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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真葡萄樹主是真葡萄樹主是真葡萄樹主是真葡萄樹 
(約翰福音 15:1-8)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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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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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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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約 15:1-8) 
 
   耶穌在約翰福音中說了七個我是，是講到我們和祂生命中的關係。耶穌說，我是，乃是講到祂是神。
祂說的七個我是都是講到祂和我們的關係。 
 
  第一，論到生命豐盛的供應，耶穌說，我是生命的糧。(約 6:34) 唯有這糧可以豐盛地供應我們生命的
需要，直到永遠。耶穌說：「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 6:35) 神供應我們，
我們從神那裏得到供應。這是生命供應的關係。 
 
  第二，論到我們生命所需要的指引，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約 8:12) 唯有這光可使跟隨的人不在黑
暗裏行走。(約 8:12) 我們信主後在光中與神同行，罪得赦免，與神有親密的團契。何等喜樂! (約一 1:7) 
光照亮我們，我們在光中得到引領，跟隨一位全知，全能，無所不在的主。 這是與神同行的喜樂，在
光中我們見光，成為光明的子女。神救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將我們遷到愛子的國裏。(西 1:13) 何等的
權利! 神竟然讓我們與祂永遠同行。這是生命得光照，與神同行的關係。 
  第三，論到我們如何得到救恩，耶穌說，我是羊的門。(約 10:7) 唯有這門可以讓進來的人不但得救，
而且可以得到屬天的供應。(約 10:9) 我們進入救恩的門後，耶穌認識我們是祂的羊。讓我們藉著祂，不
但得生命，並且得更豐盛的生命。(約 10:10) 這是講到耶穌是通往天國唯一的門，若不願意進入這門，
就必進入陰間的門。(太 16:18) 耶穌從死裏復活後，手中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祂開了死亡和陰間的
門，祂開了沒有人能關，祂關了沒有人能開。(啟 1:18) 這是生死之間的拯救關係。 
 
  第四，論到我們得生命所需要付的代價，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10:11) 唯有這好
牧人愛我們，願意為我們捨命，好讓我們得以脫離撒但的手。唯有耶穌願意為我們愛在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 5:7) 這是一個愛的關係，是朋友的關係。人為朋友捨命，
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 15:13)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知道何為愛。(約一 3:16) 這是因著愛願意
付出生命代價的關係。 
 
  第五，論到我們復活得生命所需要的盼望，耶穌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約 11:25) 唯有耶穌能如此
宣告，祂就是復活，祂就是生命，在祂沒有死亡，祂能勝過死亡。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
也無人有權力掌管死期，這場爭戰，無人能免。(傳 8:8) 死亡是人類最大的敵人，唯有耶穌能夠勝過。
(林前 15:26) 耶穌是惟一有能力救我們脫離掌死權的魔鬼的救主。(來 2:12-13) 這是一個救贖主與盼望被
贖的子民之間勝過魔鬼權勢的得勝關係。 
 
  第六，論到如何引我們到天父親面前，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 若不藉著耶穌，沒
有人能到天父那裏去。耶穌就是道路，通往天國路上的攔阻是藉著耶穌基督的身體為我們破碎而除去
的。(來 10:19-20)。耶穌就是真理，耶穌從天來到地上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耶穌的
話。(約 8:37) 信耶穌的人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我們得自由。(約 8:32) 耶穌讓我們知道，祂為我們的緣
故，自己分別為聖，叫我們也因真理成聖。(約 18:17)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若沒有耶穌所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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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到神的面前來。人不能見神的面，因為人見神的面不能存活。(出 33:20) 耶穌是我們升入高天尊
榮的大祭司，祂體恤我們，使我憑著祂所賜的這新生命，我們在基督裏面，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父神的
施恩寶座前。(來 4:16) 耶穌吩咐我們，可以奉祂的名向父祈求。如此的祈求，必蒙垂聽。(約 14:13-14) 
這是一個將生命全然委身來祝福對方的關係。 
 
  以上耶穌賜給我們與祂的六種生命的關係是何等的寶貴! 第一，我是生命的糧，一個生命得供應的關
係。第二，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行。一個生命得光照，與神同行的關係。第三，我是
羊的門，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一個生死之
間的拯救關係。第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一個因著愛，願意付出生命代價的關係。第五，
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一個救贖主與盼望被贖的子民之間勝過魔鬼權
勢的得勝關係。第六，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一個將生命全然
委身來祝福對方的關係。有了這一切的關係後耶穌還應許門徒甚麼關係呢? 
 
