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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別 後 的 連 結 
 

──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引言、矛盾的話，如一的心 
 
在正式解說約翰福音十五章前，我請大家先留意經文裡面好幾個「矛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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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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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 

 

第一個矛盾是：既然是你「揀選」我們，又「分派你們去結果子」，那麼，「主動權」就

全在於你手了，卻又為甚麼要我們「常在你裏面」，好像我們也有「主動權」呢？ 

 

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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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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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矛盾是：前面你明明說你當我們是「朋友」，下文為甚麼又講返轉頭，又變回「僕

人」呢？ 
 
當然，最最最矛盾的，是你又要走，但又嚕嚕囌囌吩咐我們一定要怎樣怎樣，透過這樣那

樣的方式與你保持連結，又要「離別」又要「連結」，這不是很矛盾麼？  
 
在正式解釋這些矛盾前，我要先講一段頗長的「題外話」，大家請忍耐。因為要「解」開

這些矛盾，最關鍵的，就是先了解聖經是怎樣的一種「語言」。 
 
今天，「聖經語言」已經被我們濫用、誤用到幾乎喪失了「指涉作用」的地步。甚麼叫做

指涉作用呢？就是當你提出某個聖經用語、典故或所謂「金句」的時候，人們自然就會聯

想到某個基本固定的意思或對象。譬如你說「挪亞洪水與方舟」，大家就會聯想到「上帝

的審判與拯救」、「基督的救贖」和「末日審判」等等。但今天，你去到香港馬灣那個所

謂「挪亞方舟」，看到的卻是「環保發展」與「團結互助」，與聖經原意不但不同，更根

本相反而更近於「巴別塔」這故典的意象。不過，我要強調的，是最「災難」的不是有三、

幾個對同一聖經用語不同的詮譯和用法，而是許多基督徒甚或牧師和基督徒學者，可以對

這種現象無動於中、甚至互相唱和、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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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牧者與傳道人，我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很沒有「信心」──沒有信心你聽入耳中的真

的是我想講的意思。我說著的耶穌基督、十架救贖、因信稱義，但我非常疑心，你聽進去

的耶穌基督、十架救贖、因信稱義，根本是另一回事。關鍵是我們對「聖經語言」的講述

與理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面，已經喪失了共通的「平台」，以至淪為可以「各自表

述」和「自由理解」的一套幾乎沒有規範的「開放語言」。 
 
不過，曾幾何時，為數不少的基督徒對「聖經語言」含含糊糊或者想當然的印象，卻是走

向另一個極端的，以為「聖經語言」一定是一套非常嚴密、極其精確、一絲不苟的「神聖

語言」，所以解經的時候，形象化點說，一定要正襟危坐、焚香叩拜、臚列參考文獻、字

字細意推敲，不容些微閃失，慎防一字偏差，否則就「天打雷劈」了。 
 
簡單一句：聖經語言究竟是「開放語言」還是「神聖語言」呢？ 
 
驟眼看去，這兩個說法似乎是相反的──前者馬虎隨便（正面說法是開放前衛）、後者嚴

謹保守（負面說法是守舊不化）。但是事實上，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進路，「消滅」了許

