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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38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雅四 – 五和彼前一 – 二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雅四 – 五和彼前一 – 二）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基督徒父母］ 
(2) 箴二十二：6 

 
兩人一組複習。 
(2) 全面發展。箴二十二：6。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4 
研經（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十七：1-26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約十七：1-26。約十四至十七記載了耶穌在最後一個逾越節的講論和

禱告（約十三：1）。在約十七，耶穌以一個禱告來結束祂的教導。祂的禱告可分為三部分。祂為： 
• 自己禱告（約十七：1-5） 
• 祂的十一個門徒禱告（約十七：6-19） 
• 普世的基督教會禱告（約十七：20-26）。 

祂指出禱告的目的是要榮耀神。 
 

在太六：9-13，祂教導基督徒應當如何禱告。然而，祂在約十七的大祭司禱告是獨一無二的，因為祂對祂的父

說話（不是對我們的父）（第 1 節），祂以“人子”的身分為祂的子民禱告，他們也是父神的子民。祂不是認

罪或承認任何不完美之處，而是意識到祂已完全成就了神的旨意（第 4 節）。祂談到祂與神的根本的關係（第

5 節）。祂不是以從屬的身分來乞求（希臘文：aiteó），而是以平等的身分向神祈求（希臘文：erotaó）。祂的

禱告全都得應允，並且以此身分來祈求（參看約十一：22）。主題是耶穌給祂的門徒在地上的大使命，他們必

須履行，而且他們不是以一個分裂的群體（有無數的宗派），而是以一個屬靈上合一的群體來履行大使命。耶

穌舉目望天禱告。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約十七：1-26。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探索 1. 耶穌基督禱告的內容。 
 

耶穌基督為自己禱告的時候榮耀父神，又求父神榮耀祂。祂為十一個門徒禱告的時候承認他們是屬父神的，而

且神已將他們賜給祂了。祂已向他們顯明了那不能看見的神和神的話語。他們接受了這些話，並且相信和遵

行。現在，耶穌基督差他們到世上履行大使命，就是傳揚真理。耶穌基督為以下各方面禱告： 
• 他們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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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着滿足的喜樂 
• 保守他們脫離魔鬼 
• 使他們藉着基督的作為和基督的道而成聖。 

祂為世上來自不同文化的所有信徒禱告的時候，特別為他們的合一禱告，好叫（分裂、無知、邪惡、敵對的）

世界相信神差了耶穌基督來！祂也祈求有一天他們會與祂同在，好叫他們看見祂的榮耀。此外，祂祈求神的愛

和祂自己常在他們裏面。這是何等偉大的禱告啊！ 
 
 

探索 2. 父神、耶穌基督和基督徒之間在愛裏的合一。 
 

在約十七：4，6，我們讀到耶穌基督對父神的愛，以及對基督徒的愛。耶穌基督愛父神，祂完成了神吩咐祂在

地上做的工作。這在地上給神帶來榮耀！耶穌基督愛基督徒，祂顯明了神的“名”，也顯明了父神的模樣，正

如父神在基督裏並藉着聖經向他們顯明出來那樣。耶穌基督向他們顯明了與神的救贖相關的屬性。 
 

在約十七：26，我們讀到父神對耶穌基督的愛，以及對基督徒的愛。耶穌基督祈求父神使父神所愛祂的愛在世

上的基督徒裏面。 
 

在約十七：6，8，我們讀到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愛，以及對父神的愛。基督徒愛耶穌基督，他們承認耶穌基督

是從父神那裏來的。他們確信這一點，也向別人承認這真理。基督徒愛父神，順服祂的話。 
 

因此，獨一真神與祂在地上的子民之間的真正合一，不再像舊約時代的以色列國那樣，從民族或政治上的合一

來成就的。天上的神和祂在地上的子民之間的真正合一，也不是從任何外在的教會組織，如一個或別的宗派

（舉例說羅馬天主教）或者一個或別的教會聯盟（舉例說南印度教會）來成就的。神和祂在地上的子民的真正

合一，唯有靠耶穌基督和愛才能成就。神由始至終都是藉着耶穌基督來拯救祂的子民，因此，神與祂的子民之

間的連繫就是愛！ 
 

基督徒對神的愛不單單是一種情感上的愛，還透過以下三段經文體現出來。 
• 可十二：30-31 教導我們，神與祂的子民之間的合一和愛的連繫，是透過一個人全然在品格和行為上對聖經

