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找出上下文。 

耶穌說完「這話」 

指的是什麼話？什麼「時候到

了」？耶穌在怎樣的場景下進

行這段禱告？ 

 



二(1)找出上下文。 

 從黃哥的分段大綱來看 

 13章~17章- 耶穌最後的行蹤 

 17章已經是最後行蹤的最後 

 18章接下來就是耶穌的十架旅途 

 



二(2)耶穌說完「這話」指的是

什麼話？ 

 耶穌的臨別講論。講論的起算點有好些派系，不同
的說法，但總的來說，這幾派都同意的，是至少要
從用完逾越節晚餐猶大離席後(John 13:31)開始算。  



二(3)什麼「時候到了」？ 

耶穌即將離世的時刻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
(13:1)  

 耶穌不斷強調「我還有不多的時候」(13:33)。  



二(4)耶穌在怎樣的場景下進行

這段禱告？ 

 地點:享用完逾越節晚餐後，最有可能還是在用餐的
樓房裡。雖然14:31結束的句子是「起來，我們走
吧」，但考慮到後文，18:1 「耶穌說了這話，就同
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禱告的地點不太可能在
離開樓房往橄欖山的路上。 

 「在場人」：除猶大以外的門徒們。 

 「時間點」：耶穌被抓當晚前幾個小時，被釘十字
架前一天晚上(19:31)。 

 



三、 

(1)請完成英文句法分析。 

(2)請按照下列段落進行細部句

法分析（斷句，找出主詞、動

詞與重複字詞）， 

(3)再進行第二層分段。並為該

段落下標題。 

 



v1~8 耶穌為自己禱告 
v.9~19 耶穌為門徒禱告 
v.20~26 耶穌為眾信徒禱告 
 
 



(1)請完成英文句法分析。 



v1~8 耶穌為自己禱告 
v.9~19 耶穌為門徒禱告 
v.20~26 耶穌為眾信徒禱告 
 
 



v1~8 耶穌為自己禱告 
     v1 耶穌向天父求榮耀 
 
 



v1~8 耶穌為自己禱告 
 
v2~8 榮耀的基礎：子已將永生賜
給凡父所賜給他的人  



v9~19 耶穌為門徒禱告 
 v9~11a 對門徒的形容 
  
 
 
 



v9~19 耶穌為門徒禱告 
 v11b~16 代禱事項一、保護他
們 
  
 
 
 



v9~19 耶穌為門徒禱告 
 v 17~19 代禱事項二、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v20~26 耶穌為所有的信徒禱告 
 v20~23 代禱事項三、信徒間的合一  

 
 
 



v20~26 耶穌為所有的信徒禱告 
 v.24~26 代禱事項四、信徒與耶穌同在見證榮耀 
 
 
 



四、  
v.1~8 耶穌所求的是什麼？
透過本段經文的細部分析，
你會如何形容耶穌所說的
榮耀？ 
（耶穌為何配得？從何而來？是誰要榮耀誰？耶穌此時得榮耀了沒？） 



 v.1「願祢榮耀祢的兒子」  

四、(1)耶穌所求的是什麼？透過細部分析形容榮耀。 

目的：榮耀父 

理由：子已完成祂的主要工作之一 工
作
內
容 

如何完成 

現在完成式 



如何完成 

>榮耀的從屬性： 
未有世界以前，耶穌與父同享的
所有榮耀。 
 
>賜下永生的工作如何完成： 
 
 1. 耶穌將父顯給所賜給祂的人 

2. 他們順服了父的道 

3. 他們知道/接受/相信耶穌是
父所差來的。 



如何完成 榮耀得了沒？ 
 
>時態中暗藏的機關： 
-現在完成式-已經發生，仍
繼續在發生。 
 
一方面耶穌已藉著將父顯現，
並門徒的信心與順服，將父
的榮耀帶到地上。（後面第
十節 glory(x6) has come to 
me through them.）顯示耶
穌自己也因此得了榮耀 
  
 二方面本段上文13:31節，耶
穌在猶大出去賣主的時候就
：「如今人子得了榮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明顯的顯示此榮耀與十架救
贖密不可分 



