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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 约十三 - 十七 所讲的就是「告别讲论」，
 他离别以前、上十字架以前，向门徒倾吐的心意
他离别 前 上十字架 前 向门徒倾吐的 意
 以 十七章 作为一个高峰，
就是耶稣的祷告 ─ 约翰福音十七 1 - 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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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你─独一的真
神
3 认识你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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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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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一个朋友要从海外回流到亚洲，
为了让女儿继续学业 无奈地留下女儿单独在北美
为了让女儿继续学业，无奈地留下女儿单独在北美，
在临行的一个晚上，就坐下来跟女儿谈心，
说很多很多的话，在祷告里面
多 多
在祷告
把一切对女儿的期望、关心、忧虑，
都通过交托向女儿表明了。
过
这是我们所说的临别赠言，
 像丈夫向妻子告别、父母亲向子女倾吐心意
 有时远行在即、有时病危在床
 对象是讲者心之所系、
情之挂牵、志之期许的人
我们称这种讲话叫「告别讲论」，
是 在分离 前，
是人在分离以前，
向挚爱说出的心底里面的话。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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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07 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08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
为你所 给我的道 我 经 给他们 他们也领受
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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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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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得应验
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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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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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对世界的观点和评价，
与其他的新约作品好像 能够完全 样
与其他的新约作品好像不能够完全一样…
 符类福音书里，耶稣对门徒说：
要爱仇敌，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
爱仇敌 为逼迫他们的人祷 (太五44、路六35)
为敌人祷告，这不是很美、很浪漫的图画吗？
 保罗也教导他的读者
为万人祷告、
为执政在上者祷告 (提前二1-4)
对比约翰福音刚刚读到这一个祷告
对比约翰福音刚刚读到这
个祷告，
耶稣说：
「只为他的门徒祷告、
不为这个世界祷告」，
跟其他
跟其他地方的祷告、教导
的祷告、教导
好像有一些落差。

虽然这个祷告是鼎鼎有名的
「大祭司祷告 High priestly prayer」，
」
可是门徒中有谁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意义、
又说阿们呢？
我猜想不会是大多数吧，
也许就是连我们，也不见得完全认同、懂得这个祷告。
我
那是因为约翰福音的处境离开我们的处境
实在是太远了，
 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认同原读者、
或说耶稣门徒，当时候的情况和遭遇
 我们也不能够很体会他们的心态
两千年前的对话、两千年前的祷告，
是
情
，
无论是如何的情词迫切，
似乎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又怎么会明白呢？

另外一个理由使得我们不能完全认同这个祷告的原因 ─
我们身处的 与耶稣所讲的世界 有点不 样的感觉
我们身处的、与耶稣所讲的世界，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耶稣祷告所描写的世界是非常凶险、与我们敌对的
 可是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不仅不觉得世界恨我们，
是我 今 身
界
觉得 界 我
很多的时候它还是帮助我们、甚至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不是从世界学会了管理、运作、经营吗？
学
 把这一套东西放在教会，今天的教会不是更像
讲求业绩辉煌报告、不断膨胀的公司，
多于实践信仰的群体吗？
我们并不如耶稣所言的「不属于这个世界」，
反而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是世界的一分子，
 与他们合作、也与他们同行
 有时候世界和我们之间还不容易分辨得清楚
有时
界和我
间
容易分辨得清楚
我们有理由对耶稣这个祷告怀有「是这样子吗」的感觉。

因为祷告所渗透的，好像是二分的一种信念 ─
只会塑造我们敌视这个世界，
会塑造我们敌视这个世界
或是持有自义、极端排斥他人的态度。
为什么耶稣会做这样的祷告 提醒呢
为什么耶稣会做这样的祷告、提醒呢？
也许我们要问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
耶稣敌视世界吗？教会和世界应该势不两立吗？
稣敌
─
 这个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创造的
 耶稣甚至是神爱世人极致的彰显，
神是耶稣成了肉身来到自己的地方，就是世界
耶稣不是敌视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
只是希望、强调
 跟从者要认识清楚世界的真面目
者要
清楚世界的真面目
 他的跟从者也能够认识自己的脆弱

约翰福音第一章 清楚地宣告

工商企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的确使教会运作更加有效，
 怎么看待背后汰弱留强、适者生存的意识型态呢？
怎么看待背后汰弱留强 适者生存的意识型态呢
 这一种的意识型态、价值观，又会怎样
孕育
孕育下一代的基督徒、将来的教会呢？
基督
将来 教会
基督门徒、我们可以毫无见识地随波逐流吗？
最近，一位很担心的弟兄，很激动地来跟我讲话：
「我当然明白平衡、明白张力，
但是看着别人教会增长到几百、几千人，
我们教会零增长、负增长，这不是白占土地？
问题很简单、很根本，教会是不是需要增长？」
从圣经整体来讲，
 「教会如何发展增长」不是教会存在的根本
 根本的问题是教会是甚么？
根本的问题是教会是甚么
教会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才可以提出别的议题

