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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 15章 

約翰福音第 15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今晚讓我們來看約翰福音 15章，前面我們看到耶穌上十字架

以前的最後一段時間，和祂的門徒在耶路撒冷一個樓房中吃最

後的晚餐，約翰第十四章結尾說： 

“起來，我們走罷。”(約翰福音 14:31) 

這個時候，他們離開了樓房，往前走，最後進入了客西馬尼

園，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經過聖殿的外院，很有可能他們會穿

過聖殿的門，因為在逾越節時，聖殿的門整夜都開著，以方便

人們進來禱告。 

而那些門上都雕刻著葡萄，這是上帝對以色列百姓的期望，要

他們成為多結果子的葡萄樹，所以當他們經過聖殿的門，看到

象徵以色列民族的成串的葡萄時，耶穌興起對祂門徒說了第 

十五章記載的話，祂說： 

“我是真葡萄樹，”(約翰福音 15:1) 

在希臘文中是：“我是葡萄樹，是真的。”喔！你會說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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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呢？聽起來好像一樣啊！我覺得是有點不同。 

整本舊約上帝用葡萄園來代表以色列民族，許多先知和詩篇也

是如此，這是以色列民族的象徵，先知以賽亞在第五章說到這

個民族是葡萄園，上帝如何撒種，栽種，鑿出壓酒池，指望結

好葡萄，反倒結了野葡萄，所以祂就任憑葡萄園荒涼，讓荊棘

生長，無人居住。而葡萄園好像往常一樣盼著能結果子。 

在馬太福音廿一章，耶穌說了一個比喻，讓法利賽人很清楚的

知道是針對他們說的，祂說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當收成

的時候近了，主人就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葡萄，園戶拿住

僕人，趕他們走，主人又打發別的僕人去，也被打，甚至用石

頭打死一些人。 

最後園主說：“我怎麼辦呢。我要打發我的愛子去。或者他們

尊敬他。”(路加福音 20:13)  

不料園戶看見他兒子，就彼此說： 

“這是承受產業的。我們殺他罷，使產業歸於我們。”(路加

福音 20:14) 

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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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葡萄園的主人，要怎樣處治他們呢。他要來除滅這些園

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路加福音 20:15-16) 

根據這個背景，我們看到葡萄園所象徵的以色列民族是失敗

了，那時的宗教領袖就是園戶，他們照顧葡萄園，當耶穌來的

時候，他們說：“看哪！祂會威脅我們的地位，我們最好除掉

祂。”所以他們真的把祂殺死了，主將會如何處置他們呢？他

會收回葡萄園，另外租給別人。耶穌說：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約翰福音 15:1) 

祂的意思是說：“你是那被交託看管葡萄園的人。”如今你是

上帝的葡萄園。上帝的真葡萄園，是為上帝結果子的人，以色

列民族是失敗了，因為他們沒有滿足上帝的心意，結出果子

來。上帝現在也給我們這個特權，教會可以是上帝的葡萄園，

為上帝結出果子。耶穌說：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約翰福音 15:1) 

祂就是那直接管理葡萄園的人，祂不再受制於祭司或宗教領袖

的權威，將他們的權威拿走，祂自己就是照顧看管葡萄園的園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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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

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約翰福音 15:2) 

凡不結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這個修剪的過程也在教會中進

行，上帝將不結果子的枝子剪去，祂也修理乾淨結果子的枝

子。 

在以色列許多的葡萄是生長在地上的，Eshcol山谷和鄰近地

區生產的葡萄是品質最好的，巨大的樹幹處處可見，它們大約

有六呎長匍匐在地上，有一些順著岩石突顯出來，所產的葡萄

就躺在葡萄園的泥地上，當葡萄日漸成熟時，修剪葡萄樹的人

會檢選最大串的葡萄，洗乾淨，將泥土洗掉，讓葡萄長得更完

美。我告訴你，那裏的葡萄真是好吃，長滿了整個山谷， 

耶穌將這個當地人都很清楚的畫面講述出來，他們看見人們如

何洗淨葡萄，為讓葡萄長得更多更好。凡不結果子的枝子，就

被剪去，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那

麼上帝用什麼來潔淨教會呢？用的是神的道，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約翰福音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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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潔淨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啊！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你。(詩篇 119:11) 