因此我們可以說， 
 
就得榮耀時間點而言， 
 
即便門徒即便目前信心因著尚未完全認識基督的工作 
尚未完全順服而有瑕疵， 
但耶穌已經因他們相信耶穌是神差來的而得了榮耀。 
 
祂接下來要得著那最終的榮耀， 
也就是祂為了信祂的人，（門徒與我們！） 
在十字架上被舉起的榮耀。 
也讓信祂的人完全認識基督使命的全貌。 



永生v.s. 認識神補充 
 
許多宗教都把永生跟認識神或諸神連結在一起。大部
份的註釋書中可以找到一長串的清單，列舉許多資料
來源中，局部的類似做法。但是，最常見的用法用於
舊約聖經。裡頭所應許的「新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
因素，就是神在新約中的子民，從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要親自認識祂，無需透過別人。過去神的子民因無
知識而滅亡（何四6）哈巴谷卻預先看見一個時代，那
時「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
滿洋海一般。(哈二14)我們要認定祂（直譯「認識祂」）
「祂必指引(我們)的路」（箴三6)。「耶和華…是你的
生命」（申三十20）認識神，就是生命被改變，從而
得著別無他法可以得到的生命。 

 Carson, 約翰福音註釋 



五、 耶穌如何形容這些門徒？ 
  
  
 
 
 

1. 他們本是父的 
 
2. 他們是父賜給耶穌的 
 
3. 他們已遵行了主的道 
 
4. 他們領受了耶穌從父所得的道 
 
5. 他們確知，凡父所賜給子的， 
都是從父而來 
 
6. 他們相信父差派耶穌來 
 
7. 他們將被留在這世上 

註：道-這裡的「道」希臘文rhmata
直譯是確實說出的「話」、「言論」 
他們知道耶穌是從父出來的。他們
未必總是瞭解這些話，但他們是如
此緊密地跟隨祂，所以耶穌承認他
們接受了祂說的話為從神而來的啓
示  



六、 從主要動詞看，耶穌為門徒求哪兩樣事？ 

V11b. 保護他們 
 
 
v 17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1)「保護」- 
 

>>需要保護的處境：  
1.耶穌不將在世上，但是門徒仍然在世上v11，過去
是耶穌保護他們，現在耶穌要往父那裡去 
2. 世界恨他們，如同恨耶穌 
3. 他們不屬世界，如同耶穌不屬世界 
4. 世界上有「惡者」- 



「惡者」- 
 
 
就原文片語而言可理解為抽象意涵—脫離罪惡（如和合本小子。
或是解釋作魔鬼。但按約翰常用惡者指魔鬼的寫作模式看來，
它 
最有可能還是指魔鬼。（約壹二13~14、三12、五18~19） 
使徒們不斷重複說明這世界的王已經受到致命的挫敗（十二31\
十四30\十六11），但也明示這並未奪走牠所有的權勢，所以如
果跟隨主的人沒有外來的援助，牠還可以給他們帶來可怕的傷
害。直到完滿實現的時候，最後的仇敵才會遭受毀滅，在那以
前，「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下」（約壹五19） 
 



>>保護的內容： 
[不求讓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保守他們脫離惡者] 
 

(1)「保護」- 



1. 不是要他們撤離這世界，也不是與世界同流合污，
（v14、16的思想）， 
 
2. 即便吸收著這世界所能匯集的敵意，也能蒙父自己
的保守。 
 
3. 世界與信徒的衝突是普世性的、屬靈性的。跟隨耶
穌的人不可能享受與「世界」的妥協，因為這世界在
本質上是邪惡的，是在魔鬼的權勢下的，他們也不能
享受免除戰鬥的安全。 
 
4. 作為基督徒的旅程在本質上會有危險，但卻也保證
能夠得著只有神自己可以提供的安全。因為神自己親
愛的兒子所禱告的必蒙垂聽。 
 

[保護的內容] 



>> 保護要達成的結果： 
 

  
 

 