多聖經裡寶貴甚至與我們生死攸關的信息。 
 
主張「開放語言」的論者，每以為他們的做法是「解放」了聖經語言，賦與它們嶄新的、

適切的、有時代感的意義和用法，提升、擴大或延伸了聖經的原意。但是我必要指出，對

任何語言應用的提升、擴大或延伸，都必需有其限制和規格，不能任意而為。想想，假如

我將「電視機」一詞的用法提升、擴大或延伸到可以指涉「汽車」、「電話」、「快餐」

和「曲奇餅」，那麼，我不是提升、擴大或延伸「電視機」一詞的用法，而是「消滅」了

這個詞彙，因為它事實上已經喪失了有效的指涉作用。同理，將「挪亞方舟」演繹為「環

保發展」與「團結互助」，絕對不是聖經原本意義合法的的提升、擴大或延伸，倒是徹底

瓦解了這個聖經典故最起碼的本來信息──宣告上帝的審判已近，叫人及早悔改回轉。 
 
至於另一幫主張聖經是「神聖語言」的論者，看他們貌似恭謹虔敬、一絲不苟的態度，理

應是最可以保留經文原意的人。不過，事實卻又不是如此簡單，甚至有點相反。這些「神

聖語言」論者，譬如為數不少的「牧師」和「學者」，無可否認，他們確是費盡苦心去保

留，但保留的卻不見得就是聖經的原意，倒更多是斟字嚼句的推敲、臃腫繁瑣的註釋、深

奧玄秘的神學、照足字面的誡律、枯燥無味的考據等等。至於聖經作者究竟想說甚麼，上

帝要透過聖經向我們宣示甚麼、提醒甚麼，講來講去，總是言不及義和冰冷無味的。 
 
打個比方，上面提過的「開放語言論者」毫無規限地擴展「電視機」一詞的用法，結果就

使它喪失了有效的指涉作用，最終就消滅這個詞彙；而「神聖語言論者」就會咬文嚼字地

去替「電視機」這個詞語編寫千言萬語的分析界定，譬如說「電視機是用電力來產生視象

的一種機器」等等，但如此一來，「投影機」和「放映機」豈不也成了「電視機」麼？因

為它們也是「用電力來產生視象的一種機器」呀！如是者，他們就要繼續分析研究下去，

沒完沒了地要找出個「萬無一失」的所謂精確定義。最後，大家手上拿著「電視機」這個

詞彙，卻沒有一個人敢用它來指涉任何一件具體的實物，結果，就等於實際上消滅了「電

視機」這個詞彙，與「開放語言論者」所做的並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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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簡單一點說，就是「開放語言論者」用「開放濫用」的手段消滅了聖經語

言，而「神聖語言論者」則用「封殺禁固」的手段同樣消滅了聖經語言。 
 
說了這麼多，幹甚麼呢？為的只是要替大家清理心中的「信仰垃圾」，幫大家認定聖經語

言既不是任人解說的「開放語言」，也不是「生人勿近」的「神聖語言」。聖經是情信、

是家書、是遺囑，是盟約，是綿綿情話、是細意叮嚀、是大聲疾呼、是深情寄語，是一種

必需你主體投入去理解領會的「關係語言」。 
 
作為一種「關係語言」，一方面，聖經語言「對外」是「絕不開放」的，因為聖經是情信、

是家信、是盟約，是情人、家眷、摯友之間的「內部文獻」。聖經的意義和解說自然也是

絕不「開放」的，相干的人自當洗耳恭聽、心領神會、恪守遵行，不相干的人就自當行人

止步、謝絕參觀、恭請離場。另一方面，與之同時，聖經語言「對內」卻是「完全開放」

的，自要是「自家人」都一定有份，沒有任何牧師主教、專家學者可以將它「禁固」在牧

師房或神學院裡據為己有。總之，聖經語言既不是開放到可以任人亂解，但也不是封閉到

只有某些專人用某些特殊方法才可以解的。 
 
所以，要真正解到聖經，最關鍵的就是你是否真的是「自家人」。 
 
如何成為「自家人」呢？就是用心靈與上帝、與基督、與聖經作者、與第一代的讀者們心

心相印融為一體，進入他們與世界，愛他們所愛的、恨他們所恨的、憂他們所憂的、望他

們所望的，與他們同生共死，與他們榮辱與共。所以，重要的再不是表面上似乎矛盾的說

話，而是裡面始終如一的心腸。 
 
說得好像很複雜，其實只是兩個字－－「投入」。想想，你看愛人給你的情信、親人給你

的家信、父母給你的遺囑，可以不投入嗎？可以像「開放語言論者」隨便亂解一通嗎？又

或像「神聖語言論者」抽離地分析研究嗎？記得，無論是「開放語言論者」還是「神聖語

言論者」，他們的根本態度都是「不投入」，都是「事不關己」。沒有一個正常的人讀自

己的情信、家書、遺囑而可以「不投入」的，更何況，我們讀著的聖經，與我們有著生死

攸關的最大關係！ 
 
回到約翰福音十五章裡的所謂「矛盾」，解決之道亦正在此。 
 
記得，讀經解經不是「解剖死屍」，死背幾個字典解釋和神學定義是不會成

事的。讀經解經是活著的你與活著的上帝在活著的世界裡與祂相知相遇的心

靈互動。所謂矛盾，許多時候，是你將經文「解死」了的結果。你只要「活」

著去解，與天父上帝、與主耶穌、與老約翰及當代的信徒心靈互動，跟著他

們的關懷悲喜「隨讀隨解」，好像小孩子隨著媽媽的手指指到那裡就讀到那

裡一樣，這樣，你就必會發現所謂聖經裡的「矛盾」，往往正是最精釆、最

豐富、最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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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結於基督的多重因果 
 