中的神完全委身而體現出來的。 
• 第二，約十四：21，23 教導我們，神與祂的子民之間的合一和愛的連繫，是透過遵行神在聖經中的話語而

體現出來的。 
• 第三，約十三：34-35 教導我們，神與祂的子民之間的合一和愛的連繫，是透過世上的基督徒彼此相愛而體

現出來的，正如基督愛他們一樣。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約十七：1-26 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十七：1 
問題 1. 耶穌說：“時候到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筆記。用這句話，耶穌表明祂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在人類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在神永恆的計劃中都有一

個特定的時刻。祂意識到，在救贖的歷史上，每一件大事都有一個確切的時刻在神的計劃中。 
 

在約翰福音中，耶穌常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二：4；七：6，8，30；八：20）。然而，當祂談到

自己將要死在十字架上時，祂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希臘文：eléluthen hé hóra）（完成時態）”（約

十二：23）。從那個星期四的晚上開始，在祂與祂的門徒最後一次吃逾越節的筵席時，祂知道“自己離世歸父

的時候到了”（約十三：1）。經文的上下文顯示，耶穌不但想到祂在十字架上受死，也想到祂在地上的工作

完滿地完成了。耶穌知道自己受死、復活、升天，並且在天上登基作王的時候已經到了！在耶穌的思想中，祂

在地上所受的苦和祂在天上所得的榮耀是連在一起的（參看羅八：17）！ 
 

在約十二：32，祂說祂要被舉起來。祂指的是祂在十字架上被舉起，祂在天上被舉起，祂在宇宙的寶座上被舉

起！祂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耶穌基督是不能看見之神的可見啟示（西一：

15），耶穌基督也是“與我們同在的神”（太一：23）。從主後一世紀開始，神藉着耶穌基督吸引人歸向祂！

在約十四：3-4，耶穌基督說祂要到天堂預備地方，基督徒將要在那裏永遠與祂同在。在約十六，耶穌基督說

祂要藉着聖靈在天上作工。來七：25 說耶穌基督也要藉着不斷為基督徒祈求在天上作工。耶穌基督在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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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必使許多人歸信，並且給他們帶來喜樂。現在時間到了！因此，“時候到了”是指耶穌被釘十字架、復

活、升天，並且在天上登基作王的時候！ 
 
 

十七：1 
問題 2. 耶穌說：“榮耀你的兒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筆記。父神榮耀聖子。耶穌禱告說：“願我藉着受死、復活、升天，並且在天上登基作王而得榮耀。”當耶穌