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你的話。(詩篇

119:9) 

上帝的話有潔淨的能力，我的岳父是一個老瑞典人，他在他的

聖經上寫下：“這本書能避免你犯罪，罪也會攔阻你念這本

書。”這是真的，上帝的話有潔淨的能力，能令你不犯罪。”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約翰福

音 15:4-5) 

枝子需要連接於葡萄樹，這是很重要的，耶穌在以下幾句話中

會強調這個關係，我們必須在祂裏面，祂宣告：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

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

樣。”(約翰福音 15:4) 

除了常在耶穌基督裏，你不能帶任何有價值的果子來到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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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就好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當審判的日子到了，就被扔

在火裏燒了。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建造。到了審判的日

子，就被火燒滅了。（參照哥林多前書 3:12）  

唯一能夠長存的果子是與耶穌基督的關係中產生出來的。結果

子的觀念指示我們神做事的方法，結果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樹上的蘋果不需要為了要成熟而掙扎，奮鬥，努力不懈，他們

就是掛在樹上，時候到了就會成熟，我們只要住在主裏面，很

自然的就會在生命中結出果子來。 

今天教會的問題之一就是強迫人結果子：“你一定要為上帝作

這個，作那個…”你被勉強參加各樣的活動，而不是受到聖靈

的引導，浪費許多的精力，除非是神在背後主導，除非你住在

祂裏面，你自己無法結果子， 

你不能夠坐下來說：“這是我今年要為神作的事，這些是我要

努力的方案，還有我要達成目標的計劃。”上帝所希望的果子

是自然發生的，只要你住在主裏面，果子是自然的果效：“你

們若不常在我裏面，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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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常在我裏面，自己就不能結果子。我是葡萄樹，你們

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約翰福音 15:4-5) 

這個情形一直在進行並且成長，當我開始接受耶穌，我被接枝

到葡萄樹上，成為枝子，得到養分的滋養，我的生命開始結出

果子，然後祂的道潔淨我，讓我結出更多的果子，我常住在主

裏面，就更多的結果子，讓天父得到榮耀，天父所期望的，就

是我能為祂多結果子。 

所以，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

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

麼。”(約翰福音 15:5) 

我在我的聖經這段經文下面畫了一道線，因為我靠自己做了許

多事，都失敗了，我不知道這些真理甚麼時候才會真正的深入

我的心中，讓我明白除了耶穌以外，我什麼事都不能作，連試

都不用試，任何為神所作的事，如果不是由聖靈引導的，都毫

無價值。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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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翰福音 15:5) 

我要引用保羅在腓力比四章十三節所說的： 

我靠著基督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 4:13) 

所以靠著耶穌我凡事都能作，離了耶穌，我就不能作什麼。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約翰福音 15:6) 

這裏帶出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否有人可能不常在基督裏面？如

果不可能，為何耶穌要在這裏提出來？ 

祂提出來就是表示有這個可能性，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

在火裏燒了。”(約翰福音 15:6) 

枝子從樹幹切掉，一定會枯乾，先知以西結告訴我們沒有根的

枝子毫無用處，它的硬度不夠作釘子，表層不夠好看來作任何

木器，葡萄樹的枝子只有一個功能，就是結果子，如果不結果

子，那就毫無用處，甚至不能作柴燒，因為它是朽木，只能冒

煙，燒不起來。葡萄樹的枝子只有一個功能，就是結果子。 

我得告訴你，你唯一的功用就是為上帝結果子，如果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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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就像朽木一樣，毫無用處，你這個人毫無價值，耶穌說：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