保護他們好叫他們能夠合一，像父與子合一v11 
 



(2)「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真理」(父的道)— 
   a. 耶穌希望父使跟隨祂的人成聖所使用的工具(約十七6) 
   b. 耶穌自己分別為聖，就叫門徒能夠因真理成聖。 
   c. 父自己在祂兒子裡的啓示（約一） 
   d.耶穌自己-道路、真理、生命（約十四6） 
   e. 差遣保惠師引導他們進入所有的真理（約十五13） 
    



>> 「成聖」(Sanctify--動詞)— 
 
 

成聖一詞由「聖潔」詞組衍生而來。在約翰福音較為
罕見。動詞整卷中出現過三次，形容詞出現過五次。
在最基本的意義上，「聖潔」幾乎是神的一個形容詞：
他是超越萬有的，與祂所造之物不同的、有區別的。
但延伸而言，為祂保留的人、事、物也都稱為「聖」
（舊約聖殿的祭壇、香爐、被分別出來當大祭司的一
個人。 
 
 



>> 「成聖」(Sanctify--動詞)— 
 
 

目標：「完成使命」，(v21~25)。 
 
 
 
耶穌為了信祂的人被分別為聖，被差到世上，照樣，
祂也勾勒出門徒所背負的，是那相同的使命。耶穌的
跟隨者將要從世人當中被「分別出來」，保留來服事
神，只要他們的思想與生活都符合真理，就是藉著基
督（祂自己就是真理，十四6，是成為肉身的道，一1、
14）傳達至高啓示的「道」(v6)—那啓示現在就體現
在這卷書的記載中。從實際的角度而言，一個人如果
為了被主使用而分別出來，就不可能不學習思想神對
他的想法，不學習過著符合祂真理的生活。 
 



七、本段經文中「世」(the 

world)出現了10多次，請查考註

釋書對於the world-世界、屬世

、入世等解釋。耶穌對「世界

」的態度是什麼？重複提到世

界祂強調了些什麼？ 

  



世界 

 對於約翰而言，「世界」(the world/kosmos)一詞很
明顯有弦外之音。少數的經文是不好不壞的含義，
但絕大多數的經文所強調的是負面的。它所指的，
不是宇宙，而是受造的體系，是悖逆它的創造主的
（一10，七7，十四17、22、27、30，十五18~19，
十六8、20、33，十七6、9、14） 

 從第一章開頭，約翰就描述了這個世界對於光大規
模的拒絕。 

 



屬世、入世 

 「屬世」：屬於悖逆它創造主的受造的體系 

 「入世」：活在悖逆它創造主的受造的體系 



耶穌對「世界」的態度 

 耶穌雖然不斷提到祂不屬於這世界，門徒也不屬世界。
世界恨祂，也就恨門徒。祂禱告不是為世界禱告，而是
為門徒禱告。但祂的禱告卻不斷到尾環繞著「世界」，
祂進入這世界，並將信祂的人留在這世上。 

 



耶穌對「世界」的態度 

 耶穌禱告的尾端說「…叫世人（英文仍作the world) 信
祢差了我來）、叫世人知道父差了耶穌來，也知道父愛
信徒如同愛耶穌一樣。  

 



耶穌對「世界」的態度 

 耶穌為祂的門徒禱告，不斷提及其目的是他們向世人之
間的使命。這明確的顯示出約翰不是在跟隨耶穌的人與
世人之間引入一個絕對的分野。信徒不是單單從世界被
吸引出來的（十五19），耶穌禱告讓他們留在這世上，
並求神保守他們，用真理使他們成聖，讓世界可以認識
祂真是神所差來的。這足以證明他們是延續著約翰三16
的軌跡：「神愛世人，並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八、耶穌為所有信祂的人
所求的是什麼？ 
他怎麼形容他們？ 
他希望他們得到什麼？ 
又已經為他們做了什麼，
會繼續為他們做什麼？ 
 



 (1)耶穌為所有信祂的人求的是什麼?  
 