基督的榮耀如同七色彩虹顯明出來的時候，祂就得榮耀了。當祂一切偉大的神性所發的光輝在全世界顯明出來

的時候，祂就得榮耀了。不但十字架，連冠冕也顯出耶穌基督的榮耀來。 
 

 (1) 耶穌基督的榮耀在祂被釘十字架的時候顯明出來。 
祂死在十字架上顯明祂對父神完全的順服（參看來五：8-9），祂對世上失喪的人無盡的愛，以及祂對撒但有

絕對的權柄。 
 

 (2) 耶穌基督的榮耀在祂復活的時候顯明出來。 
祂從死裏復活顯明祂完全勝過罪和罪所帶來的後果（參看羅八：34-39）。這顯明神對我們的罪所發聖潔和公

義的忿怒已經得着滿足，神已經完全接納祂為我們的罪所獻的贖罪祭。祂從死裏復活也顯明祂有絕對的權柄勝

過死亡、朽壞、絕望和虛空。祂從死裏復活保證我們將來必從死裏復活，也證明死後有意義的生命。祂從朽壞

中復活也保證將來世界的復興，徹底除去地上目前的絕望，並且在新地上永遠實現有意義的生命。 
 

祂復活的歷史事件使祂（祂的人性）（或：宣告祂）處於完全受聖靈制約的歷史和永恆狀態。祂藉着復活除去

了人性的軟弱，切斷了罪與死亡的一切聯繫。自從祂復活之後，祂的人性轉化了，祂被賜予（被賦予）聖靈，

並且受聖靈掌管，祂完全與聖靈認同！因此，林後三：17 說：“（基督）主就是那靈。”因此，在林前十

五：46，基督稱為“叫人活的靈”！同樣，在羅一：4，祂復活了的人性的特徵是“聖善的靈”。祂處於一個

至高無上、全能的地位，並且被賦予得勝的大能，那是超越一切的（太二十八：18），這可以在從前在祂道成

肉身時賦予祂的。耶穌基督復活後，祂的人性是一位擁有聖靈完全和完美的大能的主！ 
 

耶穌基督宣稱自己是世界的救主和宇宙的主。祂從死裏復活，這就是明確的證據，證明祂一切的宣稱都是真確

的。這也是最有力的證明，表明祂所教導的一切真理。 
 

 (3) 耶穌基督的榮耀在祂升天的時候顯明出來。 
祂從地上升到天上，顯明祂完全蒙神接納。在約十七：5，耶穌基督禱告說：“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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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創世以先，耶穌基督就已擁有神聖的本性，祂與父神是完

全同等的（腓二：6-8）。在父神面前，沒有罪，也沒有痛苦。 
 

然而，祂為了拯救地上的人，甘願放棄這榮耀，取了人的樣式，在世上與罪人一同生活，親身擔當了世人的

罪，且死在十字架上（彼前二：24）。 
 

這個景象就如一位得勝的羅馬將軍在羅馬舉行的盛大凱旋巡遊中，隨後跟着的是他所征服和俘擄的人。 
• 約十七：5。時候到了，耶穌基督要回到天上享祂從前所有的榮耀。祂從地上升到天上，不只是回到天上而

已，也是表明祂已完全得勝，征服了人類歷史上所有不順服的人和邪靈。  
• 林後二：14 說，耶穌基督帥領所有基督徒走在祂凱旋的行列中，並藉着他們在各處顯揚基督的香氣。 
• 弗四：8-10 說，耶穌基督從天上降在地下（祂取了已墮落的人的樣式），並且再次高升，超越稱為“天

空”的天堂之上，以及稱為“星空”的天堂之上，到了至高的天堂上（參看林後十二：2），也就是父神的

居所，“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

過了。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弗一：21-22）。祂升上高天的時候，將俘虜列在祂凱旋的行列中（第 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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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二：15 說，祂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勝過了地上一切邪惡（人類和靈界）的勢力；祂復活升天的時候，

就將他們明顯給眾人看（將他們列在祂凱旋的行列中公開示眾）。 
• 彼前三：18-19 說，耶穌基督藉着聖靈復活之後，祂“升到”天上是向一切不順從的人（參看太二十四：

37-39）和一切囚禁在監獄（即地獄）裏的邪靈（參看彼後二：4）“傳道（宣告）”祂完全得勝了。此

外，彼前三：22 說祂“升到”（祂得勝的升天）天上，叫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祂。 
 

 (4) 耶穌基督的榮耀在祂登基作王的時候顯明出來。 
祂在天上登基作王，坐在父神的右邊，這不但顯明祂在地上成就救恩的完美賞賜，也顯明祂掌管宇宙萬有的絕
對權力。 
 

三千年前，在舊約時代，神早已應許祂必榮耀耶穌基督，將地上列國賜祂為基業，使祂作地上列國的君王，並

叫祂審判所有對抗祂的人（詩二：7-12）。神也應許祂必榮耀祂，叫祂在天上坐在神寶座的右邊，永遠作神子

民的大祭司（詩一一○：1-4）。神預言祂必榮耀祂，使祂成為地上新的聖殿（祂的教會）的“房角石”，也

就是說，祂要使耶穌基督成為地上屬靈子民中最重要的部分（詩一一八：22-23；參看弗一：22）。 
 

兩千年前，在新約時代早期和耶穌復活之後，耶穌基督說，神將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祂了（太二十

八：18）。因此，耶穌基督復活和升天之後便登基作王，“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
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弗一：20-21）。  
 
 

十七：1 
問題 3. 耶穌說：“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筆記。不但父神榮耀聖子，聖子也榮耀父神！ 
耶穌禱告說：“願我藉着我在地上所成就的救恩，受死、復活、升天，並且在天上登基作王而得着榮耀，叫我