在火裏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

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翰福音 15:6) 

祂說到禱告，並且給了一個很大的應許，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翰福音 15:7) 

但這個應許是給什麼人呢？是給那些常在祂裏面，祂的話也常

在他們裏面的人，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約翰福音

15:7) 

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

15:8) 

上帝呼召以色列民族為祂結果子，他們失敗了，上帝就將葡萄

園給了別人，今天教會成了為上帝結果子的工具。 

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羅馬書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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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不能達成結果子的目的，上帝會再興起別人來為祂結

果子，我相信只要我常在祂裏面，就有永生的保證，沒有人能

從祂手中奪走，我對我的永生和救恩一點都沒有疑慮，我不會

說：“上帝會救我嗎？我能堅持到最後一天嗎？”我知道我會

的，因為除了住在耶穌基督裏面，我不作別的想法，只要我常

在祂裏面，我就有永生的保證。 

但是你說：“如果你沒有住在祂裏面呢？”這是你的問題，不

是我的問題，我就像彼得一樣：“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

還歸從誰呢？”那些對永生沒有確據的人，真是太糟了，因為

要我常在祂裏面，我就有永生的保證。 

耶穌說：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約

翰福音 15:9) 

祂開始談到果子。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加拉太書 5:22) 

這就是上帝要看到教會結出的果子，愛的表現，祂不只要愛的

語言，也要愛的行為，就如我們的太太要聽到話語的保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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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行動的證明，單是話語的保證，如果沒有行為，是空洞的，

但是只有行為，沒有話語也是沒有意義的。 

她要你說出來，我太太說：“親愛的，你愛我嗎？”我說：

“當然，我愛你，我不是供應你食物？供應你遮風避雨的房

子？當然我是愛你的啊！”她需要話語的保證。上帝需要我們

用話語向祂表達我們的愛，也要我們同時以行為來表現出來，

上帝要求教會能更完全的表現出我們對祂的愛。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你們若

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愛裏。”(約翰福音 15:9-10)  

這是聖經第一次提到有關耶穌基督的喜樂。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約翰福音

15:11) 

許多人想像耶穌是個非常憂傷痛苦的人，他們將聖經中記載

“耶穌哭了”的經文都記錄出來，從沒有記載過“耶穌笑了”

的經文，我不認為沉默就是證明，我很明確的認為耶穌經常

笑，因為聖靈的果子是愛，而愛的特徵就是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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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的許多年來在教會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見解，如果你看來

越憂傷，就表示你越聖潔，所以有許多牧者經常臉上帶著悲傷

及嚴肅的樣子，從不露出一點笑容，唯恐陷入肉體的慾念中，

他們總是用陰沉的聲音說：”早…安，弟…兄…們，我們今天

聚…集在這裏…”令你好像被罩在一片烏雲之下，但是， 

在上帝的面前， 

聖經說： 

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篇 16:11) 

耶穌在這裏談到祂的喜樂，很有趣的是竟然是在祂將要上十字

架以前，談到祂的喜樂，在希伯來書我們讀到： 

衪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希伯來書 12:2) 

然後，祂說到滿足的喜樂，祂的門徒都應該得到。 

“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

足。”(約翰福音 15:11) 

喜樂和快樂有很大的不同，世人瘋狂的在追求快樂，但快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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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情緒上的感受，喜樂卻是靈性上的經驗，情緒上的感受會