約翰福音的第十五章，是主耶穌離開門徒前的「遺囑」（十四至十七章）的第二部分，全

章表面上充滿了既要「離開」又要保持「連結」的矛盾和張力。本章的一至三節，先概括

點明了全章的主體信息，是全章的總綱： 
 

1（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

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

的道，已經乾淨了。 

 

主穌穌用最初的三節聖經，非常扼要點明我們與祂保持連結的原因、效果和方法。原因是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遙應一頭一尾的第一章與第二十章，指明主耶穌基

督從父而來與父為一的身份，是生命（靈性與永生）的源頭與依據── 

 

1:1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

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

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我們若要得著生命（靈性與永生），就必要連結於祂。至於連結的效果就是「凡屬

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意思

是凡能夠連結於主耶穌的，就能夠「結果子」（有生命），並且結果更多（有永遠的生命

或「培育」更多生命）。至於與主連結的方法，則由「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

乾淨了」這一句話帶出，意思是我們是透過基督的「道」（說話、真理）與主連結起來的。 

 

接下來的四至六節，其實是一至三節的一些補充而已，特別是一些「反方向」（即假若不

連結於基督的後果）的補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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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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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不能做甚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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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不連結於基督的後果是有兩重的：第一重（直接的）後果是「不能結果子」、「不

能做甚麼」和「在外面枯乾」，第二重（最終的）後果是「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即

前文所說的被上帝「剪去」。簡單說，連結於基督的得生命，不連結基督的必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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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好些釋經書，把「結果子」的意思說得很「輕」甚至根本離題，譬如說甚麼「有良好

的屬靈品格」、「有美好活潑的信仰見證」，「有美滿的傳福音果效」之類。這是完全抽

離經文脈絡、抽離信徒處境、甚至抽離福音本義的「亂釋經」。看似很虔誠正統，實質「無

動於中」，一點都不能感通於經文的真正信息。 

 

記得，我們的主說完這番話的幾個小時後，就被出賣、被逮捕、被羞辱、被虐打、被群眾

集體離棄，最後被釘殺於十字架上，並且，隨後留下來的使徒們就要面對猶太人嚴峻的迫

逼。至於老約翰重述這番話的時候，主離世已六十年了，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的信徒都差不

多死光了，自己也已經九十高齡，離死不遠，但主仍遲遲未來，教會仍大受迫逼，甚至有

相當不少的信徒開始「等得不耐煩」，因而叛離信仰、重投世界懷抱，甚至泡製或迷信各

種異端邪說，歪曲耶穌的形象，扭曲福音的真義。 

 

無論是主耶穌還是老約翰，他們說著這番話的時候，一定是滿心「憂患意識」，並且很想

將這份「憂患意識」感染聽這番說話的使徒和信徒們。主耶穌與老約翰絕對不像我們今天

的「牧師」與「學者」那麼「老定」，滿腦子是靜靜態的、飽食無憂的發展、發展、再發

展。他們心目的「結果子」，也一定不是甚麼「有良好的屬靈品格」、「有美好活潑的信

仰見證」，「有美滿的傳福音果效」之類。這些我們今天看以很虔誠端正的講法，對於初

期教會來說，簡直就是「風花雪月」。 

 

在主耶穌口裡，在老約翰筆下，「結果子」一定有非常不一樣的意義。今天

的信息的焦點就是要解明這個「非常不一樣」。而這個「非常不一樣」，亦

是本章裡既要「離開」又要保持「連結」的矛盾和張力的最重要的解釋。 

 

二、連結面面觀 
 

以下的七至廿七節，我不會花太多唇舌逐一詳解，因為：（一）它們只是一至六節的引伸

或註腳，只要大家通透整章的大體信息，不必字字計較解來解去。（二）它們的意思是環

環相扣的，不可能拆開來解，甚至越拆就越難解，越分析就越胡塗，「大而化之」，本來

就明明白白，「不解自明」的。（三）它們呼喚的是動態的行動回應，不是靜態的字句分

析，你必須回應了才能逐步明白，不可能等到完全明白了才回應。告訴大家，無休止地糾

纏於如何「精確解經」，其實只是我們迴避責任（不切實遵行）的借口而已。 

 

