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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10月19日 安息日下午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約翰福音 17：1‒26；約翰一書 5：19；約翰福音13：18‒30；約翰福音 5：
20‒23；馬可福音 9：38‒41；啟示錄 18：4；約翰一書 2：3‒6。
存心節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
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
你差了我來。』」 （約翰福音17：20－21）

約翰福音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透過它我們可以看到，當耶穌預見到自
己的被賣與犧牲後，祂立時表現出擔憂。約翰福音以五章的篇幅記錄了
耶穌最後的教導（約翰福音13－17章），並以人稱「大祭司的禱告」作
為結束（約翰福音17章）。

「這個名稱非常合適，因為我們的主在這個禱告中將自己獻上為祭，祂
既是祭司，又是犧牲。與此同時，耶穌還代那些接受祂犧牲的人獻上祈
禱─就是當時還在樓上的眾門徒，以及那些透過他們的見證而相信耶
穌的人」。─布魯斯（F.F. Bruce），《約翰福音》（急流城：伊爾德
曼斯出版社，1983年），原文第328頁。
這一禱告的核心就是門徒以及後來信主之人之間的合一，這是耶穌所掛
念的。祂禱告中一個關鍵的主題是：「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
卻為祢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祢的。凡是我的，都是祢的；祢
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約翰福音17：9－10）

若不仔細研讀耶穌的禱告，就無法對教會的團結以及我們在基督裡合一
作深入的探討。耶穌祈求了什麼，祂為誰禱告，祂的禱告對於今天的我
們有什麼意義？

■研究本週學課，為10月20日安息日作準備。

星期日

10月14日

第3課／「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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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自己禱告】

大祭司的禱告分為三部分。首先，
耶穌為自己祈禱（約翰福音17：
1－5），接著，祂為門徒祈禱（約
翰福音17：6－19），最後，為那
些未來相信祂的人禱告（約翰福音
17：20－26）。
閱讀約翰福音 17：1－5。耶穌祈禱
的核心是什麼？對於我們來說意味著
什麼？

耶穌首先為自己獻上祈禱。根據約
翰福音之前的記載，耶穌曾經表示
祂的時候還沒有到（約翰福音 2：
4；7：30；8：20）。但如今祂知道
自己犧牲的時候要到了。在地上的
日子行將結束，祂確實需要力量來
迎接這一結局，完成祂來這世界的
使命。是時候要為此獻上禱告了。
耶穌謹守天父的旨意，一心要榮耀
祂，哪怕是要忍受十字架的痛苦祂
也願意。被釘十字架並不是耶穌的
宿命，相反，這是祂行使天父賜予
祂權柄的方式。祂並非像烈士一
般，死得轟轟烈烈，而是甘願完成
祂道成肉身的使命，來榮耀在天上
的父：為這世界的罪在十字架上獻
上自己的生命。

根據約翰福音17：3，永生是什麼？
認識上帝意味著什麼？

首先，耶穌告訴我們，永生在於我
們對上帝的個人認識。我們得救並
非靠著行為或知識，而是因著認識
上帝的經驗，這是耶穌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所成就的。這種認知受到
個人與天父之間關係的影響。按著
人類的想法，知識應注重事實和細
節，但耶穌則希望我們達到更深
刻、更充實的境地：建立個人與上
帝的關係。耶穌的第一次降臨也是
為了引導人類對上帝重大的救贖真
理作更深刻的探求，這一真理也會
使信徒之間彼此合一。
知道上帝存在和親自認識上帝之間有
什麼區別？什麼樣的經驗可以說明你
更加認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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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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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祂的門徒禱告】

閱讀約翰福音 17：9－19。耶穌為祂
的門徒專門作了哪些祈禱？

耶穌接著為祂的門徒祈禱，因為在
未來的日子裡，他們將面臨著對上
帝失去信心的危險，而那時耶穌將
不再以肉身的樣式與他們同在。所
以，祂將他們交托在天父手中。

耶穌的祈禱是要他們在世上仍得保
守。因此，耶穌沒有為這個世界禱
告，因為祂知道這個世界從根本上
是與天父的旨意作對（約翰一書
5：19）。但是門徒們依舊要在這
世上做服事的工作，因此耶穌祈禱
他們可以脫離那世界的惡者，得蒙
保護。耶穌關心這個世界；因為祂
是這世界的救主。但福音的傳揚是
與那些願意走出去為福音見證的人
息息相關的。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要
為他們代求，使他們永遠不會被惡
者擊敗（馬太福音6：13）。