經常改變，人可以在一瞬間由快樂變成流淚，你可注意到我們

的情緒是如何的相似，如果我們盡情大笑，突然間我們會開始

哭起來。 

我觀察我的孫子們，他們又叫又笑，但是忽然靜下來，撅起嘴

大哭起來，你會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剛才不是快樂

得吃吃笑，非常好玩，怎麼馬上就哭了呢？因為是在情緒之

中，而情緒會經常改變，並且改變得很快。 

所以主沒有應許賜給我們快樂，因為快樂維持不久，祂給我們

喜樂，因為喜樂是靈性上的，比情感更深，是一種持久的喜

樂，雖然外在的環境會突然的改變，喜樂卻不會隨著外在環境

的改變而變化，喜樂是能夠持久的。 

假如你對我說：“恰克，我走投無路了，我需要一萬元付賬

單，不然他們要沒收我的房子了。”我可能坐下來寫了一萬元

的支票給你，你高高興興走了，你一路笑著到了銀行去兌現支

票，但是當他們告訴你我的帳戶中沒有足夠的錢時。 

你就變非常的憂愁，你看情緒可以馬上從快樂變成悲哀，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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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外在的環境改變，喜樂卻不會。所以主要叫我們的喜樂可以

滿足。在這裏祂兩次對祂的門徒提到滿足的喜樂，而有滿足的

喜樂是經由禱告的生活，喔！能夠在禱告中與天父相近，而且

看到禱告蒙應允，是何等大的喜樂啊！ 

“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這就是我的命令。”(約翰福音

15:11-12) 

耶穌現在對他們說：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約翰福音

15:10) 

耶穌說：什麼是衪的命令呢？ 

“你們要彼此相愛，”(約翰福音 15:12) 

耶穌說： 

“像我愛你們一樣，”(約翰福音 15:12) 

這只是一個命令而已，但是卻不簡單，上帝要我們結出的果子

就是這個愛，耶穌說：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翰福音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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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憑你自己要結出愛的果子，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與主建立

關係以後的結果。我在祂裏面，祂的話也在我裏面，我就被祂

的話語洗淨，我的生命就開始結果子，神的愛會從我的生命中

流出，觸動在我周圍的人們。這不是我努力作得到的，而是因

為住在耶穌裏面自然產生的結果，我擁有祂的愛，也是證明耶

穌真正的住在我裏面的一個記號，證明我是祂的門徒。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

令。”(約翰福音 15:12) 

然後祂說：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

15:13) 

耶穌說：“我的愛就是這種愛，因為我將要為你們捨命來證明

我愛你們，我也要你們如此彼此相愛。藉著自我犧牲，給予

的，願意為彼此捨命的愛。”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約翰福音

15:14) 

這個命令就是要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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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

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

了。”(約翰福音 15:15) 

很有趣的是耶穌宣告這個新的關係是朋友，而不是主僕，但是

所有新約的作者卻都是用“僕人”來描述他們和耶穌的關係。 

“保羅，耶穌基督的僕人…”(羅馬書 1:1) 

猶大自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猶大書 1) 

彼得自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彼得後書 1:1) 

雅各自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書 1:1) 

雖然耶穌說：“我乃稱你們為朋友。”但是真正的生命是當你

完全的順服並且服事主時才被發現。現在耶穌宣告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約翰福音 15:16) 

對我來說，這真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上帝揀選了我，上帝何

時揀選了我？在以弗所書，我們念到：“上帝從創立世界以

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以弗所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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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當我們在傳福音時，我們強調人要選擇信耶穌，實際

上耶穌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約翰福音 15:16) 

當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一章開始列出屬靈的福氣時：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以弗所書 1:3) 

他感謝上帝賜給我們這些各樣屬靈的福氣，他把什麼福氣排在

第一位？是上帝揀選他，實際上也應該是我們的第一位，因為

如果上帝沒有揀選我們，那麼其餘的福氣都得不到了，但是因

上帝揀選了我們，其餘的福氣也都跟著來了。 

你會因著上帝揀選人而生氣嗎？假如你已被揀選，當然不會生

氣，我因著上帝的揀選而得著福氣，但是我的心思隨著這個真

理運行，馬上我會說：“等一下，如果上帝只揀選一些人，那

麼對某些人就不公平了，上帝應該是公正的，祂如何公平的選

擇那些人是得救的呢？” 