如果我们高估自己、低估这个世界的势力，
不自觉之间忘记了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张力，
自觉之间忘记了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张力
就会变成在温水里被煮熟的青蛙。
耶稣要让他的跟从者 ─ 他的门徒、我们
他的门徒 我们
 深入地认识自己和世界两者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无知的浪漫主义者
耶稣那看来好像是二分的讲论，其实是要让我们认识
罪恶、凶险是千真万确，而又活生生地在我们周遭。
耶稣要让我们警醒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张力当中，
 因为认识这种张力，才能相信并且坚持
我们有福音可传、有道可以宣讲
 耶稣跟世界之间有一种张力，
我们 ─ 耶稣的跟从者，
耶稣的跟从者，也和世界有某种张力，
和 界有某种张力，
这一种生命并不是容易的生命

近年来许多教会用心地寻求答案，
几乎的教会都只有 个议程 ─ 怎么样可以扩展？
几乎的教会都只有一个议程
怎么样可以扩展
 怎么样的组织结构、崇拜形式可以带来增长呢？
 可是什么叫崇拜、什么叫教会，都没有搞清楚
是什 叫崇
什 叫教会 都 有搞清楚
见于教会只问如何、不理为何、不理为什么的心态，
教会已经渐渐失去了教会的身分和生机，跟着
流行的议题和策略，单一策略 ─ 教会如何增长。
在种种属灵包装下，基本上还是人数增长的关注，
对组织扩展、发展，
比福音价值更用心力的信仰群体，
恐怕已经陷入不务正业的危机，
 以行政、以业绩、以果效来描写生命，
其实是 荒谬
其实是挺荒谬的
 用这个来量度教会，更是本末倒置

神学家尤金毕德生用神的创造来看生命的奇妙，
奇妙就是生命各从其类 各有各的特色 特长
奇妙就是生命各从其类，各有各的特色、特长，
每一个生命、有机体，都是独特、有意义的。
 有些很有恩赐的牧者在管理上非常出色
有
有
者在管理 非常出色
 有些教会能够成为社会的帮助、成为灯台
可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要成为超级教会，
每 个
超级
不是每一个传道人都要成为行政总裁。
你能够想象西瓜长得像葡萄一累一累吗？
 有些水果吃一颗就好，有些要多吃，
有些连嗅都不想嗅
 有些树可以遮荫用、有些就是观赏，
赏
都有它的用处、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许能 、 许能用，
也许能吃、也许能用，
不能吃、不能用，对大自然有调节功能。

教会必须努力、相信、实践的、成为的，
 是神手中的教会，
是神手中的教会
不是世界手中的组织、集团
 每一个基督的跟从者都应该相信、
每 个基督
者都
相
努力地去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没有必要都成为董事长、成功的传道人，
应该努力的是忠心地跟随主耶稣。
也许有人认为耶稣这边的祷告
好像有点小题大作、
甚至好像觉得是不是太严重了？
可是如果回想教会两千年来走过的
一些的歪路、一些的跌撞，
我 应该祷 、努力 祷 、努力 实践
我们应该祷告、努力地祷告、努力地实践
作神手中的教会！

日本的眨眼诗人水野源三，
在他的 首诗里谈到自己【在上帝手中】
在他的一首诗里谈到自己【在上帝手中】：
在上帝的大手中，
蜗 就像蜗 般走着
蜗牛就像蜗牛般走着、
青蛙就像青蛙般叫着，
在上帝的大手中，我就像自己那样活着。
水野源三弟兄，
不能讲、不能动，只能看、只能眨眼，
从九岁开始一直到离开世界，
就躺卧在几坪的房子里，
生命就好像被捆锁在一个瘫痪的身体里面，
可是他说：在上帝的大手中，我就像自己那样的活着。
每 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处境、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处境、恩赐、领受当中，
、领受当 ，
发放主的光华、发放主的恩情。

如果仔细思想教会因为失去信仰的焦点
而掀起许许多多的纠纷 迫害的话
而掀起许许多多的纠纷、迫害的话，
 就会明白合一、教会守望和团契的重要性
 也会体会认识真道的重要性
会 会
真道 重
如果我们对真道厌烦、不让道来塑造教会的话，
真的会失去教会的身分、教会的使命和憧憬。
命 憧憬
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
 努力的、坚持的朝向神手中教会的方向去实践
 不断地祷告、像耶稣的祷告一样 ─
认识真道、彼此合一，成为神手中的教会
当我们再听耶稣的祷告、再看一看我们
身处的世界、两千年来教会走过的路，
许我
够明 耶稣的祷告对我 来讲
也许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祷告对我们来讲
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亲爱的主，谢谢你为我们祷告，
借着祷告你让我们看见
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群体，
借着你的祷告你提醒我们
要在真道中扎根成长，
借着这个祷告你告诉我们
应该是跟随你。
所以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塑造我们 ─
所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塑造我们
成为神手中的教会。
垂听我们的祷告 立志
垂听我们的祷告、立志，
奉你的名求，阿门。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