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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子與葡萄樹 02 
與基督的聯合 
約翰福音 15:1-8 

 
唐興 牧師 

 
經文： 
1-父的主權和工作：生命的賜與和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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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工作和命令：生命的依靠和聯合。 
工作和果效：變化更新 

S TUVWX2YZVW<[8\]NO^>0
命令和說明：互相內住 

_ VW`aU2bc82daUVWbc>FEeBaU567f8ghHBiCDEK
VWeBaU2bc8d3jk>0
l 235678VW3FEKaU2bc<82daUGbc8j=HRCDE>X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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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和提醒：審判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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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的應許和呼召；生命的目的和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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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 因為他⼼怎樣思量， 他為⼈就是怎樣。他雖對你說：“請吃，請喝”， 他的⼼卻與你

相背。」	（for he is like one who is inwardly calculating-ESV; For as he thinks within himself, 

so he is.-NAS）聖經把⼈⼼裡的思想看為是⼈的所是；⼈⼼裡所思想的事物，⼈思想情感

意志活動的範圍就是⼈的所是。重⽣是神賜給⼈⼀個新⽣命，新的思想情感意志。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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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始是對神的話的明⽩和領受，是聖靈透過神的話在⼈⼼裡的超⾃然的⼯作，神的新創

造⼯作。所以，信⼼是發⾃於⼈的理性的，不是建立在感覺上的。信⼼必須建立在⼈對神

的認識上。認識神，認識耶穌是⼀種建立在理性上的活動（客觀的真理，主觀的經歷）。

正確的，在理性上對神的認識，必然帶來正確的情感和意志（在聖靈恩典的⼯作下）。這

是⼀個漸漸增加的過程，也就是新⽣命的長⼤的過程。「這新⼈在真知識上被更新，正如

造他主的形象。」（⻄3:10）這是神的救恩真理。這是會發⽣在每⼀個真正信耶穌的⼈⾝

上的事：⼈被更新成為神的形象——神的新創造⼯作，神的救恩。 

 

枝⼦和葡萄樹的比喻就是在講同⼀件事。耶穌是⽤圖像畫⾯來說明神的新創造，說明這個

新創造的⼯作，「重生」是與基督在生命上聯合的新生命。這是⼀個最偉⼤最重要的救恩

真理。所有救恩的真理：重⽣、稱義、成聖、聖徒的堅忍、得榮耀…都必須在與基督聯合

的真理之下來理解。 

 

中心思想：耶穌啟⽰與基督聯合的救恩真理。 

枝⼦與葡萄樹是講與基督聯合的救恩真理。耶穌講這個比喻的背景發⽣在他和⾨徒離開吃

逾越節晚餐的⾺可樓。這是耶穌被賣的那⼀夜。他們正要從⾺可樓，經過聖殿，出東城到

對⾯的橄欖⼭附近的客⻄⾺尼。耶穌要在那裡被捉拿，然後受審判然後被釘上⼗字架。 

耶穌知道⼀切要發⽣的事，祂還有許多的話要教導和啟⽰祂的⾨徒，他們將來是擔負新約

教會發展的核⼼⼈物。 

 

但是，這時候只有⼗⼀個⾨徒。因為猶⼤早已經在晚餐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離席，去向猶

太公會⼤祭司通風報信捉拿耶穌了。這是⾨徒萬萬沒有想到的事。在耶穌沒有明⽩指出猶

⼤之前，他們從來沒有看出猶⼤是假⾨徒。沒有⼈看出來跟從耶穌三年半的猶⼤是假⾨

徒。⽽耶穌從頭到尾都知道猶⼤是要出賣祂的⼈。對當時的⾨徒⽽⾔，這實在太令⼈震驚

了！ 

 

