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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堂，我盡量不超過一點鐘，所以請弟兄姊妹安

心。請我們看約翰福音第 15 章。約翰福音第 15 章，我們從第 1 節念

起，念到第 11 節。主耶穌說：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

祂就剪去；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幹凈，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現在

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幹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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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不能作什麽。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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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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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祂的愛裏。“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

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我們低頭禱告：主我們是在感謝贊美祢，祢帶領我們一直到這最

後的一堂，一切都是憐憫一切都是恩典，我們求祢，祝福祢的話語，

叫祢的話語在我們的裏面成為靈，成為生命。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神把祂一切的豐盛都居住在基督的裏面，神

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的裏面，神為什麽要這樣做

呢？因為神要我們能得著一切的豐盛。我記得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從

前有一個人他是非常富有的，在當時的時候的富有乃是牛羊和田地，

這個人他有許多的田地，他有許多的牛羊和牲畜。他也有許多的仆人、

奴隸和婢女，但是他只有一個兒子，他的兒子就被他送到外國去念書，

當他的兒子在外國念書的時候，這個父親就得了重病，他已經病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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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過去，所以他就趕快通知他的兒子，叫他的兒子趕快就回來，但是

他很怕他的兒子回來來不及，所以他就請了一個律師來，來立了一個

遺囑，盼望說，如果他的兒子見不到他的面的時候，那麽就可以照著

遺囑來執行，果然到他兒子趕回來的時候，這個父親已經離開了世界。 

等喪事結束之後，這個律師就召集家裏所有的人，他在那裏要把

這個遺囑讀出來，所以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個屋子的裏面，他的兒子

在那裏，他許多的奴隸都在那裏，都在那裏等候這個遺囑，律師就讀

這個遺囑，遺囑是這樣寫的，他說我要把我所有的產業，我整個的產

業，不管是哪一類的產業，我要把我所有的產業，都給我的管家，然

後呢，我要讓我的兒子在我管家身上來取產業中的任何一件。那當這

個遺囑讀出來的時候，當然這個兒子非常的失望，他是獨生的兒子，

盼望他的父親把所有的產業都給他，但是他的父親把這個產業都給了

這個管家，而是應許他在所有的產業中撿一件而已。他如果要牛他就

沒有羊；如果他要房子就沒有田地；所以他覺得恐怕父親臨終的時候

腦子有點不清楚了，他非常的憂傷。 

這個時候律師就在他耳朵裏頭輕輕的說了一句話，當這句話說出

來的時候，兒子的臉就笑起來了，他說我要尊重我父親的遺囑，他應

許我在所有的產業中就揀一件，我現在要來揀了，我揀這個管家，因

為這個管家也是一個奴隸，也是產業中的一部分，當他得著管家的時

候，他就得著一切了。因為這個父親他願意把一切所有的都要給他的

兒子，他沒有辦法把一件一件都記下來，他很怕他漏掉了一些什麽東

西，所以他就立了這樣一個遺囑。我想弟兄姊妹，在這裏我們看見神

為什麽把他所有的豐富都藏在基督裏呢？因為祂怕漏掉了一些什麽

恩典給我們，祂把他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的裏面，如

果我們揀選基督的話，我們的一樣的好處都不漏掉，這個就是神奇妙

的大愛。 

我們在第二天早晨也談到我們怎樣才能進到基督裏面去，我們知

道在約翰福音裏面，有一個字就是「信」這個字，這個字在約翰福音

裏用的很多，但是當約翰福音用這個字的時候，在原文裏頭這個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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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加了一個字，那個字如果用中文的話來講就是「入」，所以約翰福