  耶穌應許最後的這一個生命的關係，是超過人所求所想的的親密關係。這就是葡萄樹與枝子的關係。
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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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是講到我們和祂生命中同一性質的關係。 
 
一一一一 屬於主的生命屬於主的生命屬於主的生命屬於主的生命 
 
  主是真葡萄樹，父神是栽培的人。想到葡萄樹，就想到可口的葡萄。年年結果纍纍的的葡萄樹，代表
著生命中歡樂豐收的節慶。(詩 128:3) 在舊約中葡萄樹代表以色列國，神的子民是神栽種的，是神所喜
愛的，是要為神結好葡萄的。(賽 5:1-7) 葡萄樹有許多枝子，這些枝子與葡萄樹是同一個性質的。讓我
們仔細思想這段經節給我們的啟示： 
 
1 主權 
  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約 15:1) 葡萄樹是屬於栽種上等的葡萄樹的人，神是
主人，我們屬於神。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乃是神所揀選的人。(約 15:19) 在講葡萄樹的比喻前，
耶穌講到這世界的王將到，這世界的王就是撒但，世界的王在主裏一無所有。(約 14:30) 我們也當知
道，在世上我們有苦難，但我們可以放心，基督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2 養料 
  葡萄樹的枝子所需要的養料都是從葡萄樹得到供應的。耶穌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祂供應我們一切
的需要。 
 
3 保護 
  葡萄園需要籬笆圍住，保護葡萄樹不被傷害，破壞，踐踏。沒有人照顧，鋤刨，葡萄園就荒廢，長荊
棘蒺藜。(賽 5:5-6) 我們需要神的保護，不讓世界霸佔我們的心，不讓我們的生命被荊棘蒺藜擠住。(太
13:7) 
 
4 修剪 
  葡萄樹的枝子須要修剪，才能使枝子結果子更多。修剪乃是按照神的真道來洗淨我們。使我們這個人
成為神的見證人。當我們分別為聖，願意為主而活，我們就能結果子，榮耀神。 
 
5根源 
  葡萄樹的枝子是從葡萄樹長出來的，不是從別種樹上取來的。葡萄樹是父神栽種的，不可將野葡萄的
枝子接上來，若接上野葡萄，就不能父神所要結的果子。(賽 5:4) 神將祂自己屬天的生命賜給我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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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然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前 1:4)我們這亞當的後裔本來是屬土
的，必朽壞的，是犯罪的，是與神隔絕的，是心中與神為敵的。但是耶穌基督藉著他的死，將我們帶進
末後的亞當裏。(林前 15:45) 我們所得的新的身體是屬靈的，不朽壞的，是聖潔的，是與神完全可以自
由交通的，是與神合好的。我們成為耶穌基督的新婦，是同一生命的源頭。基督與教會，新郎與新婦。
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祕。(弗 5:32) 舊約聖經記載，亞當沉睡後，從他的肋旁被切開，夏娃從亞
當而出。新約聖經記載，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釘死，肋旁受傷，教會從基督而出。舊約豫表，亞當和夏娃
成為一體，亞當是夏娃的頭。新約宣告，基督與教會同一個身體，基督是教會的頭。基督再來的時候，
我們要見祂的面，到那日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約一 3:2)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
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
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 3:20-21) 我們永遠要稱頌神，祂賜給我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我們要永遠敬拜神，站在被造之物的地位，感謝這位創造萬物的宇宙大主宰。 
 
二二二二 結果子的生命結果子的生命結果子的生命結果子的生命 
 
  葡萄樹的枝子若不連接在葡萄樹上就不能結果子。結果子的生命是與神聯合的生命，這生命是連續不
斷地與主交通的生命。這種與神完全連結的生命可讓我們結果子。 
 
1 結果子的條件 

  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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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約翰福音 15:4裏提到我們與主的關係，門徒與主彼此內住
是有條件的。主應許祂常住在我們裏面的條件是我們必須要常住在主裏面。當我們選擇不與主交通的時
候，主就不常住在我們裏面。我們是藉著正確的讀經和禱告來與主交通，我們讀經和禱告時要避免一切
很強的主觀和偏見。我們不可從聖經中找一些經文來為一些不當行為來辯護，我們當以渴慕的心來讀
經，為了要聽見神的聲音。我們的禱告不單僅求個人需要的滿足，禱告包括五個主要的項目：讚美，感
恩，認罪，代求，和祈求。 