如果從外⾯的表現來看，彼得才可能是假⾨徒，他衝動、⾃⼤、愚昧無知，他甚⾄責備耶

穌不要祂上⼗字架。從外⾯的表現看，約翰和雅各是脾氣最⼤的，⼈稱他們為「雷⼦」

（可3:17）。從外表看，誰都不會懷疑猶⼤。但是，猶⼤卻和主耶穌沒有⽣命的聯合。這



 3 

是主耶穌在這裡啟⽰教導的背景。什麼是真正的⾨徒？什麼是真正的基督徒？神的救恩如

何成就施⾏在⼈⾝上？ 

耶穌和⾨徒離開⾺可樓，經過猶太⼈的聖殿，外⾯掛著巨⼤的⾦⾊的葡萄樹裝飾雕塑，在

逾越節⽉光下閃亮發光，耶穌在這時候就啟⽰了枝⼦與葡萄樹的救恩真理。 

 
經文解釋： 

1-父的主權和工作：生命的賜與和照管。�12345678293:;<=>? @A2
BCDE<FE8GHIJK@CDE<8GHLMNO8PFECDEQR>� 
0

舊約的以⾊列⼈被稱為是葡萄樹，結不出果⼦的葡萄樹；耶穌建立的新約會，是真葡萄

樹，是會結出果⼦的。但是有不同的枝⼦：結出葡萄的枝⼦是真⾨徒，不結果⼦的是假⾨

徒。假⾨徒結果被剪去，第6節說，假⾨徒結果是最後的審判。這裡⾄少有6個重點。 

第⼀，神在基督徒⾝上的施⾏救恩的⽬的就是「結果⼦」。 

第⼆，結果⼦是與基督聯合聖⽽產⽣的，不是⼈本性中的良善。（好樹vs.壞樹）（彼此

相愛） 

第三，所有結果⼦的基督徒都是真⾨徒徒，沒有結果⼦的基督徒是假⾨徒。 

第四，所有結出果⼦的基督徒都必需經歷天⽗的「修理乾淨」，沒有例外。 

第五，「修理乾淨」就是神在基督徒⽣活遭遇中的管教。（羅8） 

第六，基督在地上的教會（葡萄樹）包括不結果⼦的假⾨徒和結果⼦的真⾨徒兩種基督

徒。（上週主⽇） 

0
2-子的工作和命令：生命的依靠和聯合。 

2a-工作和果效：變化更新「S TUVWX2YZVW<[�λόγος�8\]NO^>」 

這是主耶穌把葡萄樹和枝⼦的比喻，把與祂聯合的關係建立在祂「講給他們的道」

�λόγος�上⾯。這是⼦的⼯作：基督透過祂的話，把與基督聯合的新⽣命注入在他們裡

⾯。不是說基督所說的話的本⾝的功效，⽽是說聖靈藉著基督的話，把⼀個新的⼼思、意

念、情感注入在⾨徒裡⾯。使他們產⽣了⼀種轉變，他們願意和有能⼒⼀直跟隨耶穌。他

們裡⾯的⽣命存在著新的對⼀切事物的看法。轉變已經開始了！只要轉變開始，從神的⾓

度來看，他們就是乾淨的，即使還沒有結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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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1-「已經乾淨了」。是指⾨徒已經因為耶穌的教導⽽重⽣了。耶穌的⽣命流動在他們

裡⾯，雖然這是⼀個開始，雖然他們常常失敗，雖然離他們結出聖靈的果⼦還有⼀段時

間，雖然他們還需要經歷天⽗修理乾淨他們的天然本性，但是，因為與基督聯合的⽣命，

基督的話在他們裡⾯，他們已經乾淨了。在天⽗恩典的照顧管理之下，他們結出果⼦只是

時間的問題。Lange:�奧古斯丁認為：這是客觀上的潔淨，正如在基督裡被稱義，需要主

觀上的潔淨，就是指成聖�奧古斯丁⽤稱義和成聖的教義來解釋「已經乾淨了。」 

 