音裏頭那個「信」常常是「信入」的意思。我們不但是光光在那裏信，

信這位主耶穌基督，當我們信的時候，我們是信入基督，我們信的時

候，神就把我們放到基督的裏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所有

信主耶穌的人，我們都是在基督裏。神已經把我們從亞當裏面遷出來

了，把我們放在了基督的裏面，因著主耶穌的死我們向亞當死了，應

作主耶穌的復活，我們今天是活在基督的裏面了。 

因此我們看見，神在基督裏已經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祝福都賜給了

我們，好像我們弟兄下午所講的，神對亞伯拉罕說你舉目東西南北去

看去，你所看見的都是你的，都賜給你了；又像摩西神帶領他到了山

上，叫他看見神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神說這些我都是要給以色

列人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昨天早晨在這裏看見，神在基督裏，曾已經

把天上所有屬靈的福氣都賜給了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那麽今天早

晨，我們願意再進一步的說，一切神的豐盛都在基督裏，神也把我們

放在基督裏，神也在基督裏把所有天上的祝福都給了我們了，神說這

一切都是你們的，那麽現在，我們要怎樣去享受它，我們怎樣來經歷

在基督裏這一切的豐富。好像以色列的百姓，神把迦南地已經賜給了

他們，甚至神說，你們要進去，凡是你們腳所踏的地就是屬於你們的，

這個地已經是他們的了，但是他們不能經歷這個地的豐富，只等到他

們把腳就踏在那個地上。所以今天在我們基督徒的身上也是如此，神

已經在基督裏把所有的豐富都給了我們，但是現在神說，你們要進去，

要去支取去得著。 

我們要用約翰書第 15 章主耶穌的話來做一個底子，在主耶穌被

賣的那一夜，祂與祂的門徒又吃了逾越節的筵席，並且祂也設立了我

們今天所紀念的這一個桌子，祂與祂的門徒講最後的那一番的話語，

祂要給祂的門徒看見，祂與祂門徒一個新的關系。當祂在世界上的時

候，我們的主耶穌是他們的父子，我們的主耶穌在那裏教訓他們，但

是祂與祂門徒的關系都是旁邊的關系，現在主要給他們看見，祂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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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祂去了之後，祂回來的時候，祂與祂們的關系是一種新的關系，

不是在旁邊的關系，乃是在裏面的關系，所以祂就說我是真葡萄樹，

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弟兄姊妹在這裏，我們看見有一個字叫「是」，所以在這裏我們

看見有這樣一個「是」這個字，什麽時候你在聖經上看見「是」，你

就知道這個是真理，這一個是神在基督裏所已經為我們所做成的，這

一個是永遠不改變的。主耶穌說：我是葡萄樹，當我們的主道成肉身

來到地上的時候，祂就是這個真的葡萄樹，而我們呢？我們乃是枝子，

葡萄樹和枝子是聯合為一的。弟兄姊妹，這裏我們要看見，今天我們

不是與神格聯合，我們乃是與道成肉身的神的兒子聯合；我們不是與

神格聯合叫我們成為神，我們乃是與道成肉身的神的兒子聯合。這個

聯合叫我們能享受神格的豐富，我盼望弟兄姊妹在這裏要很清楚，我

們與神的聯合，不是在神格上的聯合，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也做了神

了，我們永遠是人，唯有神是神，我們永遠是人。但是雖然這樣，我

們卻能在生命上與他聯合，我們與他道成肉身的愛子的來聯合，因為

所有神的豐富都在祂兒子的裏面，所以當我們與祂兒子聯合的時候，

我們就能享受神一切的豐富。真理是不變的，真理是絕對的，換一句

話說，不管我們的光景怎樣，我們不能改變真理，我們不能改變神在

基督裏為我們完成的，祂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這個乃是絕對的。

如果弟兄姊妹，我們對這句話有啟示的話，我們弟兄昨天晚上就提到

啟示這句話，如果我們對這句話有啟示的話，在我們的生命中就有大

的變化。 

你知道約翰書十五章葡萄樹這個事情，在教會的歷史上，有一個

典型的榜樣，那個典型的榜樣就是戴德生他的故事，我們中國人與戴

德生有很大的關系，雖然戴德生是一個英國人，但是神呼召他到中國

去傳道，福音傳到中國內地是從戴德生開始的。他年輕的時候就把自

己獻給主，他就準備他自己到中國去傳道，他到了中國，普通的傳教

士都是在通商的海口，都在租界的裏面，但是戴德生他覺得他如果要

傳福音給中國人的話，他必定要進到中國人中間去。所以他就從租界

搬到中國地界，他覺得說要對中國人傳福音，他一定要像中國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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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人那時候有辮子的，他也生了一個辮子，也穿了中國人的衣服，

