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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38 课 
 

1 
祷告 
 

 

组长。祷告并将你的小组和这个有关建立基督教会的课程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雅四 – 五和彼前一 – 二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雅四 – 五和彼前一 – 二）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基督徒父母］ 
(2) 箴二十二：6 

 
两人一组复习。 
(2) 全面发展。箴二十二：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4 
研经（85 分钟）                                              ［约翰福音］ 

约十七：1-26 
 
引言。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约十七：1-26。约十四至十七记载了耶稣在最后一个逾越节的讲论和

祷告（约十三：1）。在约十七，耶稣以一个祷告来结束祂的教导。祂的祷告可分为三部分。祂为： 
• 自己祷告（约十七：1-5） 
• 祂的十一个门徒祷告（约十七：6-19） 
• 普世的基督教会祷告（约十七：20-26）。 

祂指出祷告的目的是要荣耀神。 
 

在太六：9-13，祂教导基督徒应当如何祷告。然而，祂在约十七的大祭司祷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祂对祂的父

说话（不是对我们的父）（第 1 节），祂以“人子”的身分为祂的子民祷告，他们也是父神的子民。祂不是认

罪或承认任何不完美之处，而是意识到祂已完全成就了神的旨意（第 4 节）。祂谈到祂与神的根本的关系（第

5 节）。祂不是以从属的身分来乞求（希腊文：aiteó），而是以平等的身分向神祈求（希腊文：erotaó）。祂的

祷告全都得应允，并且以此身分来祈求（参看约十一：22）。主题是耶稣给祂的门徒在地上的大使命，他们必

须履行，而且他们不是以一个分裂的群体（有无数的宗派），而是以一个属灵上合一的群体来履行大使命。耶

稣举目望天祷告。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约十七：1-26。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步骤 2. 探索。          观察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对你十分重要？ 
或者，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感动你的心？ 
记录。探索一至两个你明白的真理。思想这些真理，并把你的感想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让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然后轮流分享）。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结果。 
（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探索 1. 耶稣基督祷告的内容。 
 

耶稣基督为自己祷告的时候荣耀父神，又求父神荣耀祂。祂为十一个门徒祷告的时候承认他们是属父神的，而

且神已将他们赐给祂了。祂已向他们显明了那不能看见的神和神的话语。他们接受了这些话，并且相信和遵

行。现在，耶稣基督差他们到世上履行大使命，就是传扬真理。耶稣基督为以下各方面祷告： 
• 他们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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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着满足的喜乐 
• 保守他们脱离魔鬼 
• 使他们藉着基督的作为和基督的道而成圣。 

祂为世上来自不同文化的所有信徒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他们的合一祷告，好叫（分裂、无知、邪恶、敌对的）

世界相信神差了耶稣基督来！祂也祈求有一天他们会与祂同在，好叫他们看见祂的荣耀。此外，祂祈求神的爱

和祂自己常在他们里面。这是何等伟大的祷告啊！ 
 
 

探索 2. 父神、耶稣基督和基督徒之间在爱里的合一。 
 

在约十七：4，6，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对父神的爱，以及对基督徒的爱。耶稣基督爱父神，祂完成了神吩咐祂在

地上做的工作。这在地上给神带来荣耀！耶稣基督爱基督徒，祂显明了神的“名”，也显明了父神的模样，正

如父神在基督里并藉着圣经向他们显明出来那样。耶稣基督向他们显明了与神的救赎相关的属性。 
 

在约十七：26，我们读到父神对耶稣基督的爱，以及对基督徒的爱。耶稣基督祈求父神使父神所爱祂的爱在世

上的基督徒里面。 
 

在约十七：6，8，我们读到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爱，以及对父神的爱。基督徒爱耶稣基督，他们承认耶稣基督

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他们确信这一点，也向别人承认这真理。基督徒爱父神，顺服祂的话。 
 

因此，独一真神与祂在地上的子民之间的真正合一，不再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那样，从民族或政治上的合一

