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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21-38 節 
 

重溫主為門徒洗腳 
讓我們重溫 13 章上半段﹐主耶穌為我們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榜樣﹐就是祂為門徒洗腳。

上次交通到﹐洗腳在我們屬靈經歷裡﹐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主藉著洗腳﹐讓我們有

份於祂那個永遠不改變且到底的愛﹔另一面﹐也叫我們有份於祂的生命、得勝、能力﹐

因為第 3 節說到﹐『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祂手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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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為門徒洗腳。所以主耶穌為門徒洗腳是基於這

兩件事。一個是愛這些屬祂的人﹐就愛他們到底﹔另一方面﹐耶穌知道祂已經完全得勝﹐

得到了至高的權柄﹐父把一切都交到祂手裡。所以當祂為我們洗腳的時候﹐祂的愛、祂的

得勝﹐祂的生命都與我們有份﹐使我們所有的疲倦得到恢復﹐讓世上的沾染從我們身上脫

落﹐也讓我們從祂那裡重新得力。按著我們的地位身份﹐我們的確很不配﹐就像彼得說的

﹐『祢永不可洗我的腳』。但是﹐就著我們生命的需要來說﹐我們都需要被主來洗。萬王

之王、萬主之主、萬有都伏在祂腳下、父也把萬有都交給祂的﹐這樣一位榮耀的主居然給

我們洗腳﹐這是我們連想都不敢想的。但是主既然說﹐『我若不洗你﹐就與你無分了』

(v8)﹐我們當然需要(被祂洗腳)。一面深覺不配﹐但是另外一面我們又覺得太需要主這樣

在生命和愛中跟我們交通﹐來恢復我們。同樣的﹐我們也應當彼此洗腳﹐常常在各樣的

聚會、聖徒的交往裡面﹐我們彼此扶持、彼此服事﹐好讓我們力量復原﹐屬世的捆綁、沾

染都能從我們身上脫落。這是本章非常美的一個開始﹐是一個叫人心裡感動、又喜樂的教

導﹐並且是主親自示範給我們看的。 

 

猶大賣主 
從 21 節開始﹐『耶穌說了這話﹐心裡憂愁』﹐底下開始講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猶

大要賣主。從主心裡的憂愁﹐主耶穌講話的過程和內容﹐可以看到﹐主還是在給猶大機會

﹐希望他可以悔改。 

 
我們從三個角度來看猶大賣主耶穌這件事： 
第一﹐兩個對主完全不同的揀選、態度、回應﹐就帶下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果。 
在約翰福音 12 章講到一個很美的故事﹐就是全心愛主的馬利亞趁著耶穌座席的時候﹐獻

上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她把最好的獻給了主。第 13 章卻是猶大為了 30 兩銀子把主

給賣了。這是兩個非常強烈的對比。不過 30 塊錢﹐猶大就要把主賣掉。同樣是人﹐同樣

是跟耶穌接觸過的人﹐甚至猶大跟主耶穌的年日可能比馬利亞還要久﹐因為他是門徒﹐天

天都跟主在一起﹐但是他們對同樣的一位主竟然會有這麼不同的態度。一個是巴不得把自



己所有的、最好的都願意獻給耶穌﹐沒有一點點捨不得﹐沒有一點點覺得是浪費﹐她覺得

主真是配得。猶大卻不是這樣﹐看見馬利亞的奉獻﹐他心裡覺得不高興﹐覺得這是枉費。 

 

不僅這樣﹐從馬太福音 26 章可以知道﹐他主動跑去見祭司長說﹐『我把祂交給你們﹐你

們願意給我多少錢? 』他覺得耶穌是可以交易的﹐是可有可無的﹐他覺得要從耶穌身上得

到今生他認為有價值的﹐所以跟耶穌這麼多年﹐走十架道路﹐他心裡不甘心。雖然他管錢

囊﹐他也從中偷錢﹐但是他覺得不夠﹐這樣跟隨耶穌不值得。所以他主動跑去見祭司長﹐

說﹐『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 』他們說給 30 塊錢。聖經上說﹐『從那時候﹐他就找機會

﹐要把耶穌交給他們。』(馬太福音 26:16)我們讀了真是很寒心。同樣跟過耶穌的人﹐而

且面對的是同樣一位愛他們的耶穌(從這段聖經知道耶穌愛猶大﹐想挽回他) ﹐但是他們對

主有這樣不同的態度﹐以至於帶下了完全不同的結局。對馬利亞﹐主說﹐『普天之下﹐無

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子所行的﹐作個紀念。』(馬太福音 26:13)而且主

的心因此得到安慰﹐這是更大的事。主說﹐『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但是對猶

大﹐主說﹐『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馬太福音 26:24) 他真是有禍了﹐非常可惜。 

