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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使徒約翰—最後離世的使徒 

讀經： 

約翰福音廿章 31 節 

使徒行傳三章 1 節，四章 3 節、13 節；八章 14 節 

約翰壹書一章 1 節、4 節，四章 1-2 節 

引 言 

使徒約翰是耶穌所設立的十二個使徒之一 ，他也是主特別鍾愛

三門徒裏與主最親密的一個，聖經曾五次稱他為「耶穌所愛的那門徒」

（約十三 23，十九 26，廿 2，廿一 7、20）；他也是十二門徒中較早

蒙召的（約一 41），卻是最後為主殉道離世的使徒（約廿一 21-24）。
據說他在世高齡九十歲以上，是赤膽忠誠傳揚基督之使者。所以我們

要一同來看他被主使用，傳揚基督之經歷。 

（一） 約翰的字義

「約翰」的字義，是神的恩賜（或神的禮物）。由聖經歷史中，我

們很清楚看到，他曾經是施洗約翰的門徒（約一 34-40）。後來他遇見

耶穌，蒙主呼召，便一直追隨主、愛慕主、寶貝主。從他寫約翰福音

三章 16 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玲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顯示他是何等樂意將神的恩賜（禮物），傳遞

給世人知道；神就是愛，不是我們先愛神，乃是神先愛我們；祂愛我

們到一個地步，甚至毫無保留將最大的禮物（祂的獨生愛子）賜給我

們。這是使徒約翰的字義和經歷所說明的。 

（二） 耶穌所特別訓練的三門徒之一

現在我們要來看使徒約翰被主使用傳揚基督之前，如何被主帶領、

受栽培、裝備和訓練。主耶穌在世的時候，祂先呼召十二門徒，訓練

之後就差遣他們出去作使徒；接着主耶穌又呼召七十位門徒，又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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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後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出去；至五旬節前連同婦女計有－百二十

人。但是在主耶穌訓練的眾門徒中，特別喜愛的三個門徒是彼得、雅

各和約翰，其中約翰與主最親密。我們要根據三處聖經歷史，來看使

徒約翰被主使用，受主特別帶領訓練而有的學習、認識和經歷。 

1. 叫睚魯女兒復活—認識基督復活大能

路加福音第八章中記載一位管會堂的名叫睚魯，俯伏在耶穌腳前，

求耶穌到他家裏去；因他的女兒病危，年紀約有十二歲。耶穌在往他

家的途中被人潮擁擠，故耶穌到之前，便有人從睚魯的家趕來說：「你

的女兒死了，不要勞動夫子。」耶穌聽見就對他說：「不要怕，只要

信，你的女兒就必得救！」聖經特別記載說：『耶穌到了他的家，除

了彼得、約翰、雅各，和女兒的父母，不許別人同他進去。』(51 節）

耶穌前去拉着那女兒的手，呼叫說：「女兒，起來吧！」她的靈魂便

回來，她就立刻起來了；耶穌吩咐給她東西吃。 

感謝主！此事過後，使徒約翰不但親眼看見基督復活之大能，同

時也直接認識基督復活的能力，這大能是不能被死亡拘禁，乃勝過死

亡的權勢！難怪當主耶穌復活升天後不久，約翰與彼得不但到處放膽

傳揚基督的復活，且行了神蹟奇事，奉復活耶穌的名，叫一個生來是

瘸腿的得了痊癒，證明耶穌的復活。不料，這事傳到猶太人領袖的耳

中，引起他們驚慌，唯恐這事越發在民間傳開，於是恐嚇他們不可再

傳揚基督。然而他們不怕威嚇，反而放膽見證基督，後來被大祭司和

一切同人逮捕，收在監裏，又遭挨打；然而約翰竟『心裏歡喜，因被

算是配為這名受辱。』並且『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地教訓人，傳

耶穌是基督。』他認識基督的復活，因而彰顯出基督能力的見證。 

弟兄姊妹，一個傳揚基督的使者，必須先認識基督復活的能力。

因為當我們真正傳揚基督的時候，未免會遇見諸多反對攻擊，甚至危

及生命，能在其中勝過艱難，始終不變地傳揚基督的，乃是一班認識

基督復活大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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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主藉此激發我們，使我們願意更多認識復活的基督，體