在使徒行傳我們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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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使徒行傳 13:48) 

耶穌說： 

“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約翰福音

15:16) 

所以在使徒行傳： 

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使徒行傳 13:48)   

這真是讓我們將壓力放下，不是嗎？這是上帝的工作，救恩是

從主而來。 

除非上帝的吸引，沒有人能夠到耶穌基督面前。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

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以弗所書 1:4) 

我們應該來為祂結果子。 

上帝用什麼標準來揀選人？不要挑剔上帝的毛病，不要太快批

評上帝，上帝所作的揀選是因為祂的全知，以祂的全知和預知

來作準則，因為祂的全知，我不能想像上帝的思想。 

如果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怎麼會有問題呢？你知道事情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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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知道結果。我們根本無法想像這種情形，如果我能這

樣，我會作不同以往的決定，假如我知道一切的事，我就不用

經常在補破洞，彌補錯誤的決定，我會事先就計畫好，傻瓜才

不這麼做。 

所以上帝知道那些人會回應祂的愛和恩典，就預定在基督裏來

揀選他們。我感謝上帝揀選了我，司布真牧師在這個議題上作

了一個有趣的談話：“感謝上帝是在我未出生以前揀選了我，

因為如果祂以出生後的我來作選擇，一定不會揀選我。”我知

道司布真牧師是在說笑，上帝在他未出生以前揀選了他，是因

為上帝早已經完全知道他，並且知道他一生的結局，就如知道

我們一樣，上帝知道我們所有的事，但祂仍揀選我們，上帝的

恩典真是可貴！ 

所以耶穌對祂的門徒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約翰福音 15:16) 

別人鼓勵我選擇耶穌，我接受了，當我一接受，耶穌就對我

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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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約翰福音 15:16) 

這點令我很注意，要結出常存的果子，許多人批評我沒有在信

息結束時大聲呼召人得救，我沒有流淚請求人們出來接受耶穌

基督，我只是說你們想要得救，請穿過那個門，和牧師談話禱

告，我們不作那種情緒上的表現，許多人認為我們這樣做是錯

的。假若聖靈在人的生命中作工，他一定會回應的，我無法作

任何事去激勵他。 

我知道救恩是上帝的工作，無須一大堆人因情緒的激動而回

應，讓我可以在我的腰帶上刻上數目說：“昨晚我有 20個人

接受，因為我請求，不斷的要求…” 

問題就是出於請求，我想要知道的是一年以後有多少人還是在

基督裏？常存的果子，有一個住在可司他梅撒附近的人，他的

一生都在傳福音，作見證，但是他使用的是非常強制的作法，

結果常令人厭惡。有一個早晨，我坐在一個餐館中看到他走進

來，他開始從一桌走到另一桌，大聲的向人作見證，你可以看

到人們覺得難為情。他說：“你願意和我一起作認罪的禱告

嗎？”為了避開他，他們說:“好吧！”他們做了禱告，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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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腰帶上又多了一道刻痕，他會說：“我今天又帶領許多人

信耶穌。” 

像這種強迫人的方法，很少的果子會存留下來。有人作了一個

有趣的研究，幕迪在許多城市舉行了大規模的佈道會，五年

後，這些考察團到四處去訪問那些當年在幕迪佈道會中決志的

人，他們發現 85%的人五年後已經不與主同行，他們仍回到世

界中重操舊業，不再相信耶穌基督了。 

如果你念過幕迪的講道，或者知道他服事的方式，他經常是以

令人流淚的故事作為他信息的結束，他會講到一個將要死去的

小男孩，被父親抱在懷裏，小男孩臨終的話是：“爸爸！我會

在天堂看到你嗎？”“是的，孩子，你會在天堂看到我。”然

後小孩就帶著笑容死了。每一個作父親的心都被觸摸了：“我

要在天堂與我的孩子在一起。”“所以到前面來吧，如果你要

在天堂與你的孩子在一起。”他們的情感被挑動了，但是扎的

不深，不是能常存的果子。 

相反的，芬尼博士（Dr Finney）藉著上帝的話語作了強有力

的傳道，他未成為傳道人以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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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律師，他能將聖經非常有邏輯、有條理的講述出來，成千上

