穌的拯救，乃是先把我們救到祂的王權底下，然而，祂不但救我們，也服事我們，
使我們能成長，能長成像祂一樣。

主耶穌的身分 四活物   比 較              內容重點
馬太福音 君王 獅子 重在國度

重 在 要 求
和獎賞

猶太人所等候的彌賽亞就是這位主耶穌基督。
主耶穌不只是我們的救主，祂還要作我們的君
王。

馬可福音 神的僕人 牛 主耶穌如何服事全世界，祂所救贖回來的人都
是祂服事的對象，祂一面是拯救我們，一面是
服事我們，使我們成長。

路加福音 完全人
(人子)

人 主耶穌在地上乃是展現出完全成熟的生命

約翰福音 神的兒子
(神子)

鷹 重在生命
重 在 恩 典
和供應

主耶穌乃是最高的生命，有透視的眼光，祂要
把我們帶到高處、從永恆來看。

二、約翰及約翰福音的特點
    約翰福音是使徒約翰在晚年的時候寫的，整本聖經最後寫的福音書就是約翰福音，最後寫的
書信就是約翰書信，但很特別的，在本書裡都沒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好像他把自己隱藏起來
了，在他裡面似乎有一種感覺，他在聖靈裡跟隨主好幾十年了，到了晚年，他被主的愛浸透到
一個地步，他特別感覺到主的愛是那麼深，他忘記他自己，他覺得人只要能認識這位愛他的主
就好了，這很像是老約翰的回憶錄，想起他當初怎麼認識這位主，後來又怎麼跟隨主，是約翰
跟隨羔羊的紀錄，也是約翰作門徒的紀錄，更是他成長的過程，當他走這條路的時候，一面，
對主的認識增加了，另一面，他的經歷也加深了，他常常在主的腳前，他也常常住在主的裡面，



常常受聖靈的教導，也常常在主面前與主連結，約翰福音是很特別的一卷書，能給我們很大的
幫助。
    約翰福音的特點乃是提到神的兒子從天降下，仍舊在天，好像鷹一樣，一面祂是道成肉身，
另一面，祂仍舊在天，這是屬天的生命，約翰福音給我們看見的這生命是兩棲的生命，祂的生
活也是兩棲的生活，一面祂是在地上，一面同時在天上，這也是老鷹生命的特點。約翰福音乃是
屬靈的福音，約翰福音特別講到神是個靈，講到聖靈，內住的聖靈，也是真理的聖靈，藉著聖
靈我們可以與基督連結，住在主裡面，生命就漸漸成長了，從這裡就開始我們的成長路，知道
我們生命成長的軌跡。
三、約翰福音的重點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13:23 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裡。

這二節聖經可說是約翰福音的鑰節，這二節裡有二幅圖畫，第一幅圖畫是主耶穌在父的懷裡，
第二幅圖畫就是約翰代表我們這些門徒在主的懷裡。
(1) 在父的懷裡; 藉著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叫我們可以認識父
   祂與父的關係，祂乃是住在父的懷裡，主耶穌說，我與父原為一，看見父懷裡的獨生子就看
見父，藉著子我們能夠認識父。

(2) 在子的懷裡:藉著我們把子表明出來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懷裡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當我們信了
主，我們裡面就有了永遠的生命，我們的生命乃是主的生命，我們可以稱神作我們的父，我們
與主之間自然就有一個連結，這種情形就可以用這幅圖畫來形容，那就是在子的懷裡，如同當
年使徒約翰挨近在主耶穌的懷裡一樣。子怎樣在父的懷裡，我們也怎樣在子的懷裡，子怎樣與父
連結，我們也怎樣與主連結，今天我們這些在主懷裡的人，也要把主表明出來，主在地上所走
的路，所過的生活，也是我們要走的路，這正是基督徒的成長路，生命成長的軌跡，是動態的
不是靜態的，一面看見在基督裡，一面看見基督在我裡面，約翰福音講到主是真葡萄樹，我們
是枝子，真葡萄樹的意思乃是我們的主來作所有葡萄樹的標本，因此葡萄樹枝子要一直連結在
葡萄樹上，最後才能結果纍纍，彰顯主的榮美。
  