2a.2-道/話=真理=基督本身。約17:17「1} �V�4MPGW�#8V<[H34M。」

不僅客觀的稱義，還是主觀的成聖，神是藉著基督的道，神的道成就的。「道」就是

「話」，中⽂把「話」翻譯為「道」。約翰福⾳第1章，「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

是神」。直接翻譯應該是：「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創世記第⼀章，神創

造天和地時，神所發出的命令，神的話，就是基督。基督是神的話，成了⾁⾝。約1:14

「道成了⾁⾝」，就是神的話成了⼈的樣式。耶穌就是神的話。 

 

2a3-基督的話=生命。如果我們從彼得前書來看，就更清楚了：彼前1:23「?S VW�^�

��ἀναγεννάω�8B3��i�<�E8�3��Bi�<�E83�����a�<[
�λόγος�>�雅1:18「1� G�gh< �8�4[¡真理的道�λόγῳ ἀληθείας��^2W8¢

2WUG�£<¤¥¦8§s¨©<DE>」約6:63主耶穌說：「¢=�<�3ª8«

¬3®¯<>2°VW±<~H3ª8H3�²>」聖靈和基督的話和⽣命是不可分

的。0

0

這節經⽂告訴我們要從基督的話來看神的救恩。與基督⽣命的聯合是從基督的話開始的。

基督的話有包括三個意思：第⼀，包括祂的⼈，祂就是話。第⼆，包括祂成為⼈在地上全

部的教導，和所做的事。第三，包括祂在成為⾁⾝之前，在舊約時期作為「顯現的耶和

華」所說的話和所作的事。這樣，舊約時期的真以⾊列⼈也是藉著神活潑長存的道重⽣的

（羅10-這話離你們不遠）整本聖經都是基督的話。基督今天透過教會傳講祂的話把祂的

⾨徒與祂的⽣命聯合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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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救恩是出於基督的話，不是外來的添加物，是聖靈在信徒內⼼⼯作產⽣的。基督的

話帶來更新的果效；基督的話是基督徒⽣命的依靠和聯合。「S TUVWX2YZVW<

[�λόγος�8\]NO^>」這是基督⼯作的果效：基督的話所帶來更新的果效 

 

應用：所以，我們看到基督在救恩中的⼯作是發出神的話。這是教會的唯⼀功⽤？我們要

問的問題是：我們到教會的⽬的是什麼？是為了要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起？是為了要參

加說中⽂的社交聚會？這些的本⾝都沒有不好，但是若是在教會中沒有基督的話，那麼就

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教會最主要的功⽤就是把基督的話，基督的教導，基督的⼯作，仔

細的，準確的，重複的解釋說明。基督透過教會傳講的信⼼的話更新我們（羅10）。 

0

2b-命令和說明：互相內住。「_ VW`aU2bc82daUVWbc>FEeBaU
567f8ghHBi結果子KVWeBaU2bc8d3jk>l 235678VW3
FEKaU2bc<82daUGbc8j=HRCDE>Xmn^28VWHBiop

q>」 

主耶穌在這裡⽤命令語氣來說明與基督聯合的救恩真理：基督徒必須和基督的⽣命是相互

連結的，基督徒需要完全依靠主的⽣命才能結出果⼦（=責任）。如同葡萄樹的枝⼦必須

完全依靠葡萄樹，與葡萄樹連結，才能結出果⼦。我們「住在主裡」和「基督住在我們裡

⾯」，這種「相互的內住」是「結果子」的必要條件。如果從第1-2節來看，這是⽗神的

⼯作。基督徒要完全依靠主的⽣命，經過天⽗的修理乾淨，才能結出果⼦（彼此相愛）。 

 