萬的人在芬尼博士的奮興會中接受耶穌，五年後 85%的人仍在

耶穌基督裏，他們的信心不是出於情感上的決定，或一時的衝

動，而是建立於上帝的話語， 

這樣的果子就能常存。 

“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約翰福音

15:16) 

我相信上帝按立幕迪，我也相信上帝按立芬尼博士，上帝讓幕

迪傳福音給那些芬尼博士傳不到的人，而芬尼博士傳福音給那

些幕迪傳不到的人，當然幕迪是上帝給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佈

道家之一，上帝用不同的人和工具來傳福音給不同的人。 

我希望我不只是會結果子，還希望我所結的果子都是常存的果

子，所以我不在乎果子的數量，而是在乎果子的品質，這是為

何我要花這麼多的時間查考神的話，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約翰福音

15:3) 

“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約翰福音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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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結出許多的果子，也讓這些果子能常存。 

耶穌接著說了相當有趣的一段話： 

“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你們。”(約

翰福音 15:16) 

現在祂又回到禱告的主題，奉耶穌的名向父神禱告。我確實相

信禱告應該要奉耶穌的名向父神禱告，耶穌基督為我們設立這

個模式，在十四章祂說：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

耀。”(約翰福音 14:13) 

再次祂又說：“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祂就賜給

你們。”這段話有個大問題，你必須特別注意。 

祂沒有說天父“將”賜給你們，而是說天父“可以”賜給你

們，這表示天父從開始就要賜給我們，但禱告開了這門，將祂

從開始就要賜給我們的東西給我們。 

許多人以為禱告只是一段報告時間，要告訴上帝我所有的困

難，可能上帝還不知道，我已經處理這些困難太久了，我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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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決的辦法，讓上帝為我解決，對如何度過這難關，我已經

想清楚了，我開始禱告，上帝該這麼做，那麼作，我指示上帝

如何解決我的問題。 

我沒有讓上帝來指示我，也沒有為需要來禱告，因為我已經想

好上帝如何滿足我的需要，這是最好的方法。我禱告的方式是

命令性質的，我指揮上帝如何回應我，因為我一切都想好了。

我的方式是最妥當的。 

但是多少時候我失望了，因為上帝不按照我的方法來作，於是

我想：“喔！上帝不聽我的禱告，我已經告訴祂該如何做，假

如祂按照我的方法去作，早就沒問題了，祂就是不聽我的

話。” 

有時候我因為上帝不聽我的禱告而生氣，但有一天早上當我起

床時，我發現祂已經做好了，祂用我未曾想到的更好的方法處

理了，真是聰明，祂真正的回答了我的禱告，只是祂沒有按照

我的方法作。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當我們禱告時，要看到問題的核心，把

問題擺在祂的面前，對上帝說：“主啊！我知道你比我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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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你旨意行吧！”我開門讓上帝照自己的旨意來為我解決。 

禱告是與上帝的旨意達到一致，讓上帝憑祂的旨意行，一些人

認為要給上帝詳細指示，不然祂不知道如何回應你，我完全不

同意那些主張這種禱告方式。有一個傳道人寫了一本書，書上

講到他向上帝求一部腳踏車，他禱告了許久，上帝不給，有一

天他說：“主啊！我要求一部腳踏車，已經那麼久了，你為何

不給呢？”上帝回答說：“你從沒告訴我你要那一種，有十段

變速的，各式各樣的，你要哪一種腳踏車呢。” 

可憐的上帝居然不知道他要的是那一種，祂必須等人來告訴

祂：“我要十段變速並且有銀色條文的腳踏車。”我不認同這

種說法！ 

耶穌說：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

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馬可福音 6:8) 