四、約翰福音的分段 
    

生命 1-7章 生命的開始:生命在祂裏頭
生命結束: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

神是個靈
我們應當在靈裏行
內住的生命

潔淨層

光 8-12章 主是世上的光，跟從主就得著生命的光
光要產生光明之子

神就是光
我們應當在光中行

亮光層

愛 13-21章 祂愛我們就愛我們到底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神就是愛
我們應當在愛裏行

聯合層

   這三段正是講到我們生命成長的歷程，有三方面的道路: 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 愛的道路。
   也可以說是基督徒生命成長的三個階層: 潔淨層、亮光層、聯合層。



【二】生命的道路  (1-7      章  )

 經文:
  1:4  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7:37 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

       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這一段從生命開始，從生命結束。一開始提到主耶穌是我們生命的源頭，最後提到這個生命要
從我們裡面洋溢出來，但其中有一個中間點，是在第四章提到，主耶穌對撒瑪利亞婦人說，人
若接受生命的活水，活水就是主的生命，當主的生命進到我們裡面，成為一井的泉源，我們就
不再渴，就能滿足，不再需要找別的東西來填滿，然後這一井的泉源會長大，變成活水的江河，
不只在我們裡面湧流，而且要流向整個世界，這叫做更豐盛的生命。

(1)我們如何得生命(第 1-3 章)
第 1章提到: 主耶穌作了神的羔羊，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解決了我們罪的問題
第 2章:祂為我們經過十字架的酒醡，把水變成酒，祂經過極大的痛苦，因著從死裡復活，
祂就把那個復活的生命、永遠的生命釋放出來給我們。
第3章:祂釋放出來的生命是怎樣的生命?就是祂告訴尼哥底母要得著重生的生命，這是屬天
的生命，是從聖靈生的屬靈生命。
我們如何得著這個生命呢?(第九講)

(2)生命如何長大(第 4-7 章)
    當基督的生命進到我們裡面的時候，這個榮耀的生命、豐盛的生命、屬天的生命、屬靈的生
命、超越的生命就在我們裡面，成為一井的泉源，但我們需要從一口井成為一井的泉源，一
方面，這個生命是進到我們的靈裡，我們需要隨時隨地往深處去，常常得著活水的滋潤，我
們只要往深處，就能遇見主，就能與主面對面，深處的生活就是敬拜的生活，深處的生活就
是幔內的生活，深處的生活也是至聖所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從這裡開始讓聖靈在我
們身上運行，使我們的生命開始長大，直到生命從我們裡面滿溢出來，變成洋溢的江河，可
以把生命供應出去。
基督徒生命成長的秘訣乃是根據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每一次的工作讓我們的生命更有深度，
而聖靈在我們生命裡有四個工作的步驟，我們可以從第 4-7章的四個神蹟來看:

4:46-54 大臣之子得醫治的神
蹟

禱告的生活 學習信心的功課，不憑眼見，單單相
信主的話

5:1-9 病了 38 年的癱子得醫
治的神蹟

倚靠的生活 看見在屬靈的事情上，我們一點能力
也沒有，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
命

6:1-14 五餅二魚叫五千人吃
飽的神蹟

事奉的生活 事奉需要神蹟，越服事、越給出去，結
果得著越多。



6:16-21 主耶穌走在海面上的
神蹟

見證的生活 主自己親自顯現，主自己才是最大的
神蹟

【三】光的道路  (8-12      章  )

經文: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9:5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11:9-10 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時嗎？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因為看見這世

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光。

12:35-36 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

到你們；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

光明之子。

12:46-48 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

我不審判他。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

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
12:49-50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講，惟有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叫我說什麼，講什麼。我

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講的話正是照著父對我所說的。

(1) 光與生命
我們不單單信祂，還要跟從祂，不單是個信徒，還要作主的門徒，作主門徒的結果是在我們
裡面必得著生命的光，這生命既是我們生命的光，我們需要跟隨這個光、順服這個光，結果
我們就得著這個生命的光，讓我們能發光，我們不但生命會長大，光度也會增加，光的亮度
和生命的度量成正比，光越大，對自己就越看得清楚，因此生命不只住在我們裏頭，而且生
命要能夠發光，光越多，就越順服，更多的順服生命就長大，光跟生命、生命跟光，就有一
種循環性的成長。