来成就的。天上的神和祂在地上的子民之间的真正合一，也不是从任何外在的教会组织，如一个或别的宗派

（举例说罗马天主教）或者一个或别的教会联盟（举例说南印度教会）来成就的。神和祂在地上的子民的真正

合一，唯有靠耶稣基督和爱才能成就。神由始至终都是藉着耶稣基督来拯救祂的子民，因此，神与祂的子民之

间的连系就是爱！ 
 

基督徒对神的爱不单单是一种情感上的爱，还透过以下三段经文体现出来。 
• 可十二：30-31 教导我们，神与祂的子民之间的合一和爱的连系，是透过一个人全然在品格和行为上对圣经

中的神完全委身而体现出来的。 
• 第二，约十四：21，23 教导我们，神与祂的子民之间的合一和爱的连系，是透过遵行神在圣经中的话语而

体现出来的。 
• 第三，约十三：34-35 教导我们，神与祂的子民之间的合一和爱的连系，是透过世上的基督徒彼此相爱而体

现出来的，正如基督爱他们一样。 
 

步骤 3. 问题。                                解释 
思想问题。对于这段经文，你会向小组提出什么问题？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约十七：1-26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请提出任何不明白之处。  
记录。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然后把你的问题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之后，首先让各人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然后，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尝试在你的小组里讨论并回答问题。） 
（以下是学员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笔记的一些例子）。 
 
 

十七：1 
问题 1. 耶稣说：“时候到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笔记。用这句话，耶稣表明祂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在神永恒的计划中都有一

个特定的时刻。祂意识到，在救赎的历史上，每一件大事都有一个确切的时刻在神的计划中。 
 

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二：4；七：6，8，30；八：20）。然而，当祂谈到

自己将要死在十字架上时，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希腊文：eléluthen hé hóra）（完成时态）”（约

十二：23）。从那个星期四的晚上开始，在祂与祂的门徒最后一次吃逾越节的筵席时，祂知道“自己离世归父

的时候到了”（约十三：1）。经文的上下文显示，耶稣不但想到祂在十字架上受死，也想到祂在地上的工作

完满地完成了。耶稣知道自己受死、复活、升天，并且在天上登基作王的时候已经到了！在耶稣的思想中，祂

在地上所受的苦和祂在天上所得的荣耀是连在一起的（参看罗八：17）！ 
 

在约十二：32，祂说祂要被举起来。祂指的是祂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祂在天上被举起，祂在宇宙的宝座上被举

起！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基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可见启示（西一：

15），耶稣基督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太一：23）。从主后一世纪开始，神藉着耶稣基督吸引人归向祂！

在约十四：3-4，耶稣基督说祂要到天堂预备地方，基督徒将要在那里永远与祂同在。在约十六，耶稣基督说

祂要藉着圣灵在天上作工。来七：25 说耶稣基督也要藉着不断为基督徒祈求在天上作工。耶稣基督在天上的



 
© 2016 “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手册 8        第 38 课：约十七 3 
 

工作必使许多人归信，并且给他们带来喜乐。现在时间到了！因此，“时候到了”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复

活、升天，并且在天上登基作王的时候！ 
 
 

十七：1 
问题 2. 耶稣说：“荣耀你的儿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笔记。父神荣耀圣子。耶稣祷告说：“愿我藉着受死、复活、升天，并且在天上登基作王而得荣耀。”当耶稣

基督的荣耀如同七色彩虹显明出来的时候，祂就得荣耀了。当祂一切伟大的神性所发的光辉在全世界显明出来

的时候，祂就得荣耀了。不但十字架，连冠冕也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 
 

 (1) 耶稣基督的荣耀在祂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显明出来。 
祂死在十字架上显明祂对父神完全的顺服（参看来五：8-9），祂对世上失丧的人无尽的爱，以及祂对撒但有

