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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快樂 
全年蒙福 
愛主更深 

心意更新,效法基督 + 新年展望 = 展望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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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2: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12: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12: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裡；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12:27  我現在心裡憂愁，我說什麼才好呢？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 

           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12:28  父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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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  

12:30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禱 
告 



活水福音教會 
 

尹道先    
  

2017-1-29 

十
字
架
的
道
理 

一
粒
麥
子
死
了 

一粒麥子死了 和
榮
耀 

活水福音教會 
 

尹道先    
  

2017-1-29 

一
粒
麥
子
死
了 



約翰福音 

12: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12: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12: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裡；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12:27  我現在心裡憂愁，我說什麼才好呢？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 

           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12:28  父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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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  

12:30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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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基督之死中看到了無比華麗的勝利， 

这榮耀却是對那不敬虔的人隱藏的。 

——加爾文(法國，John Calvin, 1509--1564)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 

二、耶穌的死使門徒得著生 

三、耶穌的死使門徒也要死 

四、耶穌的死使世界受審判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    

一粒麥子死了——十字架的道理和榮耀（約12章23-33） 

12: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 

12:28  父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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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父子聯合的榮耀,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    

一粒麥子死了——十字架的道理和榮耀（約12章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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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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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父子聯合的榮耀, 父子互證的榮耀, 父子永恆的榮耀， 



腓立比書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2: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2: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2:9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2: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    

一粒麥子死了——十字架的道理和榮耀（約12章23-33） 

12: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 

12:28  父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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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父子聯合的榮耀, 父子互證的榮耀, 父子永恆的榮耀， 父子至高的榮耀。 



耶穌之死的永恒結果，就是神將永遠得到榮耀。 

——斯托得(英國，John Stott) 

通過十字架  

聖子順服聖父，聖父高升聖子，聖父聖子同榮，聖父聖子永榮。 

耶穌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其實就是那位作王的被高舉。 

十字架乃是寶座，祂的被釘乃是祂的加冕，祂在木頭上執掌王權。
——米爾恩(Bruce Milne) 

祂得榮耀，不是為了要回報或補償祂的被釘， 

祂的榮耀實已固蘊在被釘之中。               

 ——布魯斯(F. F. Bruce)  



二、耶穌的死使門徒得著生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父子聯合的榮耀,父子互證的榮耀,父子永恆的榮耀,父子至高的榮耀 

一粒麥子死了——十字架的道理和榮耀（約12章23-33）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種子的死如何是更豐碩之子粒的開端， 
耶穌的死也照樣產生豐碩的收成，並得著榮耀。 

——卡森（D. A. Carson）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父子聯合的榮耀,父子互證的榮耀,父子永恆的榮耀,父子至高的榮耀 

一粒麥子死了——十字架的道理和榮耀（約12章23-33） 

二、耶穌的死使門徒得著生：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三、耶穌的死使門徒也要死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12: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12:26  若有人服事我, 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裡；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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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若有人服事我, 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裡；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通過耶穌的死來效法耶穌的死、實踐耶穌的死，是做耶穌門徒的精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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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三、耶穌的死使門徒也要死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12: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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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時，祂是叫他來死。這種死可能像最初的

門徒一樣，要離開家庭和工作來跟從祂，也可能像馬丁路德

之死一樣，必須要離開修道院跑到世界上來。但每一次都是

同樣的死——死在耶穌基督裡，在祂的宣召下治死舊我。

…… 

事實上耶穌的任何命令都是叫我們來死， 

埋葬我們一切的邪情私慾。  

——潘霍華(德國, D. Bonhoeffer,1906--1945,4,9) 



加拉太書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 為我捨己。 

治死舊我，埋葬我們一切的邪情私慾。 
 

——潘霍華 



二、耶穌的死使門徒得著生：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三、耶穌的死使門徒也要死： 

四、耶穌的死使世界受審判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父子聯合的榮耀,父子互證的榮耀,父子永恆的榮耀,父子至高的榮耀 

一粒麥子死了——十字架的道理和榮耀（約12章23-33） 

12:30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二、耶穌的死使門徒得著生：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三、耶穌的死使門徒也要死： 

四、耶穌的死使世界受審判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父子聯合的榮耀,父子互證的榮耀,父子永恆的榮耀,父子至高的榮耀 

一粒麥子死了——十字架的道理和榮耀（約12章23-33） 

12:30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  

12:31  現在正是這世界受審判的時候, 現在這世界的統治者要被趕出去。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和合本修訂版)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創世紀 

3:14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受咒詛， 

         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希伯來書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 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二、耶穌的死使門徒得著生：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三、耶穌的死使門徒也要死： 

      現在正是這世界受審判的時候, 現在這世界的統治者要被趕出去。    

四、耶穌的死使世界受審判：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父子聯合的榮耀,父子互證的榮耀,父子永恆的榮耀,父子至高的榮耀 

一粒麥子死了——十字架的道理和榮耀（約12章23-33） 

結語與應用：一粒麥子死了，耶穌的十字架與我的關係    

因信稱義 

因信成聖 

因信得勝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約翰一書5:4-5) 



二、耶穌的死使門徒得著生：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一、耶穌的死使神得著榮耀：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三、耶穌的死使門徒也要死： 

      現在正是這世界受審判的時候, 現在這世界的統治者要被趕出去。    

四、耶穌的死使世界受審判：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父子聯合的榮耀,父子互證的榮耀,父子永恆的榮耀,父子至高的榮耀 

每一天:因信稱義,因信成聖,因信得勝,因信榮神 

一粒麥子死了——十字架的道理和榮耀（約12章23-33） 

結語與應用：一粒麥子死了，耶穌的十字架與我的關係    

因信稱義 

因信成聖 

因信得勝 



“一粒麥子死了”的精義是什麼？ 

我願意是一粒落在地裡死了的麥子嗎？ 

在家庭生活、教會生活、社會生活方面， 

我當怎樣展望基督、效法基督？ 

今年我當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從死亡得生命 
Through Death to Life 

詞和曲：宣信， Words and Music：Albert B. Simpson (1843--1919) 

宣道會，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C&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