(2) 如何走光的道路? (8 章)
1) 順服

主就是世界上的光，當主的光光照在人的良心裡面，良心起了作用，當人的良心被光照
的時候，就看見自己是個罪人，這外面的光就變成裡面的光，而這光有一個要求，就是
要我們跟從這光，當我們跟從這光，就不在黑暗裡走，並要得著生命的光。要走光的道
路，最重要就是順服，只要神光照讓我看見自己一點汙穢，我就順服，我就對付，因此
我們生命的度量和光很有關係，當我們一蒙光照就對付，生命就長大，生命一長大，光
的度數也增加，從前在比較弱的光下看不見的，因著光的度數增加就看見了，我們在光
底下看見的有多大，我們認罪的範圍就有多大，在神的光中神讓我們看見多少，我們就
認多少的罪，認罪的範圍和光照的範圍有絕對的關係，當我們越靠近神的光中，生命光
的度數越亮，就越看見自己的汙穢，生命的光越增加，生命就越成長，越認識神，就越
在神的光中，當生命的光強到一的地步，就會看見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神要把我們帶
到完全聖潔的地步，這就是基督徒成聖的道路。
約 8:21 主釘十字架、從死裡復活、升天回到父那裏去



神的公義和慈愛乃是在十字架上相遇了。當主耶穌對行淫的婦人說，我也不定妳的罪，
但主自己卻被釘了十字架，主乃是為罪人掛在十字架上，否則人的結局就是死在罪中，
所以當人子被舉起來的時候，就是指主上十字架的時候，光就臨到了人，福音的真光就
叫我們相信祂是基督，祂原來就是神，祂原來就是神的兒子，相信的人就出死入生，蒙
恩得救了，因此，光一方面叫我們看見祂是我們的救主，而光的另一方面，卻是叫我們
知道祂是我們的一切，祂是道路、真理、生命，祂是我們一切的滿足，只有把這二面的光
放在一起時，就是我們所得著生命的光。
8:32
光給我們看見神的旨意，所以我們就必曉得真理，當我們領受了光就變成真理，而真理
必叫我們得以自由，我們如何成聖呢?就是脫離罪而得著自由。

2) 發揮靈的三個功能
我們靈裏面有三個功能: 良心、直覺、交通，當我們的靈被光照、點活的時候，就能行    在
光中，但靈的功能是全方位的，要這三個功能放在一起
1、良心: 光照在我們的良心裡
第9章主醫治了一個生來瞎眼的，神的兒子來到地上，有一個工作證明祂是神的兒子，
就是叫生來瞎眼的能夠看見，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神蹟，當人犯罪墮落後，世界的神就
弄瞎了人的心眼，只有彌賽亞能叫人眼睛開起，當我們眼睛被開啟，良心就有感覺了，
良心可以蒙光照了。我們如何能行走在光中呢?行在光中就是聽聖靈在我們良心裡的聲音，
如果我們願意順服，良心就更敏銳，光也就更大，所以生命的光有一部分是藉著良心顯
出來的，如果一直不聽良心的聲音，生命就無法成長，一個基督徒如果連良心的聲音都
聽不見，就不可能接受主的引導，不肯接受主的引導，生命就不可能長進，生命的光第
一個是照在我們的良心裏，如果良心不敏銳，就證明我們已經不行在光中了。
    
2、直覺: 光憑著直覺感動我們
另外，我們靈裏頭還有一個功能，就是直覺的功能，生命的光也會憑著直覺來感動我們
這是從生命裡出來的感覺，這也就是約翰一書說到恩膏在凡事上教訓我們，聖靈在我們
裡面就像膏油一樣，祂在我們裡面運行的時候帶來一個感覺，就是一種直覺，這個直覺
是在靈的深處知道，而不是在頭腦上知道，我們應當順服聖靈帶來的感動。
3、交通:與神雙向的交通
在我們的靈裏有一種交通的功能，是能夠敬拜神、與主交通，這個交通是雙向的，我們
對主說話，就是我們的禱告，主也藉著祂的話來對我們說話，當我們與主交通時，聖靈
就能藉著主已經說過的話對我們再說一遍，這時我們就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了。