他學習過生活像中國人一樣。他在那裏工作了幾年，他也有同工與他

一起做工，像這樣一個愛主的人，但是幾年之後，他裏面有個深的感

覺，他覺得說他自己在神的面前軟弱，他覺得在神的面前他有很多的

缺點，如果他沒有一個得勝的生活，他怎麽能把福音傳給中國人呢？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迫切的尋求，他禁食禱告，他讀主的話語，他盼望

能進到那個得勝的生活裏頭去，但是好幾個月，他雖然這樣努力的尋

求，他還是覺得沒有得著，他心裏在那裏想，我們的主乃是豐富的，

我們的主是有能力的，我們的主是得勝的，如果我能從主的身上來支

取他的能力的話，從他的身上支取他的豐富，這樣我的生活就要有極

大的改變，但是怎樣我能與我的主接觸呢？他說一定要有信心，所以

他就禱告信心，求神給我信心，叫我能連於基督，這樣就可以支取他

的豐富，但是怎麽禱告信心也不來。 

當他在這樣尋求的時候，有一天，他在那裏讀約翰第十五章，他

讀到第五節的時候，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突然神開了他的眼

睛，他在那裏說，我是在那裏求主，求主能讓我連於基督，但是主告

訴我說已經連於祂了，祂是葡萄樹，我是枝子，我已經在祂裏面了，

祂也已經在我裏面了，凡是他的都是我的，我不必求，這個就是我的，

我可以安息在神的真理的上面。當他這樣看見的時候，他整個的人起

了個極大的變化，所以如果你讀戴德生的傳記的話，裏頭有一章他的

題目叫做 Exchange life ,這個更換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生命改變

改進，不是你的生命加一點力量，乃是換了一個生命，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你與基督已經連在一起，這是一個事實，我們要用信心來接受

這個事實，啟示就給我們這個信心。 

但是弟兄姊妹，主在這裏也給我們看見，如果我們真要經歷他在

裏面的豐富，除了我們信之外，我們還得來順服。在我們中文的聖經

裏面，我們在約翰第 15 章裏面，有一個字，這個字叫做「若」，在

第四節裏頭最後一句， 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第六節，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第七節 ：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第十節：你們若

遵守我的命令；什麽時候你在聖經裏頭看見這個「若」字，那就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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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一段的聖經是提到經歷的問題，如果聖經裏頭你找到「是」這個