绝对的权柄。 
 

 (2) 耶稣基督的荣耀在祂复活的时候显明出来。 
祂从死里复活显明祂完全胜过罪和罪所带来的后果（参看罗八：34-39）。这显明神对我们的罪所发圣洁和公

义的忿怒已经得着满足，神已经完全接纳祂为我们的罪所献的赎罪祭。祂从死里复活也显明祂有绝对的权柄胜

过死亡、朽坏、绝望和虚空。祂从死里复活保证我们将来必从死里复活，也证明死后有意义的生命。祂从朽坏

中复活也保证将来世界的复兴，彻底除去地上目前的绝望，并且在新地上永远实现有意义的生命。 
 

祂复活的历史事件使祂（祂的人性）（或：宣告祂）处于完全受圣灵制约的历史和永恒状态。祂藉着复活除去

了人性的软弱，切断了罪与死亡的一切联系。自从祂复活之后，祂的人性转化了，祂被赐予（被赋予）圣灵，

并且受圣灵掌管，祂完全与圣灵认同！因此，林后三：17 说：“（基督）主就是那灵。”因此，在林前十

五：46，基督称为“叫人活的灵”！同样，在罗一：4，祂复活了的人性的特征是“圣善的灵”。祂处于一个

至高无上、全能的地位，并且被赋予得胜的大能，那是超越一切的（太二十八：18），这可以在从前在祂道成

肉身时赋予祂的。耶稣基督复活后，祂的人性是一位拥有圣灵完全和完美的大能的主！ 
 

耶稣基督宣称自己是世界的救主和宇宙的主。祂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明确的证据，证明祂一切的宣称都是真确

的。这也是最有力的证明，表明祂所教导的一切真理。 
 

 (3) 耶稣基督的荣耀在祂升天的时候显明出来。 
祂从地上升到天上，显明祂完全蒙神接纳。在约十七：5，耶稣基督祷告说：“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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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创世以先，耶稣基督就已拥有神圣的本性，祂与父神是完

全同等的（腓二：6-8）。在父神面前，没有罪，也没有痛苦。 
 

然而，祂为了拯救地上的人，甘愿放弃这荣耀，取了人的样式，在世上与罪人一同生活，亲身担当了世人的

罪，且死在十字架上（彼前二：24）。 
 

这个景象就如一位得胜的罗马将军在罗马举行的盛大凯旋巡游中，随后跟着的是他所征服和俘掳的人。 
• 约十七：5。时候到了，耶稣基督要回到天上享祂从前所有的荣耀。祂从地上升到天上，不只是回到天上而

已，也是表明祂已完全得胜，征服了人类历史上所有不顺服的人和邪灵。  
• 林后二：14 说，耶稣基督帅领所有基督徒走在祂凯旋的行列中，并藉着他们在各处显扬基督的香气。 
• 弗四：8-10 说，耶稣基督从天上降在地下（祂取了已堕落的人的样式），并且再次高升，超越称为“天

空”的天堂之上，以及称为“星空”的天堂之上，到了至高的天堂上（参看林后十二：2），也就是父神的

居所，“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

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弗一：21-22）。祂升上高天的时候，将俘虏列在祂凯旋的行列中（第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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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二：15 说，祂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胜过了地上一切邪恶（人类和灵界）的势力；祂复活升天的时候，

就将他们明显给众人看（将他们列在祂凯旋的行列中公开示众）。 
• 彼前三：18-19 说，耶稣基督藉着圣灵复活之后，祂“升到”天上是向一切不顺从的人（参看太二十四：

37-39）和一切囚禁在监狱（即地狱）里的邪灵（参看彼后二：4）“传道（宣告）”祂完全得胜了。此

外，彼前三：22 说祂“升到”（祂得胜的升天）天上，叫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祂。 
 

 (4) 耶稣基督的荣耀在祂登基作王的时候显明出来。 
祂在天上登基作王，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不但显明祂在地上成就救恩的完美赏赐，也显明祂掌管宇宙万有的绝
对权力。 
 

三千年前，在旧约时代，神早已应许祂必荣耀耶稣基督，将地上列国赐祂为基业，使祂作地上列国的君王，并

叫祂审判所有对抗祂的人（诗二：7-12）。神也应许祂必荣耀祂，叫祂在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永远作神子

民的大祭司（诗一一○：1-4）。神预言祂必荣耀祂，使祂成为地上新的圣殿（祂的教会）的“房角石”，也

就是说，祂要使耶稣基督成为地上属灵子民中最重要的部分（诗一一八：22-23；参看弗一：22）。 
 

两千年前，在新约时代早期和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基督说，神将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祂了（太二十

八：18）。因此，耶稣基督复活和升天之后便登基作王，“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
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弗一：20-21）。  
 
 