 
第二﹐主明明講出誰要賣祂﹐但是猶大卻仍然不悔改。 
主給猶大機會﹐但是他的心仍舊剛硬。主願意幫助他﹐明說就是他了﹐但是他的心仍不回

轉﹐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從 13 章第 2 節看出﹐『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猶大的心

裡。』 請注意﹐27 節﹐當猶大吃了主耶穌蘸了的餅﹐『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這兩節聖

經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前面不過是魔鬼把賣耶穌的一個意念放在他的裡面﹐到了 27 節﹐

撒旦就進到他的心裡﹐那是一個更可怕的墮落。這裡我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和提醒：

在墮落犯罪的事情上﹐我們一定要懸崖勒馬﹐一定要剎車。我們讀過物理都知道重力加

速﹐自由落體﹐地心吸力。從越高的地方自由落體落下來﹐速度越來越快﹐最後對地面的

衝擊就越大﹐受到的傷害也越大。當我們墮落的時候﹐要儘快靠著主的恩典剎車。猶大一

直不肯剎車﹐主給他機會﹐提醒他﹐警告他﹐他還是這樣一路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要小

心﹐尤其當我們走叉了﹐離開 神了﹐我們要儘快回頭。我常講的一句話﹐“Make U turn 
to God!” (“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 180 度迴轉向 神”)。不要再耽誤、剛硬、任性﹐將來

我們還有沒有機會悔改我們不知道。猶大就是一個很悲慘的例子﹐到最後﹐他自殺﹐肚腹

破裂﹐腸子都流出來﹐非常可憐。我們要小心﹐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弱點。上個主

日我剛剛講過﹐“破口、漏洞不要多﹐只要有﹐再大的祝福都會漏光﹔致命傷不要多﹐只

要有﹐如果我們不儆醒﹐它一定釀成大災﹐仇敵一定來攻擊的。魚餌的誘惑是真的﹐吸

引人是真的﹐但是魚餌裡的鉤子也是真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仇敵從來不會隨便給

我們好處的。他所有的好處背後都是鉤子。他要來偷竊、殺害、和毀壞。希望我們能在主

的面前儆醒。 

 
第三﹐其他門徒的回應也讓人非常難過。 
如果我們對照路加福音 22 章、馬太福音 26 章、馬可福音 14 章﹐我們發現門徒們一個一

個問耶穌﹐說『是我麼? 』 連猶大在馬太福音 26 章都厚著臉皮﹐硬著心﹐居然有這個勇

氣問耶穌說﹐『是我嗎? 』﹐耶穌說﹐『你說的是。』 他還是不悔改。這是猶大。但是你

看其他門徒﹐他們問完了﹐知道不是他們﹐就不管了。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事呢? 主已經



說了『有人要賣我』﹐他們只問到不是自己﹐就覺得這件事跟自己無關了﹐只要自己不是

那個壞人就好了。 
一﹐這顯出他們對耶穌說的這些話的不再乎、忽略、輕視。 

今天這個世代﹐人的心都太自我中心。其實這在耶穌的世代就開始了﹐到了今天﹐

後現代主義整個圍繞的都是人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感覺、我的看法、我的在乎﹐

不管別人的。連主說『有人要賣我』 ﹐主對猶大說『你說的是』 ﹐他們都不在乎

﹐沒有反應﹐只在乎不是自己就好。 
二﹐這顯出他們反應遲鈍 

其實這個遲鈍也是從自私來的。天然人對主的需要、感覺、旨意反應都很遲鈍。

21 節主耶穌明說『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結果在 12 個人裡面他們猜不透

是誰。如果猶大隱藏得很技巧﹐於是別人看不出來﹐這還好說。但是 25 節﹐約翰

靠著主的胸懷問主“是誰呢?”﹐主也說﹐『我蘸一點餅給誰﹐就是誰』﹐底下撒旦

進了猶大的心以後﹐主耶穌說﹐『你所做的﹐快做罷』﹐可是同席的人沒有一個人

知道為什麼主對他說這話。(他們)這麼遲鈍﹐怎麼可能呢? 到最後﹐他們還以為耶

穌叫他出去買過節的東西。我們真的會很驚訝﹐門徒們怎麼會遲鈍到這種地步呢? 
其實﹐我們這些天然屬肉體的人﹐對主的旨意、主的需要、主的感覺、主講的話﹐

常常都很遲鈍。我們需要主憐憫我們。 
三﹐路加福音 22 章講完這件事以後﹐門徒們就爭論誰大 

23 節﹐他們就彼此對問『是哪一個要做這事』﹐24 節﹐他們中間起了爭論﹐『他

們中間哪一個可算為大』。他們的心不知道在想什麼﹐天天所在乎的都是誰大﹐

誰應該受尊重﹐誰應該最有權柄。 
四﹐彼得的反應。 

主都明說了『有人要賣我』﹐而且﹐主也明說了﹐『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

我去』﹐彼得卻說﹐『我為什麼現在不能跟祢去?我願意為祢捨命！』耶穌說﹐

『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從馬太福音 26:33﹐馬可福音 14:31﹐路加福音