   
    得著生命的光，是指在我們生命的深處，就是在我們的靈裏被照亮了，藉著良心、藉著直
覺、藉著交通，這樣光對我們來說就不再只是客觀的認識，而是主觀的經歷，不是外面的，
而是在我們裡面的，當我們這樣得著生命的光，我們就能一直循環生生不息在主的恩典中長
大。約一 1:5說到，我們在光中行，好像神在光中，因為都是光，性質一樣，就能彼此交通、
彼此相交，而交通的濃度和深度，是和我們光的度數有關，甚麼時候我們的生命長大了，光
的亮度增加了，我們跟神的交通就能更深一點，在生命的光裡，就能看見自己的汙穢，我們



順服主並認自己的罪，就能靠著主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的良心就平安，因著順
服，生命就長大，生命的光就強了，能不能勝過罪，乃是和成聖生活有關。

(3) 行在光中的結果(9-10 章)
1) 看見自己(第 9 章)
行在神的光中，一方面讓我們能看見自己，承認自己是污穢的，是充滿肉體、充滿罪惡、
充滿自我的，是敗壞不堪的，我們需要在神的光中把我們的污穢除盡，才能過聖潔的生
活。 

2) 認識神(第 10 章)
另一方面，乃是在神的光中更認識主，能明白神的旨意，尋求神的旨意，就是尋求神的
光照。首先我們要認識主就是羊的門，主也是好牧人(第 10章)，好牧人要把我們合成一
群，神把我們放在一群的裡面，放在教會裏面，我們雖然是小群，但我們乃是在最可靠
的一雙手裡面，一隻是創造宇宙萬物的手，是大能的手，一隻是為我們釘十字架的手，
是帶著釘痕愛的手，我們所有的遭遇，都是經過愛的手衡量度過的，神把我們握在祂這
雙手裡面，藉著我們這小群把祂的見證傳揚出去。

(4) 要除去不能行在光中的障礙(11 章)
   第 11章講到主使拉撒路從死裡復活
   生命成長的三大障礙:肉體、自己、罪

我們靈裡若是在基督裡就是在白天，我們應當在白天走路就不至於跌倒，我們若是落在自己
裏、落在肉體裡、落在罪裡，就是落在黑暗裡，當我們看不見光的時候，就需要神蹟。 然而，
必須人完全到了盡頭，神才開始工作，甚麼時候我們還沒有死透，不是主不做工，而是我們
叫主沒辦法做工，只有主完全把我們帶到盡頭，神才能開始祂的工作，主能帶給我們復活，
復活就帶來亮光，因此，就在我們身上顯出死而復活的見證，復活就叫我們從肉體裡出來，
從我們自己裡面出來，我們已經與基督一同釘十字架，，所以，每一次，主一定要把我們這
個人帶到盡頭，然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從此，就不再以自己作
中心，不再體貼肉體，而是能叫神的兒子得榮耀。

(5) 成為光明之子(12 章)
12章提到馬利亞用香膏抹主。這裡讓我們看見，真正行走在光中的人乃是真正認識主價值的
人，自然就會把最好的放在主的手中。
12:23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乃是指祂經過酒醡的時候到了，也就是主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12:35-36 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

到你們；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

光明之子。這段講到光，重點在抓住機會，趁著還有光的時候，甚麼時候得著光，都是最珍
貴的時候，所以要抓住機會，當光來的時候，要把握機會，不要讓它溜走，趁著有光行走，
信從這光，成為光明之子，我們的順服、我們的奉獻，需要抓住機會我們的服事要能蒙主悅
納，必須在光中。



【四】愛的道路  (13-21      章  )

經文: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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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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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14:16-20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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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還有不多的時候，世

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

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     
15:1-2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

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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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2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

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愛裡。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

滿足。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17: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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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 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