十七：1 
问题 3. 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笔记。不但父神荣耀圣子，圣子也荣耀父神！ 
耶稣祷告说：“愿我藉着我在地上所成就的救恩，受死、复活、升天，并且在天上登基作王而得着荣耀，叫我

也荣耀祢。”耶稣的祷告不是一个自私的祷告，因为祂愿意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祂身上也要荣耀父神。十字架

和冠冕不但显明耶稣基督的美德，也显明父神的美德。神一切的属性都藉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充分表明出

来。在约十七：4，耶稣基督说祂在地上已经荣耀父神，因为祂成全了父神托付祂在地上完成的工作。神一切

的属性都藉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并在天上登基作王而充分表明出来！举例说： 
 

 (1) 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显明神全然的圣洁和公义。 
因为神是全然圣洁和公义的，祂必恨恶和刑罚人各种各样的不洁和邪恶。如果神不是全然圣洁和公义的，而且

只是容忍或忽视人的不洁和邪恶，祂肯定不会将祂的爱子交在十字架上受死。 
 

因为神是全然圣洁和公义的，所以祂因着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成就的救恩而赏赐祂。如果神不是全然圣洁和公义

的，祂就不会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不会将宇宙的冠冕赐给祂。 
 

 (2) 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也显明神对世上失丧的人完全的慈爱、怜悯和恩典。 
神的圣洁和公义要求人一切的罪和邪恶要接受完全的刑罚，但祂的慈爱，怜悯和恩典却使祂亲身担当刑罚！神

藉着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式，耶稣基督受死，成为完美的献祭，“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一：

29）。 
 

耶稣基督荣耀神，祂不但显明神是全然公义的，必须惩罚罪，也显明神完全的爱，亲身担当刑罚。在整个人类

历史中，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协调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而且确实使两者协调了！如果神只是公义的，

但不是慈爱的，在历史上就没有任何人得救了，因为没有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宗教行为（悔改、祷告、禁食、奉

献和朝圣）或善行而称义（徒十三：39；罗三：20；加二：16；三：10-11；雅二：10-11）！如果神只是慈爱

的，而不是公义的，祂就是一个邪恶的神，无法刑罚邪恶的人，也无法拯救信徒，叫他们称义（约十五：13；
罗五：6-11；彼前四：9-10）！现在，神的公义已经完全满足了，祂圣洁的品格、义怒，以及藉着祂的怜悯、

恩典和慈爱所显明满有荣耀的信实，都是从祂宝座发出来满有权能的光辉。 
 

宝石的各种颜色要表明的信息（启四：3），就是在神的荣耀和圣洁的品格（剔透的碧玉）中，神的圣洁和义
怒要审判作恶的（红宝石的红色），以及神满有荣耀和慈爱的信实要拯救凡相信祂的，并且赐他们新生（绿宝
石的绿色）永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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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旧约和新约时代的信徒来说，神的审判所带来的风暴已经过去了！“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灭

亡）了”（罗八：1）！神应许凭信接受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的人完全得称为义，这信实的应许就如彩虹永远闪

耀（罗五：1）。神这三个特征从神的宝座散发出来。神藉着满有荣耀的圣洁、公义的审判和信实的救恩永远

作王。 
 
 

十七：2 
问题 4. 为什么圣经不断提到“父神赐给耶稣基督的人”？ 
 

笔记。在约十七：2，耶稣说，父神赐给耶稣基督权柄管理地上所有的人，为要救“父神所赐给祂的人”。 
 

 (1) 耶稣基督拥有权柄和能力管理世界历史上所有的人。 
“凡有血气的”这个词从数量来看是指“所有人”，从性质来看是指 “所有处于目前的软弱状态和罪恶本性

的人”。因此，耶稣基督拥有权柄和能力管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约三：35；太二十八：18）。祂

拥有权柄和能力管理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社会和宗教领袖。无一例外！ 
 

 (2) 耶稣基督只拯救父神所赐给祂的人。 
地上的人没有权能掌管神，神却有权能掌管万民。不是世上的人选择了神或耶稣基督，而是神或耶稣基督拣选

祂要拯救的人！无论你相信人拥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抑或只是相信人拥有有限的自由意志，得救的人的数目仍