 
2 結果子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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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住在基督裏並不是偶爾與主交談，參加一次特別聚會，或是聽傳道人講一
篇好的信息。住在基督裏乃是與神毫無攔阻的交通，甚至到一個地步，神不再僅僅是你生命中的一部
份，神已成為你的生命。你活著是為神而活。 祂是你生命的重心，遠超過你的事業，學業，和雄心抱
負。 

 
枝子如何需要葡萄樹，基督徒也如何需要神; 與神隔絕就是屬靈的死亡。正如枝子必須永遠接在葡萄
樹上，基督徒也必須不斷地住在基督裏。試想我們若半年不吃東西，或是每兩週吃一次，我們一定會陷
入饑餓和脫水的狀況。同樣，如果我們與神的交通僅限於主日或睡覺前的一小段時間，我們也很快就會
進入屬靈的枯乾和脫水的狀態中。我們需要神! 
 
接著耶穌直接講到不結果子的危險。我們當受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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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離了神，我們就不能結果子，我們若住在基督裏，就必結果
子。約翰福音 15:6 對我們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警告。如果結果子是與神的生命聯合的明證。相反，經常
不結果子則顯明未曾與神聯合，也沒有蒙拯救。 這樣的枝子要被剪去，扔在火裏燒了。人應當自己省
察，從我們所結的果子來看我們是否蒙拯救。當記得，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 我們要活在基督裏。 
 
3 結果子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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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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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若與主連接，我們必然會結出聖靈的果子。聖靈的果子乃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加 3:22-23) 希臘文中聖靈的果子是單數的，不是九種果子，乃是一種果子，有九
種特性。聖靈的果子乃是聖靈內住的印證。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
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
他們來。(太 7:17-20) 壞果子就是情慾的果子，就如姦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
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醉酒、荒宴等類。(加 3:19-21) 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
的國。(加 3:21) 
 
  結果子除了生命成熟結聖靈的果子外，也有仁義的果子。(腓 1:11)有讚美的果子。我們應當靠著耶
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來 13:15)除此以外也有領人歸主
的果子。以拜尼土安是保羅在亞西亞歸基督初結的果子。(羅 16:5) 司提反一家是保羅在亞該亞初結的果
子。(林前 16:15) 保羅渴望去羅馬在他們中間，得些果子。(羅 1:13) 
 
  感謝神! 耶穌將我們結果子的條件，應許，和印證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不可輕忽這件大事。 
 
三三三三 榮耀神的生命榮耀神的生命榮耀神的生命榮耀神的生命 
 
  最後讓我們來思想這屬神的生命，就是結果子的生命。千萬不可忽略神的警告，我們不可自暴自棄，
或是貪愛世界，放鬆肉體的情慾。基督精兵一定要穿上全副軍裝，持續不斷地抗拒撒但的引誘，朝著人
生最高的目標，就是在一切事上榮耀神的標竿，勇敢地向前邁進。 
 
  如何能榮耀神呢? 耶穌說：「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約 15:8) 
我們知道基督進入我們心裏和我們住在基督裏的區別嗎? 從信主的那一刻起，基督就進入我們的心裏，
然而我們要問，是否我們真正住在基督裏? 我們若住在基督裏，我們的新生命就必是一個多結果子，榮
耀神的生命。 

 
我們接受了神所賜的新生命，我們是屬於神的人。我們的生命經過聖靈的帶領，分別為聖，為主而
活，與神同行，就能結果子。凡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事事榮耀主名。我們應當倚靠神，過聖潔的生活，
結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太 3:8,10) 世人若看不出我們是否是主的門徒，那我們就當認真思考我們是否
真是主的門徒。(約 13:35) 以下的問題天天都提醒我們： 

 
1 我是否住在基督裏? 我與主的關係是否親蜜? 
2 我需要養成那些好習慣，才能讓我不間斷地住在基督裏? 
3 我每日當分別那一段時間來到神面前好幫助我維持終日不間斷地 
  與神同在? 
4 我是否多結果子? 結出的是那一種果子? 
5 神是否在我身上和我所行的事上得一切榮耀?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感謝神! 我們若不是葡萄樹上的枝子，我們不可能結果子。我
們的生命是屬於主的，我們若住在主裏面，凡事順服聖靈的帶領，渴慕在我們的生命中，多結果子，榮
耀神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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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
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5:7,8) 

 
禱告: 親愛的主，求祢幫助我們，使我們能住在祢裏面，好讓我多結果子，榮耀祢的聖名，顯出我們

是你的門徒的憑據來。阿們! 
                                                                                    N04151孫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