驗祂復活的大能，好叫我們在傳揚基督時，雖受苦遭欺壓，仍然放膽

勇敢傳揚復活的基督，並有基督復活的見證。詩云：「千人的手不能

阻我，萬人的眼也不，路上荊棘，不過助我忠勇進前得福。」（聖徒詩

歌 151) 

美國加入越戰的時候，一位美國宣教士被差派到菲律賓傳道，帶

領一些人信耶穌。逐漸得救的人數增加，他們先成立小型的聚會，因

着主祝福，在短期間內成為有規模的教會。數年之後，宣教士返美，

這個菲律賓教會的弟兄姊妹不能繼續得到屬靈上的牧養，聚會人數驟

減到寥寥無幾，於是不久就解散了；剛好附近有一個聚會被主興起來，

他們就把禮拜堂的講臺、座椅、桌子……等，送給附近被主新興起的

教會。 

然而奇妙的事發生了，復活的基督在少數已解散聚會的弟兄姊妹

身上作工，叫他們靈裏的負擔又來了，深感難道教會就這樣輕易結束

了嗎？於是這班少數的弟兄姊妹重新開始家庭聚會，結果一家一家又

起來了，他們越聚會，裏面的死灰重新燃起，於是人數快速增加，到

一個地步不得不再購置會所了。 

購置會所後，主祝福他們不僅得救人數又增加，並且愛主事奉的

人也增加，甚至有弟兄姊妹肯蒙召出來全時間事奉主，結果現在這個

教會比美國宣教士所帶領時更興旺、更復興、更有主的祝福。哈利路

亞！這是基督復活大能之見證。願榮耀歸神！ 

感謝主，使徒約翰在主手中受三年半特別的訓練，深刻地認識也

親身體驗基督的復活大能。他在約翰福音提到拉撒路復活的見證，也

記載關於基督復活的史實，即抹大拉馬利亞看見復活的主（約廿 18）、
門徒看見復活的主就喜樂了（約廿 20）、疑惑的多馬見到主就相信（約

廿 27-28）、回去打魚的七門徒重遇復活的主（約廿 1-13），這些都是

前三卷福音書所未記載之事。 

 

2. 只見耶穌—基督解決一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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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知道自己將要受難之前，指示門徒祂將要上十字架

（太十六 21），緊接馬太福音十七章 1-8 節記載：『過了六天，耶穌帶

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

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丶以利

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彼得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

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

座為以利亞。」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

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

他！」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耶穌進前來，摸他們，

說：「起來，不要害怕！」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

裏。』 

「不見一人，只見耶穌」這是主耶穌對約翰特別的訓練和啟示，

讓約翰認識基督是人類唯一的需要，唯有基督才能應付人類的難處，

也唯有基督是一切問題的答案。 

雖然聖經未記載約翰在傳揚基督時，如何將他所經歷的基督來幫

助各種人的需要，但我們卻在約翰福音中看到一個特點，就是注重個

人的經歷，有時是主親身找人單獨談道，或是有人個別到主跟前解決

問題。 

例如： 

(1) 第二章：迦拿婚宴，耶穌把水變成酒—基督是人生真正的喜

樂（二 1-11)。
(2) 第三章：尼哥底母夜裏來請教耶穌，主向他表明人必須重生

—人需要基督作新生命（三 1-15)。
(3) 第四章：耶穌正午在雅各井旁，與來打水的撒瑪利亞婦人談

道—基督是生命的水，得着基督人生才有真正的滿足（四

14,七 38)
(4) 第五章：耶穌上耶路撒冷，醫好病了三十八年的癱子—人的

本性是軟弱的，需要基督作生命和能力，屬靈才能剛強，遵

行神的旨意（五 1-9)。

第七篇：使徒約翰—最後離世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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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六章：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飽—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糧，只

有基督才是人生唯一的飽足(35 節）

(6) 第八章：耶穌挽救行淫時被拿的婦人—基督是人類的真光，

唯有基督能照亮一切黑暗中的人，叫罪人蒙光照(12 節）。

限於篇幅，我們僅題出幾點，深願主藉此恩待我們，使我們真看

見唯有基督能解決人生一切的問題。詩云：「祂是一切最親，我所－

切最愛；人生平常所尋，人生終久所賴。」（聖徒詩歌 333）好叫我們

如同使徒約翰的經歷，始終唯有耶穌是我所要傳揚……阿們！ 

3. 在客西馬尼園禱告—儆醒禱告

當耶穌上各各他前夕，馬可福音十四章 32-38 節記述：『他們來

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坐在這裏，等我

禱告。」於是帶着彼得丶雅各、約翰同去；就驚恐起來，極其難

過，對他們說：「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儆

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倘若可行，便叫那時候過

去。」他說：「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

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耶穌回來，見他們睡着了，就對

彼得說：「西門，你睡覺嗎？不能儆醒片時嗎？總要儆醒禱告，免得

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此段事實特地記載，那一個晚上，主耶穌只帶三個門徒進客西馬