所有我禱告要求的東西，只要是正確的，我未開口以前，上帝

已經要給我了，禱告是開門讓上帝照自己的旨意來為我解決，

上帝“可以”賜給你們，而不是“將”賜給你們，天父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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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天父要回答你的禱告，祂等著要為你行大事，但是祂也賜

給你選擇的能力，祂不能侵犯你的選擇，違背你的意志。 

禱告是同意上帝憑祂的旨意為你行事，使祂能夠將祂心目中的

東西賜給你。 

接著，耶穌再一次又講到愛的重要。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約翰福音

15:17) 

我們讀到許多關於遵守祂的命令，這讓我們對禱告有信心。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祂得著。因為我們遵守祂的命

令，行祂所喜悅的事。”(約翰一書 3:22) 

什麼是祂的命令呢？就是我們彼此相愛，這正是上帝要從祂的

葡萄園所尋找的果子，愛從上帝進入我們，再出去到彼此的生

命中，今天晚上上帝藉著主耶穌基督榮耀的愛，將我們的心連

結起來，讓我們可以有那種犧牲，能諒解人和饒恕人的愛來彼

此相待。讓上帝將我們心中對主內弟兄所懷的苦毒，怨恨或惡

意都除去，使我們能夠遵守耶穌基督的命令，像祂愛我們一樣

的彼此相愛，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常在主裏面，主也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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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願聖靈所結出的果子從我們生活中湧出。 

接著，耶穌告訴他們將會在世界中面對的問題：“祂到自己的

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祂。”(約翰福音 1:11) 

祂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祂造的，世界卻不認識祂。(約翰福

音 1:10) 

祂像是個外星人來到了地球，祂從沒有定居成為這個世界的公

民，是個外星人，耶穌說： 

“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或作該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

恨我了。”(約翰福音 15:18) 

不要感到驚訝，他們恨你是因為你愛耶穌，因為你和耶穌的關

係，他們恨你們以先，已經先恨耶穌了。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

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約翰福音

15:19) 

聖經教導我們：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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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了。(約翰一書 2:15) 

經文教導我們不要愛世界，但在這裏耶穌告訴我們世界不會愛

我們，你們若屬世界，或屬於他們的系統，他們會愛你，因為

他們必愛屬自己的。但是你們不屬世界，這是很嚴肅的事，足

以令我們每一個人要審察世界對我們的態度，要是人們稱讚我

是大好人，拍我的背說我作的真好？如果是這樣，那我要躲到

衣櫥中懺悔，並要求上帝原諒我，因為，你們若屬世界，世界

必愛屬自己的。 

只因你們不屬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

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

們的話。(約翰福音 15:20) 

你不能大過主人，他們恨祂，也會恨你，他們若逼迫了耶穌，

也要逼迫你們。 

“但他們因我的名，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因為他們不認識

那差我來的。”(約翰福音 15:21) 

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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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

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

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 5:11-12) 

假如你被世界迫害或取笑，必須知道這些遭遇都是為著主耶穌

基督的緣故，而不是因為你本身就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 

我讀大學時，認識一個最討厭的人，她有獨特的個性，喜好恭

維。她說話大聲，受歌劇的訓練，聲音的宏亮可以和美卡羅素

相比。我經常搭電車回家，有幾次會和她搭同一班車，當她從

背後看到我時，會以那唱歌劇的聲音大聲說：“讚美主！弟

兄！”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內，都轉頭看她是對誰說話。 

但是好像全車的人都知道是叫我。她甚至擾亂課堂，當人家說

個笑話，眾人都笑時，她是異聲突起，更是大聲。有一天我鼓

足勇氣念了一段經文給她聽：“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

言。”(哥林多前書 14:34)當她走開時說：“感謝主，我被迫

害了。”我知道這是不起作用的，但我不是為公義或主的緣故

來迫害她，只是因為她真是一個令人厭煩的人，像這一類因討

人厭而得到的迫害，並沒有什麼獎賞的。但是如果你真是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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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緣故在受苦。 