１、在我的「話」裡與我連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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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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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節無疑是「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的重申和補充。簡單說，我

們在主裡面或主在我們裡面，聽起來很抽象，但其實一點不抽象，因為我們不是與一個從

來沒說過話、沒做過事，即沒有「道成肉身」的抽象的「神」相交。把主耶穌實實在在說

過的話和做過的事放在心上、認真思想、細意遵行，這就是「我在主裡面」，也是「主在

我裡面」，何來抽象？只有不肯老老實實聆聽和遵行主的話（道）的人，才會覺得信耶穌

是「抽象」的──其實「抽象」的是他自己，不是主耶穌！ 

 

接下來，有了主的「話」，你就會懂得用甚麼「話」向天父禱告祈求，那麼，自然「凡你

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而你們要「求」的，按經文脈絡，自然是「殺身成

仁」、「捨生取義」的信心和勇氣，像主在客西馬尼園向天父求的一樣，斷不是甚麼「有

良好的屬靈品格」、「有美好活潑的信仰見證」，「有美滿的傳福音果效」之類的「風花

雪月」。若我們有像主一般捨身殉道的「見證」，天父自然得「榮耀」了，我們也自然配

得上稱為「主的門徒」了。 

 

當心，這一節表面講的雖然是在主的「話」（道）裡與主連結，但實質指向

的，卻是在「受苦殉道」裡與主連結，並指出這正是「結果子」的真義，下

文一直沒有偏離這個中心信息。 

 

２、在我的「愛」裡與我連結 
 

9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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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主耶穌再講到我們要在「我（主）的愛」裡與祂連結。「主的愛」可指主愛我們的

愛，也可指我們對主的愛，二者皆通，而且密不可分。但主不容我們「抽象」，於是緊扣

上文提到的「道」和「話」，換一個講法來強調我們若真心愛主的話，就必然亦必要體現

於「遵守主的命令」之上。我們看到，這裡沒有「新意」，是上文的進一步強調而已。 

 

３、在我的「喜樂」裡與我連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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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提到的「喜樂」，似乎是「新」的東西。但如果我們扣緊上下文（尤其是十六章，下

篇詳講），就知道主說的「這些事」大多不是「好事」，而是指門徒將要面對的苦難和逼

迫。「喜樂」斷不是「這些事」給我們的直接感覺，而是我們因相信及明白主的話（包括

祂的「不幸言中」）而產生更大信心的效果。換言之，這「喜樂」之源仍是緊扣著主耶穌

的話，絲毫沒有離開上文的信息主線，只是更進一步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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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彼此相愛」裡與我連結 
 

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來到這裡，大家若懂得扣緊上下文來解經而不是「斷章取義」的話，就一定知道這一節仍

然一點沒有「離題」。因為「彼此相愛」是主耶穌留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命令」，是我

們「愛」祂與「信」祂（的話）的最重要的實踐、鍛鍊與明證。 

 

５、在「捨命」中與我連結 
 

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

的朋友了。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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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接下來，主耶穌卻不容許我們像那些「牧師」與「學者」那樣隨口解「輕」祂的說

話。祂強調無論是我們愛主或彼此相愛，都不應該像「言情小說」那般溫情浪漫，而是要

鮮血淋灕地「為對方捨命」，因為，主耶穌為我們立下的經典和規格，就是「人為朋友捨

命」，我們追隨基督，就別無選擇，不可為自己另立一個馬馬虎虎自欺欺人的標準。 

 

這裡，主宣告「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你只要稍具良心，就一定知道這不是說你從

此可以與主耶穌「平起平坐」，可以像洪秀全般與耶穌「稱兄道弟」。因為主清清楚楚為

祂口中的「朋友」下了定義──「彼此捨命」。主視我們為朋友，就「為我們捨命」，你

若是主的朋友，就別無選擇，一定要以「為主捨命」來回報基督。你細心一看，就會發現

這一段其實是在「受苦殉難」中與主連結的另一個講法而已。 

 

６、在「順服」中與我連結 
 

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

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17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

叫你們彼此相愛。」 

 