基督教的神秘主義最喜歡⽤這段經⽂來說明⼀種特別的神秘的經歷。我們必須非常⼩⼼地

解釋這段經⽂。因為「相互內住」是結果⼦的必要條件。我們先要理解什麼是「果⼦」？

然後再來看什麼是「住在主裡⾯」。 

 
2b.1-結果子=內在生命的改變。是基督徒因為明白神的話，產生內在生命的轉變，彰顯於

外在的言語、行為上，特別是對罪的悔改。這不是⾏律法。什麼是內在的⽣命轉變呢？讓

我們再回想⼀下：什麼是內在⽣命的轉變。「⽣命的轉變」就是：羅⾺書「⼼意更新⽽變

化」（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μεταμορφοῦσθε τῇ ἀνακαινώσει τοῦ νοὸς]。希臘⽂

是：（metanoeo, metanoia.）中⽂翻譯為「悔改」。⽣命的轉變發⽣於悟性[νοὸς]

（noos），理解⼒，思考⼒，悟性，思考⽅式，對事情的理解⼒和看法的更新改變。就

是「悔改」的最根本的意思。結果⼦就是從這種真實的悔改產⽣，包括真實的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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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詩篇1篇的「不從惡⼈的計謀」不順著不信神的⼈的思想模式。羅⾺書8章的，不順

從⾁體/本性，不體貼⾁體/本性的事。這種的轉變的發⽣，是神的靈透過神的話，基督的

話，使信徒明⽩神的旨意⽽產⽣的轉變。主耶穌在太13章撒種的比喻說，種⼦，就是神

的話，撒在好⼟裡，就是⼈聽道明⽩了，後來就結出果⼦，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

39倍的。因此，內在⽣命的轉變是從對神的話的領受和明⽩產⽣的「真實的悔改」。 

 

2b.2-結果子=生活經歷上的轉變。丁道爾聖經註釋：「這段上下⽂強調，當⾨徒遵守耶穌

的話⽽常在祂裏⾯，並且耶穌透過聖靈仍繼續與⾨徒團契時，才能結出「果⼦」，這表⽰

「果⼦」應當指，當⾨徒遵⾏耶穌的教訓且透過聖靈在生活中經歷到耶穌時，他們所活出

的整個⽣活和事奉。」⾸先發⽣內⼼的改變，然後在⽣活和事奉上所表現出來。 

 

舉例。對罪的認識。繼續的悔改，不斷的悔改，深刻的悔改。對神和基督的認識的認識在

真知識上的漸漸增加就是這裡講的內在⽣命的轉變。 

 

2b.2-「住在主裡」。「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什麼是「住在主裡

⾯」？「常在」[μένω]（meno）。「常在」不是有時候在，有時候不在。⽽是不離開的

意思。這個字的原⽂的意思是「停留」(remain) 或「居住/住」(abide) 的意思。這個字

從4-11節，在8節的經⽂中重複出現了12次。耶穌⼀再重複使⽤這個字，是要使我們知道

它對我們的救恩的重要性。 

 

改⾰宗牧師神學家波益斯（James Montgomery Boice）：「葡萄樹需要培養⾄少3年時

間，才能結出葡萄。葡萄樹必須⼀⽽再，再⽽三的被修剪，唯有在這之後，才能結出果

⼦。同樣的，在我們的⽣命中，我們似乎經過了長時間，在天⽗的⼿中接受相當激進的治

療，⽽幾乎沒有看到任何果⼦⽣長出來。在這些時候，我們懷疑⾃⼰是否會結出果⼦。但

是，那只是因為我們看不到神所看⾒的。我們不具有祂的視⾓。不要灰⼼喪氣，如果發⽣

在你⾝上。相反，請記住，如果我們真的密切地住在他裡⾯，耶穌會在適當的時候應許結

果⼦。	我們可以作⾒證，過基督徒的⽣活，從某種意義上說，拒絕關⼼結果；	因為，歸

根結底，上帝是對葡萄園負責的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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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住在主裡⾯」就是停留，不要離開主，不要因為外在的環境和遭遇，⽽離開了我