你與祂一同受苦，將來也會與祂一同作王，耶穌說： 

“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但他們因我的名，要向你

們行這一切的事，因為他們不認識那差我來的。我若沒有來教

訓他們，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他們的罪無可推諉了。”(約

翰福音 15:20-22) 

每個人要為他所知道的負起責任，而不需為他所不知道的負責

任，當上帝審判人時，是根據他所得到的知識，知道多少就負

多少責任，聖經說： 

“那些從沒聽過福音的人比聽過又離去的人還好。” 

那麼你會說：“好啊！這樣最好我不要聽到福音。”已經太遲

了，你要為聽到的負起責任，耶穌說：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他們的罪無可

推諉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行過別人

未曾行的事，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連我與我的父，他們也看

見也恨惡了。”(約翰福音 15:22-24) 

這裏控訴的是那些反對上帝給他們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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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說：‘他們無故恨

我。’”(約翰福音 15:25) 

你分析這些恨耶穌的人，實在是無緣無故，但有趣的是卻有許

多人是毫無道理的恨惡耶穌，這些人可以天南地北的和你聊

天，但說到耶穌就毫無理性了，他們言論激烈甚至使用暴力，

正常人卻充滿了恨，你問他們：“為何這麼恨耶穌？”他們不

能回答，因為沒有原因，他們不知道，但是恨就存在他們內

心。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

“(約翰福音 15:26) 

你注意到耶穌在這最後時刻教導祂的門徒的話語中，經常將

父，子，聖靈的關係連結起來。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

靈。”(15:26) 

這裏，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當我差祂來時，就是從父出來

真理的聖靈。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約翰福音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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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父，子，聖靈，祂們是連結在一起，聖靈是經耶穌的要求

父，而由父差派下來為耶穌作見證。 

“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約翰福

音 15:27) 

耶穌對祂的門徒宣告說，他們和聖靈都要為祂作見證， 

“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約翰福音 15:27) 

到底有多少人跟隨祂作門徒，我們不知道，除了那十二個使徒

外，還有許多人跟隨祂，日後當彼得站在門徒中間說： 

“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

的見證。”這是要取代猶大的位置，猶大已經犯罪規到自己的

地方，我們這委員會要撤換掉他，我們需要一個從起初就與我

們同在，他能見證這些事情和主的復活，來取代猶大作使徒的

位置，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就是從約翰施

洗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

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使徒

行傳 1:16，21，22) 

有趣的是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從起初就與耶穌同在，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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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約翰福

音 15:27) 

這是福音，是祂在世上事工的開始。 

下星期我們要查 16和 17章，在這星期中特別默想第 17章，

主耶穌的禱告，我們常說的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

都尊你的名為聖…”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

的名為聖…”(馬太福音 6:9)  

這不是主的禱告，這是一個讓信徒作模範的禱告，被稱為主禱

文，實際上這裏約翰福音 17章的禱告，才真是主禱文，這是

祂向父禱告，我建議你在這星期中特別默想第 17章主耶穌的

禱告，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 

願主幫助我們，不只是聽道，而是要作一個行道的人，以免我

們欺騙自己，讓上帝幫助我們遵守祂的誡命，要彼此相愛，因

祂愛我們甚至將祂自己給了我們，讓我們真正的常在主裏面，

願更多時間來讀神的話語，在電視機或其他屬肉體的娛樂上不

要花太多時間，常與祂同在，向祂學習，接受祂，在祂裏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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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願上帝的話語在我們心裏作工，潔淨我們，而讓我們能結

出果子，父的名因我們得榮耀，願神祝福你們，願神在這星期

中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將祂的愛，在你身上幫助這個苦難的世

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