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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 約十三 - 十七 所講的就是「告別講論」，
 祂離別以前、上十字架以前，向門徒傾吐的心意
前
字架 前
門
意
 以 十七章 作為一個高峰，
就是耶穌的禱告 ─ 約翰福音十七 1 - 19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到了，
1 耶穌說了這話
就舉目望天 說：父啊 時候到了
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2 正如你曾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
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認識你―獨一的真
3 認識你
獨一的真 神，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5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一個朋友要從海外回流到亞洲，
為 讓女兒繼續學業 無奈地留下女兒單獨在北美
為了讓女兒繼續學業，無奈地留下女兒單獨在北美，
在臨行的一個晚上，就坐下來跟女兒談心，
說很多很多的話，在禱告裡面
把一切對女兒的期望、關心、憂慮，
都通過交託向女兒表明了。
這是我們所說的臨別贈言，
 像丈夫向妻子告別、父母親向子女傾吐心意
 有時遠行在即、有時病危在床
 對象是講者心之所繫、
情 掛牽
情之掛牽、志之期許的人
許
我們稱這種講話叫「告別講論」，
是 在分離 前
是人在分離以前，
向摯愛說出的心底裡面的話。

06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

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本
我
遵守
道
07 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08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
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09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
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你的。
10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11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
我往你那裡去。
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
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12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

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
我 名 守
我 護
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
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
13 現在我往你那裡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
是叫他們心裡充滿我的喜樂。
14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
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16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19 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耶穌在約翰福音裡對世界的觀點和評價，
與其
與其他的新約作品好像不能夠完全一樣…
新 作
像
夠完
樣
 符類福音書裡，耶穌對門徒說：
要愛仇敵，為逼迫他們的人禱告 (太五44、路六35)
為敵人禱告，這不是很美、很浪漫的圖畫嗎？
 保羅也教導他的讀者
為萬人禱告、
為執政在上者禱告 (提前二1-4)
對比約翰福音剛剛讀到這一個禱告，
對比約翰福音剛剛讀到這
個禱告，
耶穌說：
只為祂的門徒禱告
「只為祂的門徒禱告、
不為這個世界禱告」，
跟其他地方的禱告 教導
跟其他地方的禱告、教導
好像有一些落差。

雖然這個禱告是鼎鼎有名的
「大祭司禱告 High priestly prayer」，
可是門徒中有誰能夠完全明白其中的意義、
又說阿們呢？
我猜想不會是大多數吧，
也許就是連我們，也不見得完全認同、懂得這個禱告。
那是因為約翰福音的處境離開我們的處境
實在是太遠了，
 我們不能夠完全理解、認同原讀者、
或說耶穌門徒，當時候的情況和遭遇
 我們也不能夠很體會他們的心態
我
不 夠
會
態
兩千年前的對話、兩千年前的禱告，
無論是 何的情詞迫
無論是如何的情詞迫切，
似乎不是對我們說的，我們又怎麼會明白呢？

另外一個理由使得我們不能完全認同這個禱告的原因 ─
我們身處的 與耶穌所講的世界 有點不 樣的感覺
我們身處的、與耶穌所講的世界，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耶穌禱告所描寫的世界是非常凶險、與我們敵對的
 可是我們今天身處的世界，不僅不覺得世界恨我們，
很多的時候它還是幫助我們、甚至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不是從世界學會了管理、運作、經營嗎？
 把這一套東西放在教會，今天的教會不是更像
講求業績輝煌報告、不斷膨脹的公司，
多於實踐信仰的群體嗎？
我們並不如耶穌所言的「不屬於這個世界」，
反而我們屬於這個世界 是世界的 分子
反而我們屬於這個世界、是世界的一分子，
 與他們合作、也與他們同行
 有時候世界和我們之間還不容易分辨得清楚
有時候 界和我們之間還不容易分辨得清楚
我們有理由對耶穌這個禱告懷有「是這樣子嗎」的感覺。

因為禱告所滲透的，好像是二分的一種信念 ─
只會塑造我們敵視這個世界，
會 造我
這
界
或是持有自義、極端排斥他人的態度。
為什麼耶穌會做這樣的禱告、提醒呢？
也許我們要問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
耶穌敵視世界嗎？教會和世界應該勢不兩立嗎？
清楚地宣告 ─
 這個世界是藉著耶穌基督而創造的
 耶穌甚至是神愛世人極致的彰顯，
神是耶穌成了肉身來到自己的地方，就是世界
耶穌不是敵視世界 這個世界是祂創造的
耶穌不是敵視世界、這個世界是祂創造的，
只是希望、強調
 跟從者要認識清楚世界的真面目
 祂的跟從者也能夠認識自己的脆弱

約翰福音第一章

工商企業管理的理論和經驗，的確使教會運作更加有效，
 怎麼看待背後汰弱留強、適者生存的意識型態呢？
怎麼看待背後
適者 存 意識型態
 這一種的意識型態、價值觀，又會怎樣
孕育下一代的基督徒、將來的教會呢？
基督門徒、我們可以毫無見識地隨波逐流嗎？
最近，一位很擔心的弟兄，很激動地來跟我講話：
「我當然明白平衡、明白張力，
但是看著別人教會增長到幾百、幾千人，
我們教會零增長、負增長，這不是白占土地？
問題很簡單、很根本，教會是不是需要增長？」
從 經 體來講
從聖經整體來講，
 「教會如何發展增長」不是教會存在的根本
 根本的問題是教會是甚麼？
教會必須搞清楚這個問題，才可以提出別的議題