是有限的。圣经明确地指出，从数量来看，并不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人都可称义或得救的。当耶稣基督谈到

“父神所赐给祂的人”时，祂想到的是父神按照祂的永恒计划要拯救的人。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中都教导了这个真理。在太十一：27，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

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在约六：44，37，39，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

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约

十：28-29，耶稣教导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然后按字面意思：）父赐给我的（即羊群）比

万有（别的受造之物）都大（更特别、更重要），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这羊群）夺去。” 
 

耶稣基督拥有权柄和能力管理世上所有的人，无人能够拦阻祂拯救父神所赐给祂的人！耶稣基督并不拯救每一

个人，但祂必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拯救许多人——无数的人（启七：9）！ 
 

神把整个羊群赐给耶稣基督，当中包括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并得蒙拯救的信徒（罗十

一：25-26）。耶稣谈到“一群羊、一个牧人”（约十：16），基督的一个身体（教会）或神在世上的一个国

度。 
 
 

十七：3 
问题 5.  永生是什么？ 
 

笔记。耶稣基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并没有给

永生下定义，而是展示永生是如何彰显出来的，以及永生是何等奇妙。 
 

 (1) 永生是什么？ 
永生是神赐给那些因相信耶稣基督而重生的人的新生命。这新生命包括 
• 亲自认识耶稣基督（约十七：3） 
• 与祂的神性有分（彼后一：3-4） 
• 有意识地永远与祂同活（太二十五：46）。 

 

 (2) 永生是如何彰显出来的？ 
永生藉着基督徒在地上彰显出来： 
• 喜乐地承认（约一：10）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也是至高的主 
• 甘心乐意地接受（约一：12；约壹五：11-13）耶稣基督、祂的爱和祂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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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着耶稣基督（约壹一：1-3）、读经和祷告与父神亲密相交。 
 

 (3) 何人拥有永生？ 
拥有永生的人承认圣经中的神，也就是藉着耶稣基督把自己显明出来的独一真神（约一：1，14，18；西一：

9；二：9）。祂不是其他宗教所说的“神祗”，因为其他宗教都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神并没有藉着耶稣基督把

自己显明出来（林后一：3）！他们的神是一个偶像，是一个由人手所造的神，或是一个由人类哲学和宗教思

想设想出来的神。他们的神明是照着人的形像造出来的，或是照着人的想象造出来的。只有承认圣经中的神的

人才拥有永生，并且表明自己拥有永生！ 
 
 

十七：1 
问题 6.  向人显明父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 
 

笔记。在约十七：6，耶稣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父神的“名”就是“父

神自己”，因为祂已藉着祂在救赎的领域中（透过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以祂荣耀的属性把自己显明出
来。离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认识永生神（约十四：6；太十一：27）！离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知道属灵事

物的真实和内在本质，以及其价值。所以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永远都无法认识父神（路十：16）！耶稣基督来到

世上，就是为了向世人显明神自己、祂的品格，以及祂对世人的计划，并且拯救父神所赐给祂的人（约一：

16-18）。真正认识父神就是永生（约十七：3）！ 
 
 

十七：21 
问题 7.  我要如何理解耶稣基督所发关于“使基督徒合而为一”的祷告？ 
 

笔记。在约十七：21，耶稣基督祷告说：“父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

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1) 这两种合一并不相同。 
在圣经中把自己显明出来的神，从形而上学、本体论、三位一体和永恒的意义上，是圣子（耶稣基督）的父。

祂也是基督徒的“父”，但不是从本质、象征或生理的意义上，只是从属灵的意义上（参看手册 2，附录

8）。 
 

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合一是本质上、本体论上的合一，但（耶稣基督的）圣父与基督徒之间的合一是属灵上、奥

秘的合一。在这种合一中，基督徒拥有如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与父神有同样亲密的个人关系。 
 

世上的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并不是组织上的合一，而是透过彼此相爱和同工而彰显出来的合一。耶稣所想的不