尼園，雖然他們心靈已困倦，身體也疲乏了，但深信耶穌在父面前俯

伏、迫切禱告的景象，給約翰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耶穌回來見他們睡

着了，帶着提醒與責備他們不能儆醒的語氣，更是深深地銘記在約翰

心裏。 

我們可由幾處使徒行傳的記載，說明使徒約翰的經歷，他不僅是

儆醒禱告的人，且是非常注重禱告的生活。 

使徒行傳一章記載，當耶穌被接升天之後：『當下，門徒從那裏

回耶路撒冷去，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在那裏有彼得、約

第七篇：使徒約翰—最後離世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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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雅各丶安得烈、腓力……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

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徒一 12-14）此明文

記述約翰與門徒們在一間樓房，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恆」意

指一段相當久的時間；「切」言明心靈迫切。 

約翰之所以在那裏與門徒恆切禱告，無非說明他知道要盡傳揚基

督之使命，是一場屬靈艱巨的爭戰，不是人的才能和勢力所能為；更

無法使用血氣兵器，乃是全賴於隨時多方的禱告。 

遂至五旬節聖靈降臨，耶路撒冷教會產生，那天彼得傳揚基督，

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於是約翰和使

徒們便帶領這班新蒙恩的弟兄姊妹『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徒二 42）可見約翰是何等注重在教會中與眾聖徒同

過禱告的生活。 

到了第三章第 1 節開宗明義的記載：『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

約翰上聖殿去。』「申初」是下午三時至六時，說明約翰素常有一連

兩、三小時禱告的生活。難怪當他與彼得傳揚基督，遭受官長們捉拿，

囚禁，恐嚇被釋放，聖經記說：『二人既被釋放，就到會友那裏去……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徒四 23、31）這裏不僅表明約翰是個儆醒禱告的人，同時說出他已

學會如何禱告來搖動天地，使敵遁逃，並運用禱告捆綁撒但，使魔鬼

潰退，也藉着禱告，使聖靈能力從上傾倒。 

（三） 事奉主的動機是出於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由於基督（福音）是人類唯一的救法，是人類

得救的盼望，所以主耶穌升天之前，囑咐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 15）這命令也是今日聖徒之使命，是不

可推卸的責任，不可推辭的事奉。 

1. 出於愛的事奉才能持久

第七篇：使徒約翰—最後離世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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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傳揚基督之動機單單出於責任，深信起先會有負擔，但

久而久之勢必成為重擔。使徒約翰與我們是相同性情的人，所以主進

一步向約翰表明事奉的動機必須出於愛，因愛是恆久的，如果我們事

奉主是出於愛，那麼事奉才能持久。路加褔音九章 51-56 節記載：『耶

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發使者在他前

頭走。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他預備。那裏的人不接待

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

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像以利亞所作的嗎？」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人子

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 

此段史實記載，那天約翰聽見撒瑪利亞村莊不接待主，他心極其

氣憤地對主說：「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

像以利亞所作的嗎？」當時主非但沒有接受約翰的建議，反而溫和地

接受撒瑪利亞村民無理的對待，於是隨即轉身以柔聲責備的口吻對約

翰說：「你們的心如何？」「心」原意是指靈或存心、動機；意即你們

的存心是否為報復？你們的靈是否在定罪、審判人？接着馬上調整約

翰的事奉動機說：「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 

哦！何等蒙恩的約翰，那天不僅他的事奉動機受主調整了，同時

他一直到年老不會忘記傳揚基督（事奉主），必須要有憐愛、體恤、

寬恕、良善的心腸。我們從何而知呢？且看他年老寫約翰壹書三章 20
節說：『神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意即要知道主的