22:33﹐我們看見彼得的反應﹐他講得那麼強烈﹐斬釘截鐵﹐說﹐我怎麼可能不認

你呢? 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倒。就算別人都否認祢﹐我總不能。

我就算同祢下監﹐同祢同死都是甘心的。 這是彼得對他自己的自信。但是主告訴

他﹐他一定會跌倒﹐『雞叫兩遍以先﹐你要三次否認我』﹐事實也證明了﹐彼得不

僅三次否認主﹐而且發咒起誓地說『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 

 
如果我們多從主耶穌的角度去看門徒們表現出來的自私、不在乎、漠不關心、遲鈍、驕傲、

彼此爭誰為大、自信卻不認識自己﹐可是主卻是要為這些門徒上十字架﹐愛他們就愛他們

到底。這是主為這樣的人剛剛洗完腳發生的故事。弟兄姊妹﹐我們一點不比這些門徒好。

希望讀這些聖經﹐主也來光照我們。 

 

我們要在凡事上榮耀主 
主耶穌接著講﹐『如今人子得了榮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神要因自己榮耀人

子﹐並且要快快地榮耀祂。』(v32) ﹐主耶穌在地上整個一生就是以父的事為念﹐主一生

最在乎的就是在凡事上叫 神得著榮耀﹐所以父也不能不來榮耀祂的兒子﹐因為祂的兒子



實在榮耀了祂。父愛子﹐子愛父﹐父榮耀子﹐子榮耀父﹐這是父跟子一生的故事﹐一生的

關係。何等希望我們跟 神和主耶穌之間的關係也能這樣。主愛我們﹐為我們捨命﹐我們

都曉得﹐也巴不得我們都來愛祂。主在凡事上榮耀了父﹐我們也希望在凡事上來榮耀我們

的主﹐也讓我們知道我們所有的捨己﹐所有為主擺上的﹐通通都有價值。 

 

一條新命令：彼此相愛 
這裡﹐主賜給他們一條新命令﹐是非常重要的。13 章 34-35 節是約翰福音裡大家都很熟

悉的經文﹐『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讓我們多花一點

時間交通。這命令的內容是什麼﹐相愛的原則和榜樣是什麼﹐愛的見證所帶下來的果效是

什麼。35 節在其他的翻譯本中是﹐『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所以光有心不夠﹐要有行動。光有心願不夠﹐要有實際。只要有彼此相愛的實際

﹐眾人就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這條命令其實是從舊約『愛人如己』來的﹐其實是老命令

﹐但在 神的眼中﹐這是一個永遠的命令﹐所以它一直都是新的。在 神的眼中﹐在屬靈

的意義上﹐只有新造的人﹐在新生命裡﹐我們才能真正彼此相愛﹐而不是只根據興趣、愛

好、主觀、背景、利害等才有的相愛﹐而是像聖經上所說的﹐『我怎樣愛你們』﹐這個愛

是要人命的﹐我們天然人都沒有﹐只有在新造裡面﹐在基督裡面﹐我們才可能有這樣的相

愛。 

 
將來我們讀到 15 章 12-13 節的時候﹐主耶穌也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大的。』所以主說﹐『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這個愛是太高層次﹐照著天然人說﹐我們是不可能達到的。主

說這是一條新命令﹐老約翰在約翰一書也同樣講到﹐『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在主

也是真的。』這之前他講到﹐『我們在主面前要彼此相愛﹐不可以恨弟兄。』老約翰在約

翰一書第 3 章說到﹐『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v16) 所以換句話說﹐聖經上所說的相愛﹐和我們天然人只是彼此關心、照顧、扶持不一