如果我們高估自己、低估這個世界的勢力，
不自覺之間忘記了我們跟世界之間的張力，
自覺
忘
我
界
張
就會變成在溫水裡被煮熟的青蛙。
耶穌要讓祂的跟從者 ─ 祂的門徒、我們
 深入地認識自己和世界兩者之間的關係
 而不是一個無知的浪漫主義者
耶穌那看來好像是二分的講論，其實是要讓我們認識
罪惡、凶險是千真萬確，而又活生生地在我們周遭。
耶穌要讓我們警醒地生活在這樣一個張力當中，
 因為認識這種張力，才能相信並且堅持
我 有 音 傳 有道
我們有福音可傳、有道可以宣講
講
 耶穌跟世界之間有一種張力，
我們 ─ 耶穌的跟從者
耶穌的跟從者，也和世界有某種張力，
也和 界有某種張力
這一種生命並不是容易的生命

近年來許多教會用心地尋求答案，
幾乎的教會都只有 個議程 ─ 怎麼樣可以擴展？
幾乎的教會都只有一個議程
怎麼樣可以擴展
 怎麼樣的組織結構、崇拜形式可以帶來增長呢？
 可是什麼叫崇拜、什麼叫教會，都沒有搞清楚
崇
會
見於教會只問如何、不理為何、不理為什麼的心態，
教會已經漸漸失去了教會的身分和生機，跟著
流行的議題和策略，單一策略 ─ 教會如何增長。
在種種屬靈包裝下，基本上還是人數增長的關注，
對組織擴展、發展，
比福音價值更用心力的信仰群體，
怕
不務 業
恐怕已經陷入不務正業的危機，
 以行政、以業績、以果效來描寫生命，
其實是挺荒謬的
 用這個來量度教會，更是本末倒置

神學家尤金畢德生用神的創造來看生命的奇妙，
奇
奇妙就是生命各從其類，各有各的特色、特長，
是 命各從其類 各有各 特色 特長
每一個生命、有機體，都是獨特、有意義的。
 有些很有恩賜的牧者在管理上非常出色
 有些教會能夠成為社會的幫助、成為燈臺
可是不是每一個教會都要成為超級教會，
不是每一個傳道人都要成為行政總裁。
你能夠想像西瓜長得像葡萄一纍一纍嗎？
 有些水果吃一顆就好，有些要多吃，
有些連嗅都不想嗅
 有些樹可以遮蔭用、有些就是觀賞，
有 樹
遮蔭
有
賞
都有它的用處、都有它存在的意義
也許能吃 也許能用
也許能吃、也許能用，
不能吃、不能用，對大自然有調節功能。

教會必須努力、相信、實踐的、成為的，
 是神手中的教會，
是神手中的教會
不是世界手中的組織、集團
 每一個基督的跟從者都應該相信、
努力地去成為神手中的器皿
沒有必要都成為董事長、成功的傳道人，
應該努力的是忠心地跟隨主耶穌。
也許有人認為耶穌這邊的禱告
好像有點小題大作、
甚至好像覺得是不是太嚴重了？
可是如果回 教會兩千年來走過的
可是如果回想教會兩千年來走過的
一些的歪路、一些的跌撞，
我們應該禱告 努力 禱告 努力 實踐
我們應該禱告、努力地禱告、努力地實踐
作神手中的教會！

日本的眨眼詩人水野源三，
在他的 首詩裡談到自己【在上帝手中】
在他的一首詩裡談到自己【在上帝手中】：
在上帝的大手中，
蝸牛就像蝸牛般走著、
青蛙就像青蛙般叫著，
在上帝的大手中，我就像自己那樣活著。
水野源三弟兄，
不能講、不能動，只能看、只能眨眼，
從九歲開始一直到離開世界，
就躺臥在幾坪的房子裡，
命就好像被捆鎖在 個癱瘓的身體裡面
生命就好像被捆鎖在一個癱瘓的身體裡面，
可是他說：在上帝的大手中，我就像自己那樣的活著。
每 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處境 恩賜 領受當中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處境、恩賜、領受當中，
發放主的光華、發放主的恩情。

如果仔細思想教會因為失去信仰的焦點
而掀起許許多多的糾紛 迫害的話
而掀起許許多多的糾紛、迫害的話，
 就會明白合一、教會守望和團契的重要性
 也會體會認識真道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對真道厭煩、不讓道來塑造教會的話，
真的會失去教會的身分、教會的使命和憧憬。
讓我們、讓我們的教會，
 努力的、堅持的朝向神手中教會的方向去實踐
 不斷地禱告、像耶穌的禱告一樣 ─
認識真道、彼此合一，成為神手中的教會
當我們再聽耶穌的禱告 再看 看我們
當我們再聽耶穌的禱告、再看一看我們
身處的世界、兩千年來教會走過的路，
也許我們能夠明白耶穌的禱告對我們來講
實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親愛的主，謝謝你為我們禱告，
藉著禱告你讓我們看見
教會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的群體，
藉著你的禱告你提醒我們
要在真道中扎根成長，
藉著這個禱告你告訴我們
應該是跟隨你。
所以幫助我們、提醒我們、塑造我們 ―
成為神手中的教會。
垂聽我們的禱告 立志，
垂聽我們的禱告、立志，
奉你的名求，阿門。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