然而，有一個門徒早已一敗塗地。那
天晚上，耶穌就提到門徒中有一位已
經決定出賣祂了（約翰福音13：18－
30）。雖然耶穌提到《聖經》預言了
猶大的背叛（詩篇41：9），但猶大
並不是宿命的犧牲品。在他們吃最
後的晚餐時，耶穌曾懷著無比的慈
愛與友善向他發出懇勸（約翰福音

13：26－30）。 「在吃逾越節晚餐
時，耶穌揭露了這個叛徒的企圖，
顯明了自己的神性。祂為門徒洗腳
時，也曾溫慈地洗猶大的腳。可惜
猶大不顧基督最後的感化，他的命
運就此確定。」─懷愛倫，《歷
代願望》，原文第720頁。

耶穌深知妒忌和嫉妒會讓門徒四分
五裂，在此之前也曾發生過類似的
事，於是耶穌為他們的合一祈禱。
「聖父啊，求祢因祢所賜給我的名
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
們一樣。」（約翰福音 17：11）這
種合一不是單憑人的努力所能達到
的。它必是上帝恩典的結果，也是
上帝的恩賜。門徒的合一建立在聖
父與聖子合一的基礎之上，它是未
來進行有效服事所必不可少的先決
條件。
他們在真理中的成聖及獻身對於服
事的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上帝的
恩典運行在門徒的心中，能使他們
得以徹底改變。如果他們想要為上
帝的真理作見證，他們自己就必須
先被真理改變。

「不屬這世界」是什麼意思？我們應
當如何去行？怎樣生活才叫「不屬這
世界」？

星期二

10月16日

第3課／「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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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些信我的人」】

耶穌為門徒禱告之後，繼續擴大祂
代禱的範圍，祂要為「那些因他們
的話信我的人」（約翰福音 17：
20）祈禱。

閱讀約翰福音 17：20－26。對那些
後來接受福音信息的人，耶穌最大的
盼望是什麼？為什麼這一祈禱得以實
現如此重要？

聖父和聖子本為一，因此耶穌祈求
未來的信徒們也能合而為一。在約
翰福音中，耶穌提到了父與子的合
一。他們從不獨自行動，在所有事
上都保持一致（約翰福音5：20－
23）。對於墮落的人類，他們都懷
有深切的慈愛，天父甚至願意將自
己的兒子賜給這個世界，而聖子也
願意為此獻出自己的生命（約翰福
音 3：16；10：15）。

耶穌在祈禱中所提到的，是愛與目
標的合一，正如父與子之間的合
一一樣。「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了。」（約翰福音 13：35）在他
人的眼中，在愛中的合一恰恰彰顯
了他們與耶穌與天父的關係。「信
徒間真實的合一會為福音的真理提
供不容置疑的見證。」─ 安德

列阿斯．考斯登伯格（Andreas J.
Köstenberger），《貝克新約聖經
注釋：約翰福音》（急流城：貝克
學術出版社，2004年），原文第498
頁。世界就是因此而認識耶穌為救
主的。換句話說，耶穌所祈求的合
一絕不能消失。若是在上帝的子民
中都看不到相愛與合一，那麼世界
如何能信服福音的真理呢？
「上帝正在引導一班人在永恆真理
的立場上聯合一致……上帝命定祂
的子民在信仰上同歸於一。基督被
釘十字架之前的禱告，是希望祂的
門徒合而為一，如同祂與父合而
為一，叫世人信父差了祂來。這篇
最動人最奇妙禱文，世代相傳至今
日，因為祂說：『我不但為這些人
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
人祈求。』自稱基督門徒的人，應
當何等熱切地追求這個祈禱實現在
自己的生活上啊！」─懷愛倫，
《教會證言》卷四，原文第17頁。
我們在生活中和教會中應當怎樣做，
才能達到合而為一的境界？如果我們
希望自己的教會能夠呈現出符合上帝
心意的合一，每個人的自我就必須在
一定程度上作出犧牲，請問這種做法
的重要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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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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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之間的合一】