也榮耀祢。”耶穌的禱告不是一個自私的禱告，因為祂願意無論什麼事情發生在祂身上也要榮耀父神。十字架

和冠冕不但顯明耶穌基督的美德，也顯明父神的美德。神一切的屬性都藉着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充分表明出

來。在約十七：4，耶穌基督說祂在地上已經榮耀父神，因為祂成全了父神託付祂在地上完成的工作。神一切

的屬性都藉着耶穌基督的受死、復活、升天並在天上登基作王而充分表明出來！舉例說： 
 

 (1) 耶穌基督的受死和復活顯明神全然的聖潔和公義。 
因為神是全然聖潔和公義的，祂必恨惡和刑罰人各種各樣的不潔和邪惡。如果神不是全然聖潔和公義的，而且

只是容忍或忽視人的不潔和邪惡，祂肯定不會將祂的愛子交在十字架上受死。 
 

因為神是全然聖潔和公義的，所以祂因着耶穌基督在地上所成就的救恩而賞賜祂。如果神不是全然聖潔和公義

的，祂就不會叫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也不會將宇宙的冠冕賜給祂。 
 

 (2) 耶穌基督的受死和復活也顯明神對世上失喪的人完全的慈愛、憐憫和恩典。 
神的聖潔和公義要求人一切的罪和邪惡要接受完全的刑罰，但祂的慈愛，憐憫和恩典卻使祂親身擔當刑罰！神

藉着耶穌基督取了人的樣式，耶穌基督受死，成為完美的獻祭，“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一：

29）。 
 

耶穌基督榮耀神，祂不但顯明神是全然公義的，必須懲罰罪，也顯明神完全的愛，親身擔當刑罰。在整個人類

歷史中，只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協調神的公義和神的慈愛，而且確實使兩者協調了！如果神只是公義的，

但不是慈愛的，在歷史上就沒有任何人得救了，因為沒有人可以透過自己的宗教行為（悔改、禱告、禁食、奉

獻和朝聖）或善行而稱義（徒十三：39；羅三：20；加二：16；三：10-11；雅二：10-11）！如果神只是慈愛

的，而不是公義的，祂就是一個邪惡的神，無法刑罰邪惡的人，也無法拯救信徒，叫他們稱義（約十五：13；
羅五：6-11；彼前四：9-10）！現在，神的公義已經完全滿足了，祂聖潔的品格、義怒，以及藉着祂的憐憫、

恩典和慈愛所顯明滿有榮耀的信實，都是從祂寶座發出來滿有權能的光輝。 
 

寶石的各種顔色要表明的信息（啟四：3），就是在神的榮耀和聖潔的品格（剔透的碧玉）中，神的聖潔和義
怒要審判作惡的（紅寶石的紅色），以及神滿有榮耀和慈愛的信實要拯救凡相信祂的，並且賜他們新生（綠寶
石的綠色）永遠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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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舊約和新約時代的信徒來說，神的審判所帶來的風暴已經過去了！“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滅

亡）了”（羅八：1）！神應許憑信接受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的人完全得稱為義，這信實的應許就如彩虹永遠閃

耀（羅五：1）。神這三個特徵從神的寶座散發出來。神藉着滿有榮耀的聖潔、公義的審判和信實的救恩永遠

作王。 
 
 

十七：2 
問題 4. 為什麼聖經不斷提到“父神賜給耶穌基督的人”？ 
 

筆記。在約十七：2，耶穌說，父神賜給耶穌基督權柄管理地上所有的人，為要救“父神所賜給祂的人”。 
 

 (1) 耶穌基督擁有權柄和能力管理世界歷史上所有的人。 
“凡有血氣的”這個詞從數量來看是指“所有人”，從性質來看是指 “所有處於目前的軟弱狀態和罪惡本性

的人”。因此，耶穌基督擁有權柄和能力管理各族、各方、各民、各國的人（約三：35；太二十八：18）。祂

擁有權柄和能力管理世界各國的政治、軍事、社會和宗教領袖。無一例外！ 
 

 (2) 耶穌基督只拯救父神所賜給祂的人。 
地上的人沒有權能掌管神，神卻有權能掌管萬民。不是世上的人選擇了神或耶穌基督，而是神或耶穌基督揀選

祂要拯救的人！無論你相信人擁有絕對的自由意志，抑或只是相信人擁有有限的自由意志，得救的人的數目仍

是有限的。聖經明確地指出，從數量來看，並不是世界歷史上所有的人都可稱義或得救的。當耶穌基督談到

“父神所賜給祂的人”時，祂想到的是父神按照祂的永恆計劃要拯救的人。 
 

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中都教導了這個真理。在太十一：27，耶穌說：“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