這一段驟看有一點「新意」，其實不然，是仍然寸步不離地扣緊上文。這裡強調「不是你

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凸顯主的「主動權」，有些只

會靜態釋經的人就覺得矛盾，與上文耶穌的吩咐不符。所謂不符，是指若「主動權」全在

耶穌手上，祂要「揀選」就「揀選」，祂不「揀選」你再努力也沒有用；祂「分派」你去

結果就自會結果，祂不「分派」你去，你要結也結不成啊。這樣，祂嚕嚕囌囌叫我們要努

力連結於祂以求結果，又有甚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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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只要我們能夠代入身份和動態互動地看這些經文，就會知道不但毫不矛盾，甚至理

所當然、相得益彰。 

 

先說動態互動。不錯，是主耶穌主動地揀選了我們，絕對不是我們憑甚麼努力可以得到這

個被選的身份。不過，我們卻又一種「微妙的主權」，就是「拒絕主的揀選」，賣主的猶

大就是一個「經典例子」，也是主在一開頭說「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這

句話所指向的對象。矛盾嗎？假如你放不開「一加一等於二」的靜態邏輯和「非零即一」

的電腦邏輯，理論上自然極之矛盾。不過，你應知道就連我們日常接觸到的現實世界都不

是這樣靜態的，「一加一不等於二」或「非零非一」或「亦零亦一」的情況其實是非常多

的，更何況與我們與超然的上帝相交的信仰世界？信仰呼喚我們主體動態地投入實踐，不

是客觀靜態地分析研究。「入乎其內」，你將會發現和明白，你最終得救是百分百的上帝

揀選，你若終歸滅亡是百分百的咎尤自取，二者同時為「真」。 

 

再說代入身份。記得，這是主對門徒的囑咐，也是老約翰對後來的信徒的叮嚀。所以，重

要的不是裡面的邏輯，而是裡面的心腸。他們怕我們在苦難中消極自棄迷失信心，就強調

基督的揀選作「保證」；但他們又怕我們在「保證」中過於安逸老定，於是又再三警告我

們要緊緊結連於基督。你若是他們的「小羊」，體察到這份無微不至的牧者心腸，還會管

裡面矛盾不矛盾嗎？你只會句句皆信、字字遵行，只怕自己會浪費他們的一番苦心。 

 

７、在「受苦」中與我連結 
 

18「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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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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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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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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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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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說：『他們無故地恨我。』 

 

這一段，表面上看，與上文的氣氛相當不同，至少看上去「灰」很多。其實這是在「受苦

殉難」中與主耶穌連結的最明明白白的說明而已，是上文的自然發展和註解，根本不需要

多加解釋。反之，它倒是對上文（也可包括下面的一小段）的最好的「解釋」。 

 

上下文提到的那些與主連結的各種形式或方法，譬如透過「主的話」、「愛祂」、「遵行

祂的命令」、「彼此相愛」，甚至「在聖靈裡」，都可以被那些「牧師」或「學者」含含

糊糊「解」到很「輕」，解到不外乎勤於敬拜、努力事奉、言行得體、相親相愛之類，總

之是「不會死人」的。就連「為朋友捨命」，他們都可以解為說說而己的比喻，甚或只是

主愛我們的一個「表示」，大家卻不必認真去「捨命」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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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一段卻怎麼也不容許搞你不出這些花樣，因為它說著的是實實在在的為主殉難和

捨命。在這一段裡頭，主耶穌甚至強調「『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

逼迫你們」，言下之意，是以是否「被世界逼迫」作為真假門徒的「記認」與他們有否真

正與主連結的重要依據。可以說，在「受苦殉難」中與主耶穌連結是與主連結的最可靠和

最真實的形式，不容許我們「風花雪月」裝模作樣馬虎算數。 

 

８、在「聖靈」裡與我連結 
 

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

證。27 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最後，主在這裡提到我們可以透過「聖靈」與祂連結，但留心，主耶穌強調祂是「真理的

聖靈」，即重點仍在於啟示主耶穌的話（道）上面，與上文一脈相承。關於聖靈的角色和

工作，以後我會再加詳述，今天暫且不表，只說到這裡。 

 