們的信⼼，離開我們的信仰。不要離開，不要放棄，要持守住我們所信的。耶穌要祂的⾨

徒不要離開耶穌對他們的教導，不要放棄他們的信仰。論外在環境如何，無論他們遭受什

麼苦難，他們都不要離開他們的信⼼。換⾔之，這就是救恩成聖過程中的「堅忍」。這是

最基本的意思。	

 

2b.2a-命令：「住在主裡面」=對基督的話完全的依靠。荷蘭新約神學家黎德堡（Herman 

Ridderbos） 認為：「這可以藉著臨別的情況來解釋，在要離開⾨徒之前，耶穌是在極

⼒要求祂的⾨徒，在祂離開後要持守/住在對祂的忠⼼上。這種『住在』的必需性和本

質，在這裡被推進了⼀步，比其他地⽅還要更清楚，加上了葡萄樹的圖像，成為持續結出

果⼦的唯⼀可能性。因此，『住在祂裡⾯』不是⼀種休息停⽌的狀態，不是持守⾨徒已經

從耶穌所領受的，只是要保存它們（太25:24-1000兩銀⼦），⽽是⼀種對祂的依附，成

為⼒量的重要來源，以便結出更多多果⼦。」 

 

D.A. Carson 說：「這是⼀種⽣機的成長，是內在的成長，由葡萄樹的⽣命在枝⼦裡⾯流

動所造成的，⽽且只有這種成長才可以結出果⼦來。這裡當枝⼦被賦予住在葡萄樹上的責

任時，略微延伸了葡萄樹的意象，但是意思卻很清楚：繼續仰賴祂，始終在屬靈⽅⾯吸入

祂的⽣命。」 

 

2b.2b-命令：「住在主裡面」=與基督屬靈上的交通。德國神學家藍恩（John Peter 

Lange）:「住在主「裡⾯」，是與基督在屬靈上的交流（spiritual communion）中⼀種

真實的內在有活⼒的連結。」耶穌在⾁⾝時與⾨徒同在，現在祂將有回到⽗神那裡去，祂

並沒有撇下祂的⾨徒，⽽是在祂復活之後繼續回在聖靈裡和他們同在，和他們有屬靈上的

交流。屬靈上的交流是什麼呢？就是詩篇1篇所說的：「晝夜思想神的律法」（詩1:2），

不僅是從聖經中認識神，認識的旨意，認識神在基督裡的救恩計畫，並且是把神的話應⽤

交織在⽣活中。禱告就成為這個新⽣命與基督聯合的標記。「住在主裡⾯」是把思想情感

意志停留在神的話上⾯，這是在禱告中與基督有屬靈的交流。荷蘭神學家黎德堡

（Herman Ridderbos）說：「禱告是『住在主裡⾯』最重要的形式」。禱告是⼀種主觀

經歷上和基督屬靈上的交通和⽣命的聯合。沒有真⾨徒是不禱告的，私下的禱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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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習慣性的禱告，公開的禱告。禱告是基督徒發⾃內⼼⾃然⽽然的流露。整本詩篇都是

與基督⽣命聯合的禱告，彰顯出詩篇的作者和神之間屬靈上無時無刻的交通：「晝夜思想

神的律法」。 

 

2b.2c-應許：「住在主裡面」=三一神的內住。約14:20「20 到那⽇你們就知道我在⽗裡

⾯，你們在我裡⾯，我也在你們裡⾯。」三⼀神的內住是透過聖靈的內住成就的「叫祂

（聖靈）永遠與你們同在」「?? V�³Z2<��82\³ZGW8PGW´µm¶8
s2W´µm¶>?S 2UGWbc8VU2bc8PGW··¸¸¹´µm¶8¢º=
»[V¼^2y8d»[V½GW¾¿½2¶k>」 

 