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 
 

在約六：44，37，39，祂說：“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

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約

十：28-29，耶穌教導說：“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然後按字面意思：）父賜給我的（即羊群）比

萬有（別的受造之物）都大（更特別、更重要），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這羊群）奪去。” 
 

耶穌基督擁有權柄和能力管理世上所有的人，無人能夠攔阻祂拯救父神所賜給祂的人！耶穌基督並不拯救每一

個人，但祂必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拯救許多人——無數的人（啟七：9）！ 
 

神把整個羊群賜給耶穌基督，當中包括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所有相信耶穌基督並得蒙拯救的信徒（羅十

一：25-26）。耶穌談到“一群羊、一個牧人”（約十：16），基督的一個身體（教會）或神在世上的一個國

度。 
 
 

十七：3 
問題 5.  永生是什麼？ 
 

筆記。耶穌基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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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並沒有給

永生下定義，而是展示永生是如何彰顯出來的，以及永生是何等奇妙。 
 

 (1) 永生是什麼？ 
永生是神賜給那些因相信耶穌基督而重生的人的新生命。這新生命包括 
• 親自認識耶穌基督（約十七：3） 
• 與祂的神性有分（彼後一：3-4） 
• 有意識地永遠與祂同活（太二十五：46）。 

 

 (2) 永生是如何彰顯出來的？ 
永生藉着基督徒在地上彰顯出來： 
• 喜樂地承認（約一：10）耶穌基督是他們的救主，也是至高的主 
• 甘心樂意地接受（約一：12；約壹五：11-13）耶穌基督、祂的愛和祂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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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着耶穌基督（約壹一：1-3）、讀經和禱告與父神親密相交。 
 

 (3) 何人擁有永生？ 
擁有永生的人承認聖經中的神，也就是藉着耶穌基督把自己顯明出來的獨一真神（約一：1，14，18；西一：

9；二：9）。祂不是其他宗教所說的“神祗”，因為其他宗教都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神並沒有藉着耶穌基督把

自己顯明出來（林後一：3）！他們的神是一個偶像，是一個由人手所造的神，或是一個由人類哲學和宗教思

想設想出來的神。他們的神明是照着人的形像造出來的，或是照着人的想像造出來的。只有承認聖經中的神的

人才擁有永生，並且表明自己擁有永生！ 
 
 

十七：1 
問題 6.  向人顯明父神的名是什麼意思呢？ 
 

筆記。在約十七：6，耶穌說：“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父神的“名”就是“父

神自己”，因為祂已藉着祂在救贖的領域中（透過舊約的先知和新約的使徒），以祂榮耀的屬性把自己顯明出
來。離了耶穌基督，沒有人能認識永生神（約十四：6；太十一：27）！離了耶穌基督，沒有人能知道屬靈事

物的真實和內在本質，以及其價值。所以拒絕耶穌基督的人永遠都無法認識父神（路十：16）！耶穌基督來到

世上，就是為了向世人顯明神自己、祂的品格，以及祂對世人的計劃，並且拯救父神所賜給祂的人（約一：

16-18）。真正認識父神就是永生（約十七：3）！ 
 
 

十七：21 
問題 7.  我要如何理解耶穌基督所發關於“使基督徒合而為一”的禱告？ 
 

筆記。在約十七：21，耶穌基督禱告說：“父啊，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

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1) 這兩種合一並不相同。 
在聖經中把自己顯明出來的神，從形而上學、本體論、三位一體和永恆的意義上，是聖子（耶穌基督）的父。