三、究竟要結甚麼「果子」？ 
 

上文講到主耶穌如何反反覆覆提出我們如何與祂保持連結，包括透過祂的話、愛祂、遵守

祂的命令、彼此相愛和在聖靈裡等，但是合起來，卻可以歸結於一點，就是： 
 

在 「受 苦 殉 難」 裡 與 祂 連 結 
 
這個「捨命的連結」（在死裡連結）是一切連結的總綱。 
 
若你不覺得甚麼，就證明你根本「不投入」，或者「中毒太深」，以為經文說的「連結於

主」不外是勤於敬拜、努力事奉、言行得體、相親相愛等等，而「結果子」也不外是「有

良好的屬靈品格」、「有美好活潑的信仰見證」，「有美滿的傳福音果效」之類，講得虔

誠得體有板有眼，其實完全不痛不癢。 

 

請回到主耶穌的心境、回到老約翰的情懷、回到初期信徒的處境與關懷，你

就知道，「連結於主」就是「與主榮辱與共同生共死」，「結果子」就是「寧

死不屈堅信到底」。除此以外，我想不到任何更「輕」的解法！ 
 

對，我們應有「好見證」這類果子，但不是輕飄飄的言談得體舉止高雅，而

是寧死也不讓基督受辱的見證；我們也應結出「引人歸主」這類果子，但不

是因為見到我們的事工龐大計劃周詳教堂華麗，而是因為看見我們甘於貧賤

以至寧死不屈的信心與勇氣。想想，若你心裡沒有基督，忘了祂捨命愛你的

偉大救恩與必會再來的偉大應許，你能結出「捨命護主」的果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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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你也能為主「結果」！ 
 

今天，許多人非常抽離地讀聖經和解聖經，把經文解到輕飄飄離天萬丈，更可怕是還可以

振振有辭： 

 

此一時彼一時啦，現在又沒有誰來逼迫我們，好端端的，還講甚麼殉道呢？二千年

都過去啦，主耶穌還是未來，教會自然要有所發展和建樹啊！與其天天講灰頭灰臉

的甚麼受苦殉道，不如積極些，多講正面建立教會造就信徒融入社區的話啦...... 

 

真是講得頭頭是道，道理全在他們身上。 

 

我沒好氣做甚麼統計，反正一望而知，看到的一定看到，看不到的永遠看不到。若果你是

主耶穌的「自己人」，你應該看到： 

 

主耶穌在這個世界真的很受尊重嗎？我教書八年，五年在「基督教學校」，但有幾

「基督教」，實在無話可說；我牧會七年，真正在乎基督的信徒，沒有遇見幾個。

香港教會，事工頻繁、組織多多，活動不止，但全港基督徒人口，幾十年來不超過

兩、三個巴仙。至於沒有「基督」的掛名「基督教」，更早已成了今天全世界教會

的主流，貌似風光其實空洞無物...... 
 

今天，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仍在人間「受辱」，像當初一樣，被排斥於世界甚至「主

流教會」之外。祂的話（真理）被封殺，祂的形象被歪曲，祂真正忠心的信徒被打

壓，這情況與使徒時代沒有本質的分別。並且終必有這一天，這個世界與「主流教

會」會撕破它們的假面，不再惺惺作態「尊重基督」，會像當初彼拉多與祭司長那

樣「合作」，進行對基督徒赤裸裸的大逼迫。 

 

弟兄姊妹，你只要心裡有基督，信祂的說話、愛祂的恩義、望祂的回來，你就一定知道現

在絕對不是「此一時彼一時」，而是非常神似，與使徒時代一樣，與早期教會一樣，同樣

是危機四伏、命懸一線。所以── 

 

負面地講：你必需「像枝子連結葡萄樹」，緊緊「貼」著主耶穌的話，銘記祂的捨

命救恩，謹守祂的命令、愛祂和愛主裡的弟兄姊妹，這樣，你才能「結出果子」──

自己堅信到底至死忠心榮耀天父，並「結果子更多」──鼓舞別人同樣堅信。 

 

正面地講：你只要「像枝子連結葡萄樹」，緊緊「貼」著主耶穌的話，銘記祂的捨

命救恩，謹守祂的命令、愛祂和愛主裡的弟兄姊妹，這樣，你就能「結出果子」──

自己堅信到底至死忠心榮耀天父，並「結果子更多」──鼓舞別人同樣堅信。 

 

又負面又正面，兩者皆「對」，好像又很矛盾，但記得呀，聖經是「關係語言」，動態地

和投入地領會聖經的真理，就一點都不矛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