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

21:18-19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

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

神。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21:20-22 彼得轉過來，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就是在晚飯的時候，靠著耶穌胸膛說：

「主啊，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主啊，這人將來如何？耶穌對他

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

    愛乃是生命成長最後豐滿的結果，是生命成熟、長成的階段，生命成熟的時候，是傾倒的愛、
澆奠的愛，是成長的生命，是澆奠的生命，生命成熟的表現就是愛的表現。我們跟隨主到最後，
所表現出來的生活乃是愛的生活。
從 13-21章讓我們看見一幅藍圖，是愛的藍圖，其中有二幅圖畫，一幅在 13章，主為門徒洗
腳，一幅在 19章，主被釘十字架，主要給我們看見那到底的愛、無盡的愛、不肯放開我們的愛，
祂愛我們，而且愛我們到底。然而，我們的主不只給我們看見祂就是愛，而且祂要呼召一班人，
讓他們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並且能被愛征服，躺在主的懷裡，成為愛的彰顯。

(1) 第一幅圖畫: 主為門徒洗腳(13 章)
13章一開始說到: 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這個愛是怎樣的愛?13章給我們一幅圖畫叫我們知道甚麼是愛，這幅圖畫就是祂為門徒洗腳。
同時，主也給我們一條命令，要我們彼此相愛，這個愛是從神來的愛，是有深度的愛，有原
則的愛，這個愛是人間沒有的愛，我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就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了，
這個就叫作見證，是世人認出來的。

(2) 主的藍圖與藍圖的執行(14-17 章)—聖靈的工作
從 14-17章可以看見主在臨別時的動作、教導和禱告
主賜下保惠師永遠與我們同在，永遠不會分離，主愛我們到一個地步，不光在我們外面，乃
是在我們裡面，道成肉身的主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如今祂不撇下我們為孤兒，聖靈必到我
們這裡來，聖靈無所不在，祂要常與我們同在，也要在我們裡面，當聖靈來了，我們就明白
主所說的: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這是生命的連結，也就是主耶穌所說葡萄樹和
枝子的關係，一方面，我們需要一直住在主裡面，就是一直連結於基督，連結於生命的源頭，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經過修剪，這就是十字架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使我們結果子更多，使父
得榮耀。
而生命的連結，就講到愛，有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愛主的人，而主的命令就是要我們彼
此相愛，而我們能彼此相愛，乃是和聖靈發生關係，我們需要被聖靈充滿，乃是指被聖靈完
全得著，被聖靈完全管制，完全管理，讓我們能跟隨主的腳蹤，祂怎樣經過壓酒醡，我們也
要怎樣經過壓酒醡，像葡萄結果後，經過壓酒醡成為酒，乃是經過被剝奪、被破碎、被壓榨、
被踩在底下，一顆顆美麗的葡萄好像不見了，結果卻成為酒流出來，也就是經過十字架的酒
醡，而能成為傾倒的生命，最後變成酒能供應出去，能把生命分給別人。當主的生命在我們
裡面一天天越來越豐富，起頭是結果子，然後經過十字架的修剪，能結果纍纍，沒有一個豐
盛的生命是不經過壓碎的，而生命的豐滿就是愛，愛能叫人喜樂。
接著看見，主為門徒的禱告就是叫他們能合而為一，而這合一的標準乃是像子與父之間的
合-一一樣，我們不可能彼此相愛，但主的名能保守我們合一，我們是奉祂的名禱告，是奉
祂的名聚集，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同時，主也為我們能合一禱告，
這合一乃是生命的合一，生命豐滿的結果就是愛，有愛自然就有合一，愛和生命的關係很清
楚，而這樣做是為了見證的緣故，17:21 說到，世人怎麼相信神打發主耶穌來到地上呢?唯
有我們活出合一的見證、彼此相愛的見證才能叫世人相信主，而合一有兩個祕訣，第一個因
祂名的緣故保守我們合一，(17:11)第二個是 17:22 主耶穌說<祢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經賜
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這個榮耀乃是人子的榮耀，人子的榮耀裡有謙卑、有溫柔、有忍
耐，也就是指當我們被模成神兒子的模樣時，就能從我們身上彰顯出神兒子的榮耀。而我們
的主經過十字架的壓酒池，因此，我們要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然而，當我們生命成熟會有
一個危險，就是容易讓人注意我們自己，真正屬靈的人是看不見自己的這個生命本來就是為
著別人的，生命的成熟不是為著自己，乃是為著全教會，主最後的禱告，乃是為著我們合而
為一來禱告，換句話說，乃是為著我們彼此相愛來禱告。