是一个庞大的宗派，当中只有一个特定教会（机构）的结构，因为在新约时代并没有教派，也没有阶级制的教

会结构。正如圣父与圣子之间在本质上的合一藉着祂们在创造、救赎和审判的工作上同工而彰显出来；同样，

世上的基督徒之间在属灵上的合一也应当藉着他们在地上的救赎工作上的同工而彰显出来。基督徒应当在世上

联合起来，怀着同样的心志和同样的爱，一同传扬福音、一同捍卫真理、一同敬拜永活神，并且一同服事世上

的人！他们要用看得见的方式向世人显明他们彼此相爱和彼此建立（约十三：34-35）。 
 

 (2) 神在本质上的合一是地上基督徒合一的基础。 
神在本体论上内在的合一使基督徒可以在属灵上合一。唯有从上头重生的（重新的），是在父神和圣子里面。

只有他们才能在属灵上彼此合一。只有他们才能联合起来对抗世上的邪恶。 
 

因此，世上的基督徒应当用看得见的方式来显明这种合一，这样世上所有的人就可以相信神（耶稣基督）确实

存在，并且相信祂差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圣经的真理必须用听得到的方式来宣告，也必须用看得见的方式来

显明！基督徒联合起来是强而有力的，可以在世上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基督徒要竭力与其他诚心承认基

督的基督徒保持和睦。为基督的缘故一同传扬基督，并且一同服事人。 
 

当然，不应为了这样做而忽略圣经中的真理。虽然圣经中的真理从没有改变，却有多种应用真理的可行方式。

举例说，基督徒应当定期聚会，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来十：24-25）。 
 

然而，圣经没有规定他们要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聚会。举例说，圣经也没有提到要在宗教的义务上（悔改、

祷告、禁食、奉献、朝圣、宗教服饰、割礼、斋戒沐浴，以及像犹太人那样遵行与礼仪上的洁净食物相关的律

法）达至普世的合一，却确实地提到要在爱里达至属灵上的合一，并且一同行善（弗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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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应用。                     应用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哪一个真理可以让基督徒应用？ 
分享和记录。让我们集思广益，从约十七：1-26 想出一些可能的应用，并记录下来。  
思想问题。神希望你把哪个可能的应用变成你个人的生活应用？ 
记录。把这个个人应用写在你的笔记簿上。随时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请谨记，每个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过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应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应

用。） 
 
 

1. 从约十七：1-26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十七：3。 务要确保自己拥有永生。换句话说，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林后十三：5）。 
十七：4。 务要完成神托付给你的工作，藉此把荣耀归给神（西四：17）。 
十七：6。 要叫世人认识神，正如祂在基督里把自己显明出来一样。 
十七：6-8。 接受并遵行耶稣基督的话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十七：9。 特别为那些神托付给你照顾的人祷告。 
十七：11-12。 为基督徒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脱离世上的邪恶。 
十七：14-15。  要为基督活在世上，但不要参与这个邪恶世界的罪恶。 
十七：15。 为基督徒祷告，求神保守他们不受在世上运行的魔鬼侵害。 
十七：17。 当你接受和遵行圣经的真理时，愿神使你变得越来越圣洁。 
十七：18。 要确信耶稣基督差你到世上去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十七：19。 要在世上过圣洁的生活，好叫世人也可以开始过圣洁的生活。 
十七：20。 为你属灵的子孙祷告。 
十七：21-23。  为世上的基督徒在属灵上的合一、爱与同工祷告，好叫世人也可以开始相信耶稣基督。 
十七：26。 要明白到只有当人认识圣经中的神才能拥有和圣经中的神同样的爱。 
 

2. 从约十七：1-26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已经把爱定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我的目标是在这三方面建立起来：对神有更大的委身、更殷勤地遵行

圣经的教导、更要经常向其他基督徒展示爱！ 
 

我祷告时要谨慎，不只是为自己祷告，也要为世上其他人祷告，尤其是那些神托付给我照顾的人。 
 

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约十七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  
（就你在这次研经中所学到的教训在祷告中作出回应。练习只用一至两句来祷告。请谨记，每一个小组的组员

会为不同的问题祷告。） 
 

5 
祷告（8 分钟）                                                       ［代求］ 

为他人祷告 
 
分二至三人一组，继续祷告。彼此代祷，也为其他人祈祷（罗十五：30；西四：12）。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并建立基督的教会。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约十七的研经。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彼前三 – 五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3) 教导神的话语：申六：6-7。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6. 更新你关于建立基督的教会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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