樣。這個愛特別講到捨己﹐而且這個愛的標準是主怎樣愛﹐我們也應當怎樣愛。主怎樣捨

命﹐我們也應當怎樣為弟兄捨命。而且﹐他說﹐『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

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v18) 所以我們不要只是討論愛﹐希望小組也可以交通

我們具體的實行﹐到底我們應該怎樣活出彼此切實相愛。對小組的組員、對家人、對教會

的弟兄姊妹、對福音朋友﹐尤其教會要進到新的階段﹐陸陸續續有新搬到這裡的人﹐有新

回到 神家的浪子們﹐我們要怎麼樣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走出自己習慣的小團體﹐

走出大家默契培養出來的感情﹐去認識關心更多的人﹐使大家都感受到 神家真是有愛。

這是我們的挑戰。 

 

補遺 
參考路加福音 22 章﹐在主耶穌預言彼得否認主的這件事之前﹐主耶穌講了一句話﹐非常

安慰我﹐我相信對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一個鼓舞。祂說﹐『西門﹐西門﹐撒旦想要得著你們

﹐好篩你們好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

堅固你的弟兄。』(v31-32) 這是在彼得跌倒之前﹐甚至在主預言他跌倒之前﹐主就先說了。

彼得當時心裡不服氣、不舒服﹐他再三地說﹐不可能否認你。就是跟你下監受死﹐我不會



﹐不能否認你。就算別人會﹐我也不會。但是我相信在彼得最後跌倒的時候﹐他再回想主

當初所說的這句話﹐他心裡不只是慚愧﹐還會非常地安慰﹐非常地感動。主實在是早就按

著本相認識我們﹐接納我們。祂早知道我們會對祂否認﹐對祂的態度怎樣﹐我們會跌倒多

深﹐會犯罪多重﹐主都了解。但是祂事先就為我們禱告﹐因為祂知道撒旦想要篩我們像篩

麥子一樣﹔祂也知道我們這些人經不起篩﹐經不起失望灰心﹐祂為我們禱告﹐叫我們不至

於失了信心﹔祂也知道有一天祂的愛和恩典會使我們可以回頭﹐所以祂先提醒我們﹐當我

們回頭以後﹐我們要去堅固我們的弟兄﹐因為我們的弟兄也有可能步我們的後塵﹐也會跌

倒、軟弱。讓我們不隨便用指頭去指責、去定罪那些正在軟弱跌倒的人﹐反而讓我們因為

自己曾經歷過主的赦免﹐經歷過這麼大的跌倒﹐讓我們回頭的時候﹐我們帶著愛、帶著力

量、帶著光、帶著主的話﹐去堅固他們。但願我們彼此勉勵。這是一個相愛的實際。 

 

討論題 

 

1. 根據約翰福音 13 章 1-20 節的記載,找出耶穌為門徒洗腳的背景,動機和屬靈的意義。 

2. 耶穌在為門徒們洗腳後,同時也要求我們作為祂的門徒也當彼此洗腳,這是什麼意思?具 

   體來說,什麼是在週五的小組聚會中為同伴洗腳?我們每個人需要做些什麼? 

3. 耶穌在要求門徒們彼此洗腳後,祂也賜給門徒們一條新命令叫門徒們彼此相愛,就像耶 

   穌愛門徒們一樣。為什麼耶穌用彼此洗腳帶出彼此相愛的命令?請分享我們怎樣才能在 

   下面不同的環境中真實地活出這一條新命令? 

 

 在我的家中, 我應該如何做才是像耶穌愛我一樣來愛我的配偶, 我的兒女, 我的父 

 在我的小組中, 我應該如何做才是像耶穌愛我一樣來愛我周圍的同伴? 

 

4. 猶大與其他門徒一樣跟隨了耶穌三年半, 從這章聖經中, 你看出是什麼使猶大出賣了 

   耶穌? 

 

這對你我有什麼提醒?這一章聖經也記載了耶穌和門徒對猶大出賣耶穌的反應, 為什麼

門徒們不明白耶穌對猶大說的話?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當我們讀祢的生平﹐聽祢的教導﹐看見祢所行所做的榜樣﹐對我們是何

等感恩﹐又覺得親切的事。祢實在是我們最親愛的救主。祢的一言一行﹐祢的每一個心思

意念﹐都是那樣美麗﹐那樣榮耀﹐都是叫父得到安慰﹐得到喜樂。主啊﹐幫助我們﹐讓我

們都更愛祢。讓我們不像猶大不要祢。也讓我們軟弱跌倒之後﹐能勇敢且謙卑地回到祢面

前﹔也讓我們珍惜﹐祢把我們留在地上﹐擺在弟兄姊妹中間這些恩典﹐讓我們彼此切實相

愛。祢怎麼愛我們﹐也讓我們彼此相愛﹐彼此洗腳﹐彼此寬恕﹐彼此挽回﹐彼此扶持。主

啊﹐讓我們一同來榮耀祢的名。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