祂也是基督徒的“父”，但不是從本質、象徵或生理的意義上，只是從屬靈的意義上（參看手册 2，附錄

8）。 
 

聖父與聖子之間的合一是本質上、本體論上的合一，但（耶穌基督的）聖父與基督徒之間的合一是屬靈上、奧

秘的合一。在這種合一中，基督徒擁有如耶穌基督一樣的生命，與父神有同樣親密的個人關係。 
 

世上的基督徒之間的合一，並不是組織上的合一，而是透過彼此相愛和同工而彰顯出來的合一。耶穌所想的不

是一個龐大的宗派，當中只有一個特定教會（機構）的結構，因為在新約時代並沒有教派，也沒有階級制的教

會結構。正如聖父與聖子之間在本質上的合一藉着祂們在創造、救贖和審判的工作上同工而彰顯出來；同樣，

世上的基督徒之間在屬靈上的合一也應當藉着他們在地上的救贖工作上的同工而彰顯出來。基督徒應當在世上

聯合起來，懷着同樣的心志和同樣的愛，一同傳揚福音、一同捍衛真理、一同敬拜永活神，並且一同服事世上

的人！他們要用看得見的方式向世人顯明他們彼此相愛和彼此建立（約十三：34-35）。 
 

 (2) 神在本質上的合一是地上基督徒合一的基礎。 
神在本體論上內在的合一使基督徒可以在屬靈上合一。唯有從上頭重生的（重新的），是在父神和聖子裏面。

只有他們才能在屬靈上彼此合一。只有他們才能聯合起來對抗世上的邪惡。 
 

因此，世上的基督徒應當用看得見的方式來顯明這種合一，這樣世上所有的人就可以相信神（耶穌基督）確實

存在，並且相信祂差耶穌基督來拯救他們。聖經的真理必須用聽得到的方式來宣告，也必須用看得見的方式來

顯明！基督徒聯合起來是強而有力的，可以在世上發揮巨大的影響力。因此，基督徒要竭力與其他誠心承認基

督的基督徒保持和睦。為基督的緣故一同傳揚基督，並且一同服事人。 
 

當然，不應為了這樣做而忽略聖經中的真理。雖然聖經中的真理從沒有改變，卻有多種應用真理的可行方式。

舉例說，基督徒應當定期聚會，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十：24-25）。 
 

然而，聖經沒有規定他們要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聚會。舉例說，聖經也沒有提到要在宗教的義務上（悔改、

禱告、禁食、奉獻、朝聖、宗教服飾、割禮、齋戒沐浴，以及像猶太人那樣遵行與禮儀上的潔淨食物相關的律

法）達至普世的合一，卻確實地提到要在愛裏達至屬靈上的合一，並且一同行善（弗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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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約十七：1-26 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約十七：1-26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十七：3。 務要確保自己擁有永生。換句話說，一定要認識耶穌基督（林後十三：5）。 
十七：4。 務要完成神託付給你的工作，藉此把榮耀歸給神（西四：17）。 
十七：6。 要叫世人認識神，正如祂在基督裏把自己顯明出來一樣。 
十七：6-8。 接受並遵行耶穌基督的話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十七：9。 特別為那些神託付給你照顧的人禱告。 
十七：11-12。 為基督徒禱告，求神保守他們脫離世上的邪惡。 
十七：14-15。  要為基督活在世上，但不要參與這個邪惡世界的罪惡。 
十七：15。 為基督徒禱告，求神保守他們不受在世上運行的魔鬼侵害。 
十七：17。 當你接受和遵行聖經的真理時，願神使你變得越來越聖潔。 
十七：18。 要確信耶穌基督差你到世上去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十七：19。 要在世上過聖潔的生活，好叫世人也可以開始過聖潔的生活。 
十七：20。 為你屬靈的子孫禱告。 
十七：21-23。  為世上的基督徒在屬靈上的合一、愛與同工禱告，好叫世人也可以開始相信耶穌基督。 
十七：26。 要明白到只有當人認識聖經中的神才能擁有和聖經中的神同樣的愛。 
 

2. 從約十七：1-26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已經把愛定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標。我的目標是在這三方面建立起來：對神有更大的委身、更殷勤地遵行

聖經的教導、更要經常向其他基督徒展示愛！ 
 

我禱告時要謹慎，不只是為自己禱告，也要為世上其他人禱告，尤其是那些神託付給我照顧的人。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約十七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約十七的研經。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彼前三 – 五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3) 教導神的話語：申六：6-7。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6.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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