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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約翰福音十七 1-8（上） 
 
I. 十七世紀一位傳道人曾說﹕「It is the greatest prayer that was ever offered on earth and it 

followed the greatest sermon that was ever preached on earth.」 

A. 最偉大的講道﹕約十四至十六章（樓房講論） 
B. 最偉大的禱告﹕約十七章（大祭司祈禱） 
C. 大祭司禱文的分段 

� 為聖父和聖子的榮耀祈禱（約十七1-8） 
� 為當時的門徒祈禱（約十七9-19） 
� 為將來的門徒祈禱（約十七20-26） 

 
約翰福音十七1-8 

1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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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認識你獨一的真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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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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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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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esus spoke these things; and lifting up His eyes to heaven, He said, “Father, the hour has 

come; glorify Your Son, that the Son may glorify You, 
2
 even as You gave Him authority over all 

flesh, that to all whom You have given Him, He may give eternal life. 
3
 This is eternal life, that 

they may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 and Jesus Christ whom You have sent. 
4
 I glorified You 

on the earth, having accomplished the work which You have given Me to do. 
5
 Now, Father, 

glorify Me together with Yourself, with the glory which I had with You before the world was. 
6
 I 

have manifested Your name to the men whom You gave Me out of the world; they were Yours 

and You gave them to Me, and they have kept Your word. 
7
 Now they have come to know that 

everything You have given Me is from You; 
8
 for the words which You gave Me I have given to 

them; and they received them and truly understood that I came forth from You, and they 

believed that You sent Me.     【NASB】 



大祭司禱文  黃萬麟（Nicholas Wong） 

   
 2021T1 Page 6 

 
II. 觀察 

A. 重復出現的字﹕榮耀、父、子、差、世界、永生、道、信徒 
B. 思想 

� 榮耀、聖父和聖子有甚麼關係？ 
� 世界、聖子和信徒有甚麼關係？ 
� 榮耀、差有甚麼關係？ 

 
III. 為聖父和聖子的榮耀祈禱（約十七1-8）Prayer for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 約十七1 
� 「時候」到了（the hour has come）、ὥρα 

− 「時候」這字在約翰福音中有特殊的意思 
− 傳道書三1-14 中提到的「定期、定時」？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
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 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
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傳三1-2、11上】 

 
− 「時候」原文在約翰福音出現了26 次，其中8 次的意思和十七1 相同 

� 約二4、七30、八20、十二23，27、十三1、十七1 
− 思想 

� 這些經文如何幫助我們了解主耶穌說「時候」的意思？ 
� 甚麼是我們的「時候」？ 

� 願你「榮耀」你的兒子（glorify Your Son）、δοξάζω 
− 如果你落在主耶穌的境況中﹕不被明白、被出賣、生命安全被挑戰 

� 你會有甚麼感想？你會作甚麼？ 
� 一個有信仰的人也會祈禱；你會祈禱甚麼呢？ 
� 主耶穌也祈禱﹕太廿六36-46、可十四32-42、路廿二39-46 

• 憂愁、憂傷、驚恐 
• 儆醒、求免苦難但卻心存順服（WHY？榮耀） 
• 在迫切的祈禱中，上帝加力、上帝保守 
• 「心靈固然願意，但肉體卻軟弱了」！ 

− 「榮耀」這字在約翰福音中十分重要 
� 「榮耀」﹕高舉（to praise, extol, magnify, celebrate）、尊崇（to honor, 

do honor to）、使光澤（to adorn with luster, clothe with sple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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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約翰福音出現了16 次:約七39、八54、十一4、十二16，23，
28、十三31-32、十四13、十五8、十七1，4，5，10、廿一1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
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七39】 
耶穌回答說、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得甚麼．榮耀我的乃是
我的父、就是你們所說是你們的上帝。 【八54】 
這些事門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穌得了榮耀以後、纔想起這話是指著
他寫的、並且眾人果然向他這樣行了。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父阿、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
的名、還要再榮耀。    【十二16，23，28】 
他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
耀。上帝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的榮耀他。 【十三31-32】 

 
− 思想 

� 甚麼是「榮耀」呢？ 
� 主耶穌如何榮耀了天父？天父如何榮耀了人子呢？（參考希伯來

書五7-10、十8-10）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
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
學了順從．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
源．並蒙上帝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 【來五7-10】 
 
以上說、祭物和禮物、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願意的、也是你不喜
歡的、後又說、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見他是除去在先的、
為要立定在後的。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
體、就得以成聖。      【來十8-10】 

 
B. 小結﹕在艱苦時… 

� 肉體軟弱﹕人真的可能會「心靈固然願意，但肉體卻軟弱了」；但主
耶穌給我們的榜樣卻是「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越不想祈
禱，越需要祈禱 

� 心靈孤單﹕我們心裏也可能感到孤單無助；主耶穌卻深深知道祂並不
是孤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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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時候將到、且是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
去、留下我獨自一人．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
在。       【約十六32】 

 
� 懷疑祈禱﹕我們可能覺得祈禱的結果也是一樣、環境也可能不會改變 

− 上帝憑自己的計劃安排幫助的方式﹕ 
� Deliver Out Of the Circumstance 
� Deliver Through the Circumstance 
� Deliver Unto Jesus 

 
IV. 功課 

A. 細讀約翰福音十七1-8 
B. 把約十七1-8 分段 
C. 請記下你對這段經文的領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