 1. 「合一」 

2. 在父與子裡面 

3. 叫世人藉著他們知道神差了耶穌  

4. 叫世人知道神愛這些人如同愛耶穌  

5. 「祂在哪裡，他們也在那裡」 

 6. 叫他們看見神所賜給耶穌的榮耀 
 



 (2)耶穌怎麼形容他們？  

1. 這是一群藉著門徒的信息信靠耶穌的人。 
 

2. 世界不認識祂，但是這些人確認識祂。 
 



 (3) 他希望他們得到什麼？  

 1. 耶穌希望這些人，都在祂自已所在的地方， 
 
2. 希望他們看見祂的榮耀。 
就是前面那的祂說在在創立世界以前，就已賜給祂的榮耀。 
 



 (4) 又已經為他們做了什麼， 
會繼續為他們做什麼？   

1. 已經給了他們那榮耀， 
叫他們能夠合一 
 

2. 已經叫他們認識祂， 
並且會繼續讓他們認識祂（v.26直譯) 
 



九、 從這段經文的內證嘗
試解釋什麼是「合一」，
合一的基礎是什麼？耶穌
描寫的合一是怎樣的狀態
與內涵？ 



 (1) 「合一的基礎」    

v22 父所賜給子的榮耀，子已經將之傳給跟隨祂的人。
接續著 
 
v5祂傳給第一批門徒的榮耀，祂也藉著他們將這榮
耀傳給因他們的信息相信的人。 
 
這樣的合一是從主賜下的榮耀而來。這榮耀就是先
前耶穌為自己求的，是在創世之前就賜給耶穌的，
本來就是屬祂的，並且與如今祂已賜下永生給凡父
所賜給祂的人有關。  



 (2) 「合一的內涵 」    

類似耶穌與父享有的合一：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 
使他們合一，就像我們合一。 
 
[父與子的合一] 
 父確實在子裡面，甚至可以說是父在子的裡面作自己的事（十四10） 
然而子也在父裡面，不單倚靠並順服父，代表父執行創造的工作（一2~3） 
而是在救贖與保守父所賜給祂的人方面完全與父合作的子。父與子是區別
的，又是原為一的。 
 

[信徒間的合一] 
同樣地，信徒仍然有所區別，但在「目的、在愛、在與對方一起為了對方
採取行動、在一起順服所領受的啓示上，都是合一的」 
 

(Carson, 約翰福音註釋) 

  



 (3) 「合一的狀態 」    

a. v21完完全全地合一，叫世人知道父差了子來— 
 

  >不是制度上的， 
 >不是神學理論上的， 
 >是可以觀察到的。 
 
b. v23也知道祢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十、總的來看，耶穌對於「祂與父」、「眾信徒」與「世界」
三方關係描繪了怎樣的畫面？ 
 

 

父與子 

 

       

 

世界 眾信徒 



十一、第13節耶穌說祂離世前在門徒面前這樣公開的禱告，是
要叫他們心裡充滿祂的喜樂。歸納一下，知道耶穌這樣為他們
禱告，為何會讓他們喜樂？ 
 

從14章開始，耶穌就不斷的在為門徒心裡建設。 
 
這喜樂也與十五11的喜樂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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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提到的喜樂，是常在主的愛裡，這樣的狀態又本
於順服神。耶穌現在正在禱告的是：門徒得蒙保守，這
就等於在禱告：門徒如此得蒙保守，留在父的愛中，順
服祂，並發自內心效忠耶穌所教導的道。現在，我們可
以清楚看見，耶穌關注的，不是要保留衷心跟隨祂之人
的數字，而是要叫祂的門徒有份於祂的喜樂。  



十二、設計小組查經題目。（keep in mind: 知道耶穌
離世前這樣的禱告，為你帶來怎樣的喜樂？這樣的禱
告對信者以及未信者可以帶來怎樣的喜樂？） 
 

[對信者] 
 
 「 知道耶穌已經從我們的信得到榮耀！」  
 「耶穌要我們在祂所在的地方！」 
 「耶穌要透過我們讓世人看見祂！」 
 「知道耶穌為我們的禱告是這麼早就開始的！」 
 「祂也要我得榮耀！」 

[對未信者] 
 「耶穌不是撇下世界不顧」 
 「祂是要藉著一群相信祂的人，讓世人認識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