閱讀馬可福音 9：38－41和約翰福音
10：16。 對於排他主義以及快速辨別
真正追隨耶穌之人的方法，耶穌對門
徒約翰的回應教導我們什麼？

復臨信徒喜歡將約翰福音17章中耶
穌的祈禱直接用於本教派內部的合
一。我們必須團結一致，以一個教
會的形像來完成我們的使命，將三
天使的信息傳揚到世界各地。在這
一點上，幾乎不存在任何爭議。但
是與其他基督徒的合一呢？根據耶
穌的禱告，我們應如何與他們連結
在一起呢？

我們相信除了本會之外，上帝在其
他教會也有許多忠心的兒女，這一
點毋庸置疑。除此之外，《聖經》
明確表示即使在巴比倫中也有忠於
上帝的人：「我的民哪，你們要從
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
她所受的災殃。」（啟示錄 18：
4）而且根據啟示錄的描寫，在那
些自稱屬於基督的人中也存在嚴重
的背道，並且在最後的日子裡，許
多假基督徒會彼此聯合，與國家政
權聯手實施逼迫，恰好應驗了啟示
錄13：1－17中的預言。因此，對
於與其他教會聯合一致的呼籲，基
督復臨安息日會始終保持謹慎的態

度，正如在普世合一運動中所表現
的那樣。那麼，我們應當怎樣與其
他教派聯合呢？懷愛倫曾經就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與其他基督徒一同工
作的具體問題，寫了這樣一段話：
「當人的意志順服上帝的旨意時，
聖靈就會感動祂所服務之人的心。
我蒙指示，我們不要迴避基督教婦
女節制協會的工作人員。我們在戒
酒的事上與他們合作，並不改變我
們遵守第七日的立場。我們可以表
明我們贊同他們關於節制問題的立
場。我們可以敞開門戶，邀請他們
在節制問題上與我們聯合，從而使
我們在節制戰線上獲得他們的幫
助。藉著與我們聯合，他們也會聽
到聖靈正要啟示他們的新真理。」
──懷愛倫，《論慈善工作》，原
文第163頁
雖然這是懷師母在具體的時間對具
體的事件提出的意見，但她也確實
提出了與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合作的
基本原則，尤其是就某一事工而合
作的問題。
首先，我們的合作基於共同的社會
利益。其次，若我們與他們聯合，
所採取的方式不可對我們的信仰或
事工造成任何損害。第三，我們可
以也應當利用這「合一」的機會與
他人分享我們所擁有的寶貴真理。

星期四

10月18日

第3課／「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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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中分享信仰】

約翰福音 17：3，耶穌說認識上帝就
是永生。閱讀約翰一書2：3－6。認
識上帝是什麼意思？如何從日常生活
中看出我們是認識上帝的？

一般來說，當今社會中的人都希望
稱自己為遵紀守法的好公民，可談
到遵守上帝的誡命時，人們往往會
淡化《聖經》中所要求的義務。有
些人甚至反駁說，上帝的恩典已
經廢除了祂的誡命。這絕不是《聖
經》的教導。「遵守誡命並不是認
識上帝的條件，而是我們認識上帝
及耶穌並且愛祂的標誌。因此認識
上帝並不是理論知識，它會帶出實
際的行動。」─埃科哈特．穆勒
（Ekkehardt Mueller），《約翰的
書信》（南帕，愛達荷州：太平洋
出版社，2009年），原文第39頁。

耶穌也曾強調說：「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
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
的。」（約翰福音14：15，21）
「我們若愛上帝，又遵守祂的誡
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上帝的兒
女。我們遵守上帝的誡命，這就是
愛祂了，並且祂的誡命不是難守
的。」（約翰一書5：2－3）