字，那就是指著真理說的；如果看到「若」這個字，就是指著經歷說

的。我想讀聖經的時候，這個很重要的，因為真理和經歷這兩個東西

你要看清楚，真理是絕對的，經歷是相對的，真理是不改變的，經歷

是常變的；真理乃是神在基督裏已經做成的，經歷是聖靈今天要在我

們裏面做成的。真理和經歷應當是一致的，沒有真理如果有經歷的話，

這個就是假冒錯誤，如果你有真理沒有經歷，這個就是譯文字句這是

死的。經歷應當根據真理，如果你真是看見了真理就應當有經歷出來，

如果你說你看見了真理而沒有相當的經歷表明說你還沒有啟示。 

所以在約翰十五章裏頭，他就從真理就講到了經歷的那一面去了，

許多的人他斷章取義，他讀了約翰福音就在那裏說，一個人得救了可

以不得救的，因為這裏說凡屬我不結果子的就要把他剪去，並且還有

丟在火裏燒了，那是不是說一個人得救了之後可以沈淪呢？得救了之

後可以不得救呢？如果你要斷章取義的話什麼道理都可以講的，所以

英文裏有一句話非常的好，我先用英文說一遍「a text out of a 

context is a pretext」，一個經文，如果不是根據他的上下文的話，

那就是斷章取義。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讀約翰 15 章的時候，我們要記

得說主不是在那裏講得救的問題，祂對什麼人在那裏講話呢？祂對祂

的十一個門徒在那裏講話，這十一個門徒是屬於祂的，並且主說你們

因著我的話已經潔凈了。約翰十五章不是講得救不得救的問題，約翰

十五章是講結果子的問題，結什麼果子呢？就是結出真葡萄樹的果子，

那就是說結出聖靈的果子來，就是說信祂的人在他們的身上要顯出基

督的美德來，主的生命在他們裏面要成熟，結出基督的性格來，叫神

能得著滿意，這是約翰十五章裏頭所講的東。 

所以弟兄姊妹你們在這裏要註意，我們再來看第五節，我是葡萄

樹 ，你們是枝子，我們說這是真理，已成的事實，永遠不改變的。你

是枝子，主是葡萄樹，連下去，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 ，立

刻你在這裏看見，這個次序就改變了。上面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

子，主在前面，你在後面，因為祂是葡萄樹，所以你今天才是枝子，

如果主不道成肉身來到地上的話，如果地上沒有這顆葡萄樹的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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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就沒有你也沒有我，我們不會是枝子。但是因為主是葡萄樹，所以

我們就是枝子了，我們是枝子我們並沒有做什麼，我們不是從外面加

進去的，我們從裏面生出來的，一切都是主所作的，我們是蒙了恩典

的。 

但是底下一句話，祂說，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個

次序顛倒了，你在這裏看見說，你如果常在我裏面，我就常在你裏面。

換句話說，現在你在前面了，祂在後面了，你如果常在祂裏面，祂就

常在你裏面，你如果不常在祂裏面，祂就不常在你裏面，那這個責任

是誰的責任呢？這個責任必是你的責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見，

我們講到真理的時候，主負責，講到經歷的時候，你要負責，你的主

動要常在主裏面，然後祂就常在你裏面，這樣你就多結果子了。 

在基督裏，和常在基督裏，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在基督裏，神把

我們放在基督裏，你已經在基督裏了；常在基督裏，這個英文裏的「by」

我們可以說常常住在基督裏頭，因為這個字意思就是說：make your 

home in Chris 在基督裏成家，你住家在基督裏面，好像什麼呢？好

像在這裏有一個家，神已經給你預備了，你已經生在這個家裏頭了，

但是呢，你不常常住在家裏頭，你常常跑到家的外面去了，好像這個

浪子他離開了他父親的家，他到遠方去了，他以為在遠方有快樂，在

家裏太拘束了。結果你知道，他耗盡一切所有的。又碰到饑荒，連豬

吃的豆莢也沒有吃。這個就是離開家的悲慘，他就想起來我要回到家

裏去，我父親家裏口糧有余，仆人都吃的滿足的，我要回到家裏去，

回到家裏情形完全不同。 

弟兄姊妹，我們也是一樣，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家了，我們

也生在這個家裏頭，我們所享受家裏的肥牛犢了，我們享受家裏上好

的袍子，我們享受家裏的戒指，我們享受家裏的鞋子，這個都是在家

裏頭的享受，我們應當歡歡喜喜的乖乖的住在家裏頭。但是很多的時

候，我們總認為外面比家裏好，我們像浪子一樣出去了，不常住在家

裏頭，不常住在基督的裏面。我從前已經說過了，在真理上來講，你

是在基督裏，你是永遠在基督裏，你沒有辦法從基督裏出來的，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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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辦法回到亞當裏去，但是，就做經歷來講，你可以常住在基督裏，

你也可以不常住在基督裏，所以在經歷上你會好像離開家一樣。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既然把我們放在基督裏面，我們就應當歡歡

