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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約翰福音十七 9-19（上） 
 
I. 主耶穌為門徒祈禱（約十七9-19） 

A. 思想﹕如果你有遠行或出差一段長時間，你會在離開前如果預備呢？ 
B. 觀察﹕有甚麼字或主題重復出現的呢？ 

            
            
             

C. 主耶穌在這段禱告中有兩個祈求﹕ 
� 約十七9﹕Who 
� 約十七15﹕What 
� 約十七20（下一段的禱告中出現）﹕Who 

 
 
II. 約翰福音十七9-13 

A. 約十七9 
 

誰  Who 主耶穌祈禱？ 為甚麼  Why 
天父所賜給祂的人   
世界   

 
� 主耶穌為他們祈求﹕誰是「他們」？他們有何特別的地方？ 
� 祂為何不也為「世界、世人」祈求？那些我們要為他們祈求嗎？ 
� 牧人與羊的比喻﹕約十3-5，11，14-15，17-18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
羊領出來。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因
為認得他的聲音。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
逃跑。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
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
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
所受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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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約十七10 上 
� 「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你在世上有這樣的知己嗎？ 
� 甚麼是世界上最相近的人際觀係？跟天父和耶穌的關係有甚麼異同？ 
� 思想﹕ 

− 甚麼是屬於主耶穌的？甚麼是屬於上帝的？ 
− 甚麼是屬於我的？甚麼是屬於上帝的？我們說得出主耶穌的話嗎？

主耶穌和上帝的關係對你有甚麼啟迪呢？ 
 

 
 

− 「凡、all」是甚麼意思？甚麼是你的底線（bottom line）呢？ 
− 甚麼是「管家」的職份？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上帝奧秘事的管家。所求於管
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哥林多前書四1-2】 

 
C. 約十七10 下 

� 主耶穌如何因門徒得了榮耀？門徒作了甚麼榮耀主耶穌呢？ 
� 我們今天如何榮耀主耶穌呢？ 
� 引用 Klink 的解釋﹕Referring again to the disciples and his work of mediation, Jesus 

declares that the completion of his mission from the Father is established in the disciples. He 

has already prayed regarding His glorification in John 17:1, but now he links it explicitly to 

the work accomplish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es. This remarkable statement 

suggests that God receives glory by the work he performs in his disciples, the church.  
Just as the flesh of Jesus was the place in and through which the glory of God was made 

know (John 1:14), so also now will the disciples manifest the glory of God as they bear his 

name and participate in his mission. By this the church is called to glorify the Son of God. 

The honor and reputation of Jesus is displayed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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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約十七11 
� 「名」（ὄνοµα） 

− 保守在約翰福音出現了24 次，其中8 次在「樓房講論」、4 次在約十
七的「大祭司祈禱」中 

− 「樓房講論」﹕約十四13，14，26、十五16，21、十六23，24，26 
− 「大祭司祈禱」﹕約十七6，11，12，26 
− 上帝的名﹕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廿31） 
� 「一」（εἷς） 

− 保守在約翰福音出現了34 次，其中4 次在約十七中 
− they may be one even as We are（約十七11）they may all be one（約十七21）

they may be one（約十七22）they may be perfected in unity （約十七23） 
� 「保守」（τηρέω） 

− 保守在約翰福音出現了16 次，其中4 次在約十七中 
− keep them in Your name （約十七11）keeping them in Your name （約十七

12）keep them from the evil one （約十七15） 
� 主耶穌為甚麼要離開世界（門徒）呢？留低不是更好嗎？ 
� 主耶穌雖然不在，但誰會保守門徒？ 
� 保守的基礎在那裏？保守的目標是甚麼？ 

 

 
 

� 「君子和而不群」 
E. 約十七12 

� 主耶穌在世上時﹕ 
− 保守門徒在上帝的名中（kept them in your name） 
− 衛護門徒（guarded them） 

� 那「滅亡之子」為甚麼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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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對我們今天有甚麼提醒？ 
F. 約十七13 

� 主耶穌告訴我們祂在離世前說明的話是要我們心裏充滿祂的喜樂 
� 甚麼是主耶穌「還在世上說的話」呢？ 
� 「喜樂」（χαρά）﹕ 

− 喜樂在約翰福音出現了9 次，其中8 次都是耶穌上十架前的晚上（三
29、十五11、十六20，21，22，24、十七13）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甚喜

樂．故此我這喜樂滿足了。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
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
樂．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 

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因為他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記念那苦楚、因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
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
的喜樂可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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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分組討論 
A. 世界 

� 「這是天父世界」還是「這世界非我家」？ 
� 勝過世界﹕林後四7-11，17-18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
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
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
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
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
顯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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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
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
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B. 羊跟牧人的關係 

� 約十3-5，11，14-15，17-18 
 

C. 我們今天有甚麼底線呢？ 
� 我們和其他人 
� 我們和自己 
� 我們和上帝 

 
 
IV. 功課 

A. 重溫約翰福音十七9-19 
B. 思想上帝的話如何幫助你有喜樂 
C. 如何「入世而不屬世」呢？有甚麼困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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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    

 

1.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要聽，宇宙唱歌，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樹木花草，蒼天碧海，述說天父全能。 

2. 這是天父世界，小鳥長翅飛鳴，清晨明亮，好花美麗，證明天理精深。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風吹之草將祂表現，天父充滿世間。 

3. 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上帝是王，天地同唱，歌聲充滿萬方。 

 
 

【【【【這世界非我家這世界非我家這世界非我家這世界非我家】】】】    
 

1. 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積財寶在天，時刻仰望我主， 
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召迎迓，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2. 天上萬眾聖徒，望我快來相見，我將前往歡聚，主已赦我罪愆， 
我雖軟弱貧苦，主大能手攙扶，故我不在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3. 我將永遠居住天上榮美福地，千萬得贖聖徒一同歡呼勝利， 
他們讚美歌聲，在天各方回應，故我不在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副歌： 
主啊，你知我無良友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離無依， 
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召迎迓，故我不在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