心是寬大的，祂思念人的本性不過是塵土，祂體諒我們的軟弱；言及

於此，求主恩待我們，藉此光照我們的深處，讓主調整我們的動機、

存心，好叫我們更像主，在事奉上，更以祂的愛來對待別人 。 

2. 因愛主而服事人

感謝主！自從使徒約翰事奉主的動機，受主調整之後，他進一步

體驗主是如何以愛服事人，而留心「因愛主而服事人的行動」。故此

第七篇：使徒約翰—最後離世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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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特意詳記主耶穌離世前，親自為門徒洗腳作為示範，來表明祂

如何以愛服事門徒。 

約翰福音十三章 4-5 節：『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

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

巾擦乾。』短短的兩節經文中，就有離席，脫了衣服，拿一

條手巾束腰，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用自己所束的手

巾擦乾。一連串的行動，將主耶穌愛的服事表露無遺。 

進一步，在約翰福音廿一章，記述主託付彼得餵養羊之經過，

耶穌曾三次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三次回答：「主

啊，你知道我愛你。」彼得接受了主的託付，無非為強調傳揚基督之

使者的存心動機（靈）必須「因愛主而服事人」。這兩個史實見證都

是前三卷福音書所沒有記載的。 

有一位基督徒名叫卡利尼，某次與幾位同伴相邀到義大利去登

一座聞名的高山。那天他們爬到山腰，正想歇一會兒，即時迎面而

來一個牧童，發現他的羊群其中有一隻走失了，他已尋找了半天仍

然找不着。卡利尼非常同情牧童之苦情，於是請牧童先與他們一起

坐下在火堆旁取暖，因高山氣溫低非常寒冷，遂安慰他不要着急，

並說：「我與同伴將盡所能幫你尋回迷羊。」稍後卡利尼就與同伴們

分路，幫牧童出去尋找迷途的羊。 

結果不到兩個鐘頭，卡利尼的同伴們因找不着羊，一個一個地

相繼回來，只有卡利尼到深夜了還未回來，同伴們開始為卡利尼着

急起來。感謝主！即在破曉時分，他們見遠處一個黑影由遠而近，

原來是卡利尼肩上背着一隻羊迎面而來。此時他們歡天喜地迎接他

回來，牧童更是雀躍萬分向卡利尼不住道謝。其餘的同伴則異口同聲

地問：「卡利尼，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本領？我們都找不着，只有你找

着。」弟兄姊妹，請問是不是因為卡利尼有特別的本領呢？ 

顯然地，在此事上使我們看到，卡利尼的同伴尋羊是因為盡人的

託付，而卡利尼乃「因愛主而服事人」。求主傾倒下祂的大愛，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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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事奉上能「因愛主而服事人」。詩云：「我給，因主曾白白賜給我，

我愛，因主曾愛我；願我真成為無助者之助，使我完成祂託付。使我

成祝福，使我成祝福，願主榮光從我四射；使我成祝福，這是我禱告，

願有人今日從我得祝福。」（聖徒詩歌 634） 

 

（四） 與同伴同心配搭事奉 

馬可福音第六章 7 節：『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

兩個地出去，也賜給他們權柄，制伏污鬼。』在此說出主訓練門徒傳

揚基督時，原則上是「兩個兩個出去」，「兩個」是指與同伴同心的配

搭事奉。感謝主！與同伴同心配搭事奉，是使徒約翰傳揚基督的特點。

現在我們要提出三點他如何與同伴同心配搭事奉。 

 

1. 與彼得同心配搭 

由使徒行傳中之記載，我們可顯然地看到使徒約翰傳揚基督時的

光景，不是單槍匹馬出去事奉，乃是一直持守與同伴（彼得）同心配

搭。使徒行傳三章記述他申初禱告時與彼得上聖殿去，遇見一個人，

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美門口要求進殿的人賙濟。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他們便奉拿撒勒人耶穌

基督的名，叫他起來行走於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就起來，

站着，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

濟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滿心希奇驚訝。此史實說明他不但在禱告

的事奉上與同伴同心配搭；同時在運用恩賜事奉也與同伴配搭（徒三

1-8）。 

使徒行傳第四章記述他因傳揚基督遭逼迫、反對，甚至與同伴被

逮捕，一同下監。感謝主，夜間天使奉差把他們從監裏帶出來。按照

人的想法，他們理當藏匿到遠方躲避一下，但是他立時與彼得同心合

意，在天將亮時分又進殿裏傳揚基督。後來因耶路撒冷教會遭逼迫，

而四散之門徒中的腓利到撒瑪利亞傳揚基督，當地甚多人歸主，於是

耶路撒冷教會風聞撒瑪利亞需要加強福音，聖徒尚未領受聖靈的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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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便與彼得－同奉差配搭前往，果然『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