羅⾺書8:19「9 如果神的靈住[οἰκέω]（live, dwell）在你們裡面，你們就不屬⾁體，乃屬聖

靈了。⼈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10 基督若在你們裡面，⾝體就因罪⽽死，

⼼靈卻因義⽽活。11 然⽽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那叫基督耶穌從

死裡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裡面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體⼜活過來。」基督藉著聖

靈內住在信徒的裡⾯。住在信徒的⼼思、情感、意念中。因信稱義的基督徒說話⾏事都會

在主觀上，在經歷上經歷到聖靈，基督的靈，神的靈的引導和帶領。 

 

約⼀3：24「24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μένω]（meno）在神裡⾯，神也住在他裡面。我們

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約⼀4:12「12 從來沒有⼈⾒過

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μένω]（meno）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在我們裡⾯得以完

全了。	13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裡⾯，他也住在我們裡⾯。」 

約⼀4:16「神就是愛！住在愛裡⾯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17 這樣，愛

在我們裡⾯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坦然無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

如何。」 

 

三位⼀體的神，⽗ ⼦聖靈住在我們裡⾯，這是整個與基督聯合的救恩真理。⽗賜給我們

聖靈，基督住在聖靈裡⾯，神住在基督裡⾯。這是真正的基督徒：三位⼀體的神住在他們

裡⾯。這是另⼈匪夷所思的真理，這是超越⼈理性範圍的真理，這是另⼈無法想像的救恩



 9 

真理：三位⼀體的神住在蒙恩得救的罪⼈裡⾯。如果⼈問你：你作為基督徒是什麼意思？

正確的回答是：創造天地的神住在我裡⾯。 

 
 

2c-警告和提醒：審判結局「r =eBÀU2bc8HsFEtUucvN8=wxyz

U{b|^>�這是指最後的審判。主耶穌在約12：48對「48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

⼈，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要審判他。」當然，這裡所指的就是賣主的猶

⼤，他是假⾨徒的代表。他是最後審判主耶穌說，我不認識你的那些⼈的代表，他是⼗個

童女中，沒有預備油的童女。這是在警告、激勵、敦促和提醒那些真⾨徒，當還沒有結出

果⼦時，要繼續堅忍往前。最後審判的警告對他們⽽⾔也是必要的，為的是以免他們過度

的放縱⾃⼰本性的閒懶⽽不結果⼦。 

0

另⼀⽅⾯，這告訴我們內在⽣命沒有改變的⼈，就像枯枝⼀樣。即使在表⾯上與耶穌是有

關聯的，甚⾄表現出興旺發達，充滿活⼒，但是當他們經過試驗，當他們應該結出果⼦

時，卻表現出完全相反的情況，完全違背主對祂⾨徒的期望和要求。 

 

結論：什麼是真基督徒？基督徒的意義是什麼？枝⼦與葡萄樹的比喻告訴我們，基督徒的

意思就是與基督⽣命的聯合，有三位⼀體的神的內住。這種⽣命的聯合，產⽣⼀種內在的

轉變，發⽣在思想悟性理解⼒的轉變上，帶來⽣活事奉上，⾔語⾏為上的轉變。這種的轉

變彰顯出像基督⼀樣的特質態度：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

制。⽽彰顯在彼此相愛上。這是與基督聯合的救恩真理。 

 

禱告： 
 
3-子的應許和呼召；生命的目的和特權 
應許與特權 

} VWeaU2bc82<~daUVWbcK@VW���<8��HZVW�H>0

呼召與目的 

� VWRCDE829HX����8VWdH32<�$^�Á1SÂSlÃ�Ä½Å0

Æ 2½VW8Ç¾9½2¶k8VW`aU2<½b>1È VWeÉÊ2<²Ë8HaU2
<½bKÇ¾2ÉÊ^29<²Ë8aUG<½b>0 11 jÌÍ2\]°VW±^83`
¢2<ÎÏ�UVWÐb8Ñ¢VW<ÎÏÒÓÔÕ>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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