閱讀約翰福音 13：34－35。耶穌給
了門徒們什麼新命令？這一命令與耶
穌信眾間的合一有何關係？

要愛鄰舍，這並不是一條新命令；
上帝給予摩西的指示中就有這一條
（利未記19：18）。這條命令之所
以新，是因為耶穌命令祂的門徒要
彼此相愛，就像上帝愛他們一樣。
耶穌那自我犧牲的愛的榜樣成為基
督徒的新準則。
在我們面前樹立著的是多麼美好的
標準啊！耶穌的生活就是將愛付諸
於行動的最完美範例。恩典的全部
工作就是一種充滿慈愛、克己犧牲
之努力的恒久服務。我們可以想
像，基督的生命就是為他人的益處
而不斷付出愛與自我犧牲。激勵基
督的這一原則也應該在祂的子民身
上顯現，引導他們彼此的相處。
這樣的愛對於世界是多麼有力的見
證。同樣，對於我們之間的合一，
這樣的愛就是一股強大的凝聚力。

我們如何學會效法基督的樣式，對他
人表現出基督般犧牲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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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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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懷愛倫，《善惡之爭》〈預言中的
美國〉，原文第443‒446頁。閱讀
《聖經注釋懷注》中〈教派，與彼
此關係〉一文，原文第763， 764
頁，〈羅馬天主教〉，原文第1110
頁。「雖然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是一
個擁有眾多地方教會的世界性教
會，但安息日會並不宣稱自己是基
督的普世教會。普世教會是超越一
切教派的。它是由相信耶穌並跟隨
祂的人組成的，就這一層面講，它
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若我們
將啟示錄中所刻畫的基督徒中的背
道考慮在內，那麼這一特別的神學
問題就越發值得探討了。啟示錄12
章中的純潔教會與17章中的『大淫
婦』形成鮮明對比，而淫婦所代表
的巴比倫大城，又與啟示錄21章和
22章中的聖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
羔羊的新婦明顯對立。在一世紀，
普世教會也許還非常明顯，而到了
中世紀，想要清楚地分辨就變得更
加困難且複雜。

因此，安息日會不會將上帝真教
會的概念局限於自己的教派中，
也不會自動將其擴展至其他基督
教會。上帝的真教會是由那些真
心信靠上帝人組成的。上帝認識
他們。但另一方面，安息日會信
徒聲稱他們是啟示錄12：17和12－
14章中所提到的出現在末世的一群
特別的餘民。這餘民兼具地方性
及普世性的特徵（啟示錄2：24 和
12：17）。」─ 埃科哈特．穆
勒（Ekkehardt Mueller），《新約
教會的普遍性》，引自《教會的信
息、使命與合一》，安吉爾．曼努
埃爾．羅德里格斯（Ángel Manuel

Rodríguez）編著（馬里蘭州銀泉
市：《聖經》研究所，基督復臨安
息日會全球總會，2013年），原文
第37頁。
討論問題

1 為什麼對於教會來說，實現耶穌
在約翰福音17章中的禱告如此重要？
耶穌對於一世紀教會合一的期望，說
明祂對今天的教會有何期許？
2你所在的地方教會曾與其他教派的
基督徒有過合作嗎？過程順利嗎？如
何在不損害我們所擁有的真理的條件
下，與他們展開適當的合作？
3「如果自稱為上帝子民的人肯接受
那從《聖經》中照耀在他們身上的亮
光，他們就必達到基督所祈求的合而
為一，也就是使徒保羅所謂『聖靈所
賜合而為一的心』。他說：『身體只
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一主，一信，一洗。』（以弗
所書4：3－5）―懷愛倫，《善惡
之爭》原文第379頁。這段話有何含
義？我們如何才能在我們中間達到這
一地步？

總結
在約翰福音17章中耶穌所發出的「大
祭司的禱告」，是在提醒我們如今耶
穌仍關心教會的合一。祂的祈禱應該
成為我們的祈禱，我們也應設法堅定
我們對上帝話語的信念。彼此相愛的
原則應當指導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
當然也包括其他的基督徒。神學上存
在分歧並不影響我們踐行這一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