喜喜的常住在基督的裏面，我們應當與我們的主有甜美的交通，我們

應當以主為我們的滿足，我們應當除了基督之外沒有其他的追求，這

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時候我們不是這樣，所以聖經告

訴我們說，有的枝子他不結果子，如果我們是葡萄樹的枝子，他就應

當結果子，因為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是枝子會結果子，而是樹結果

子，是數裏面的那個生命流到枝子裏面去了，叫這個枝子能生出果子

來。所以你看見我們也是這樣，不是我們能結聖靈的果子，是主的生

命在我們裏面結出這個果子來，但是祂是從我們身上來結出這個果子

來的。 

這個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個基督徒應當活出基督來，這是理所當

然的，如果一個枝子他不結果子的話，這個是反自然的事情，反常的

事情。所以基督徒也是這樣，我們基督徒應當活出基督來，如果不活

出基督的話，這是反常的基督徒，這是不正常的基督徒，但是可惜今

天不正常的比正常的更多，在我們個人的身上也是這樣，我們不正常

的時候比我們正常的時候還要多。一個枝子在葡萄樹上為什麼不結果

子呢？也許在這個枝子裏面那個通養料的那個管塞住了，也許有蟲子

在那裏做了窩了，外面還連著那裏，裏面已經不通了，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枝子就不能結果子了，或者這個枝子折斷了，雖然折了還沒有完

全斷，還掛在那裏，但是這個養料走不過去了，所以他就不結果子了。 

弟兄姊妹，我們是枝子，我們是屬於葡萄樹，但是有的時候我們

裏面有攔阻，或者有罪不肯承認，或者有世界愛慕不肯放棄，或者我

們的肉體不肯釘十字架，或者我們這個「己」在那裏阻擋了主的生命，

或者呢我們遭遇了一點點事情，我們因著主就跌倒了。我們說為什麼

主允許這樣的事情臨到我身上，為什麼主不聽我的禱告，為什麼主不

拯救我，為什麼主不早一點提醒我，讓我落到這樣的地步，那你就像

那折断了的枝子，主的生命通不過去。弟兄姊妹，如果這樣的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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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結果子了，失去了神在你身上的目的。但是如果枝子結果子的

話，祂就要修理幹凈，你知道在所有的修理上面，恐怕葡萄樹的修理

是最 drastic，最厲害的，等到這個園丁把這個葡萄樹一 prune，簡

直好像什麽都沒有了，但是祂這樣修理讓祂結果子更多，為什麽神在

我們身上做那麽多 prune的工作，祂的目的是叫你結果子更多。 

我們怎麽知道我這個人是常住在主裏面呢？有什麽現象呢？這

裏告訴我們說，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這裏的

話不是 Loges，這裏的話是 Rhema 不是客觀的道理，乃是聖靈把神的

話語直接對你說話。如果你常住在主裏面的話，主在你裏面一定對你

說話的，如果你聽不見主的話了，不是在那裏說，我要去翻翻聖經了，

有的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就閉了眼睛做了個禱告，把聖經打開，手點

點哪裏，哪裏就是神的話，那你如果點到猶大出去吊死了，那你怎麽

辦，你說這個不對。 

弟兄姊妹，如果你常住在主裏面的話，主會對你說話，在你靈的

深處你聽見祂的聲音，這樣你無論求什麽，祂都要答應你，因為你所

求的都是照著祂的旨意求的。你怎麽知道，你常住在主裏面呢？主說，

如果你們要常住在我的愛裏面，如果我們常住在主裏面的話，我們就

常常住在主的愛裏面，主的愛一直在裏面激勵我們，這個就是證明我

們常住在主裏面，這樣的話我們要多結果子，我們怎樣能常住在主裏

面呢？這個秘訣在什麽地方呢？ 

如果我們看約翰一書書第二章，第 24節，第 27 節，在這裏給我

們看見兩件事，24節：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

心裏。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裏，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也必住

在父裏面。第一我們要把主的話放在心裏，我們把主的話豐豐富富的

藏在心裏，這個是叫我們能常住在主裏面的。 

27 節：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

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

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外面有聖經主的話，你要存在心裏，

裏面有聖靈內住，他是恩膏，他要教訓我們，他怎樣教訓我們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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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用主的話來教訓我們，我們如果順服的話，我們就常常住在主裏

面。 

我們低頭禱告，我們的神我們感謝贊美祢，因為祢給我們看見我

們是在基督裏，基督也在我們裏面，這是祢完全的救恩，我們敬拜祢，

我們求祢能叫我們信而順服，叫祢的榮耀得以彰顯，奉主耶穌的名，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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