(3) 第二幅圖畫—主親自上十字架(18-19 章)
第 2章講到變水為酒，第 15章講到主是真葡萄樹，葡萄成熟結果纍纍後乃是要經過壓酒池
的壓榨才能變成酒，成為別人的供應，因此，當主掛在十字架上時，就是上面的酒池，當主
復活時，就是下面的酒池，這條路我們主是怎麼走的，這條路基督徒也就是怎麼走的，所以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與基督一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所以，我們不單與祂一同死，我們也與祂一同復活，死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就在別人身上發
動。
當主被捉拿時，門徒逃走了，門徒逃走了證明他們不能跟隨主，他們可以聽見主所說的話，
主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單的道路，16:29-32 門徒雖然有心要為主殉道，但他們不認識
自己，主說留下我獨自一人，這句話是預言，這預言有二次的應驗，這不單是指當時的門徒
說的，也是指著今天教會的光景說的，主的心情是孤單的心情，主怎樣為當時的門徒禱告，
主也怎樣為我們禱告，盼望我們能體貼主的心腸，彼此相愛不是個理論，彼此相愛乃是主要
作在我們身上，生命成長的結果，我們乃是應該要彼此相愛。
最後門徒中似乎只有約翰在十字架底下親眼目擊，只有他記載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說:我渴了，
在約翰福音音第四章主在井旁對撒瑪利亞婦人說，人若喝這水還要再渴，若喝我所賜的水就
永遠不渴，為什麼我們這些罪人可以不再渴呢?因為我們的主在十字架上，祂說，我渴了，
換句話說，祂為我們經過地獄的苦楚，人如何能夠不渴呢?乃是因為我們的主為我們掛在十
字架上。

(4) 把神的愛供應出去
21:18-19主告訴彼得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

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這是指著彼得要釘十字架說的，主怎樣經過壓酒池，學生不能高
過老師，彼得也是怎樣經過壓酒池，後來的保羅也是如此，保羅說我澆奠的時候到了，這是
指著保羅為主殉道的時候到了，澆奠乃是舊約獻祭時所澆在祭牲上的葡萄酒，這酒是倒出來
的，是給出去的，不是自己喝的。因此，基督徒生命成熟時，怎麼能把愛給別人，都是因為
經過十字架的酒醡，都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主，都是因為<死>在自己身上發動，被
撕碎，被人誤會了，但那個愛，復活的生命就從壓酒池流出來，就能像長江大河一樣，供應
了不知多少的人。

結語:

    回頭看門徒約翰，雖不像彼得很快為主殉道，他活得最久，在這麼長的時間，他不是死的
殉道者，他乃是活的殉道者，這是更難的，他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他是隨時準備好澆
奠，隨時傾倒出來，見證人就是殉道者的意思，今天我們在地上為主作見證，要把愛給出去，
這就是我們的道路，老約翰活得最久，在他的書信裡說，神就是愛，他說，小子們哪，你們
應當彼此相愛。當他寫約翰福音時，他知道自己是主愛的俘虜，他知道自己是主所愛那門徒，
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隱藏起來，他只希望我們記得，他是在主懷裡的那一位。
整本約翰福音，一方面讓我們看見子怎樣在父的懷裡，神就是愛，我們的主怎樣讓這個愛道
成肉身，我們就明白甚麼叫做愛，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後，還作仇敵的時候，祂就愛上了我們，
另一方面，則是看見約翰在主的懷裡，為著這個緣故，這裡有一條道路，從生命的道路成長
到光明的道路，最後成長到愛的道路，最後給世界看見的，神是個靈，神就是光，神就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