告，要叫他們受聖靈……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徒八 15、17） 

 

2. 不爭領導地位 

親愛的弟兄姊妹，願主藉着約翰如何與彼得同心配搭提示我們，

如果你我要傳揚基督，就必須學習如何與同伴同心配搭事奉。同時還

得更進一步在同心配搭中，培養不爭領導地位之屬靈美德。 

且看使徒行傳記載之史實，約翰與彼得一起無論是在傳揚基督、

行神蹟，議事、斷案或在會堂中，都是彼得領頭發言，約翰一向默默

在靈裏扶持彼得。哦！在約翰作傳揚基督使者之經歷中，他一直站在

旁邊扶持與彼得配搭，其實他的屬靈恩賜並不亞於彼得，在主設立的

十二使徒中，他著寫的聖經最多，歷代聖經史學家一致肯定他是主所

喜愛門徒中，與主最親密的，也是最認識主的。 

還記得提比哩亞海邊那一晚，門徒整夜勞力打魚卻毫無所獲，在

天將亮時，耶穌站在岸上。聖經特別記說：『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

（約廿一 4）隨後耶穌問門徒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

答說：「沒有。」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着。」他

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於是聖經特記着：『耶

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約廿一 7）弟兄姊妹，由此可

見，約翰對基督的認識並不在彼得以下，然而在配搭事奉上，他總是

讓彼得站在帶領的地位上。此表明約翰不爭地位、不爭權柄、不爭榮

耀。但願主恩待我們，藉此光照我們，改正我們，好使我們餘下年日，

在事奉上，不計自己得失，只求主得榮耀！ 

 

3. 不堅持意見 

不僅如此，在約翰與彼得的配搭中，他不堅持意見。雖聖經無明

文記載，但我們可以從使徒行傳中看見，他們一直在一起，如果他們

二人意見不同，勢必無法一起配搭。就如巴拿巴與保羅對馬可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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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雙方堅持意見而分開。難道約翰在事奉上未曾有自己感覺嗎？不，

因約翰是個不堅持意見的人。求主藉此使我們在傳揚基督的事奉配搭

上，更深的學習不堅持意見，竭力保持合一的靈，俾能完成主託付，

成就神的旨意。 

 

（五） 澄清基本信仰 

當第一世紀末，由於有異端假教師進入教會中，以至於有的基督

徒懷疑主的神格，有的說耶穌不過是聖人，有的不承認耶穌為童女所

生，又加上使徒們相繼為主殉道，雖然當時已有馬太、馬可、路加三

本福音書，但鮮有提起耶穌基督的神格。因此為應付當世代抵擋異端

之急需，和各地方的教會之監督，不約而同紛紛要求約翰著寫聖經。

繼三卷的福音書之後，以證明耶穌的神格和身份，因他曾親眼見過主

行神蹟，親耳聽見過主之言行。感謝主！約翰承接寫福音書之託付。 

 

1. 證明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約翰福音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

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1-2 節）他馬上澄清基本信仰，乃是要

知道，並認識耶穌的神格與工作是太初就已經存在了，且是與父神原

為一，然後逐步說到基督在永世裏的地位，基督在創世裏的地位，基

督在見證裏的地位，基督在救贖裏的地位。 

 

2. 回到起初的根基 

從他寫的書信，即約翰壹書、貳書、參書，同樣地在約翰壹書開

門見山提「起初原有生命之道」。意即教會一代一代都要回到起初的

根基上，亦即回到基本信仰，乃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釘死十字架後，

三天復活。如此從祂道成肉身說明祂的人性；由祂從死裏復活認識祂

的神性；到四章 1-2 節便以相當的篇幅來辯明真理之靈與謬誤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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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直至年老不變節 

當約翰寫聖經末了一卷啟示錄的時候，已達九十以上高齡了，由

於那時教會景況正值於內憂外患；內有異端滲進，外受羅馬帝國迫害。

使徒約翰又被逮捕放逐到拔摩海島。但是他雖落在諸般苦難、試煉、

逼迫困境中，對主仍忠貞不渝，至死不變。難怪主把更重大神聖的使

命託付他，將神更高的旨意向他啟示，使他寫啟示錄來結束新舊約全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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