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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别 后 的 连 结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引言、矛盾的话，如一的心 
 
在正式解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前，我请大家先留意经文里面好几个「矛盾」： 
 

4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

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

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甚么。 

 

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第一个矛盾是：既然是你「拣选」我们，又「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么，「主动权」就

全在于你手了，却又为甚么要我们「常在你里面」，好象我们也有「主动权」呢？ 

 

15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

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20 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第二个矛盾是：前面你明明说你当我们是「朋友」，下文为甚么又讲返转头，又变回「仆

人」呢？ 
 
当然，最最最矛盾的，是你又要走，但又噜噜苏苏吩咐我们一定要怎样怎样，透过这样那

样的方式与你保持连结，又要「离别」又要「连结」，这不是很矛盾么？  
 
在正式解释这些矛盾前，我要先讲一段颇长的「题外话」，大家请忍耐。因为要「解」开

这些矛盾，最关键的，就是先了解圣经是怎样的一种「语言」。 
 
今天，「圣经语言」已经被我们滥用、误用到几乎丧失了「指涉作用」的地步。甚么叫做

指涉作用呢？就是当你提出某个圣经用语、典故或所谓「金句」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联

想到某个基本固定的意思或对象。譬如你说「挪亚洪水与方舟」，大家就会联想到「上帝

的审判与拯救」、「基督的救赎」和「末日审判」等等。但今天，你去到香港马湾那个所

谓「挪亚方舟」，看到的却是「环保发展」与「团结互助」，与圣经原意不但不同，更根

本相反而更近于「巴别塔」这故典的意象。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最「灾难」的不是有三、

几个对同一圣经用语不同的诠译和用法，而是许多基督徒甚或牧师和基督徒学者，可以对

这种现象无动于中、甚至互相唱和、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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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牧者与传道人，我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很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你听入耳中的真

的是我想讲的意思。我说着的耶稣基督、十架救赎、因信称义，但我非常疑心，你听进去

的耶稣基督、十架救赎、因信称义，根本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我们对「圣经语言」的讲述

与理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已经丧失了共通的「平台」，以至沦为可以「各自表

述」和「自由理解」的一套几乎没有规范的「开放语言」。 
 
不过，曾几何时，为数不少的基督徒对「圣经语言」含含糊糊或者想当然的印象，却是走

向另一个极端的，以为「圣经语言」一定是一套非常严密、极其精确、一丝不苟的「神圣

语言」，所以解经的时候，形象化点说，一定要正襟危坐、焚香叩拜、胪列参考文献、字

字细意推敲，不容些微闪失，慎防一字偏差，否则就「天打雷劈」了。 
 
简单一句：圣经语言究竟是「开放语言」还是「神圣语言」呢？ 
 
骤眼看去，这两个说法似乎是相反的──前者马虎随便（正面说法是开放前卫）、后者严

谨保守（负面说法是守旧不化）。但是事实上，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路，「消灭」了许

多圣经里宝贵甚至与我们生死攸关的信息。 
 
主张「开放语言」的论者，每以为他们的做法是「解放」了圣经语言，赋与它们崭新的、

适切的、有时代感的意义和用法，提升、扩大或延伸了圣经的原意。但是我必要指出，对

任何语言应用的提升、扩大或延伸，都必需有其限制和规格，不能任意而为。想想，假如

我将「电视机」一词的用法提升、扩大或延伸到可以指涉「汽车」、「电话」、「快餐」

和「曲奇饼」，那么，我不是提升、扩大或延伸「电视机」一词的用法，而是「消灭」了

这个词汇，因为它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有效的指涉作用。同理，将「挪亚方舟」演绎为「环

保发展」与「团结互助」，绝对不是圣经原本意义合法的的提升、扩大或延伸，倒是彻底

瓦解了这个圣经典故最起码的本来信息──宣告上帝的审判已近，叫人及早悔改回转。 
 
至于另一帮主张圣经是「神圣语言」的论者，看他们貌似恭谨虔敬、一丝不苟的态度，理

应是最可以保留经文原意的人。不过，事实却又不是如此简单，甚至有点相反。这些「神

圣语言」论者，譬如为数不少的「牧师」和「学者」，无可否认，他们确是费尽苦心去保

留，但保留的却不见得就是圣经的原意，倒更多是斟字嚼句的推敲、臃肿繁琐的注释、深

奥玄秘的神学、照足字面的诫律、枯燥无味的考据等等。至于圣经作者究竟想说甚么，上

帝要透过圣经向我们宣示甚么、提醒甚么，讲来讲去，总是言不及义和冰冷无味的。 
 
打个比方，上面提过的「开放语言论者」毫无规限地扩展「电视机」一词的用法，结果就

使它丧失了有效的指涉作用，最终就消灭这个词汇；而「神圣语言论者」就会咬文嚼字地

去替「电视机」这个词语编写千言万语的分析界定，譬如说「电视机是用电力来产生视象

的一种机器」等等，但如此一来，「投影机」和「放映机」岂不也成了「电视机」么？因

为它们也是「用电力来产生视象的一种机器」呀！如是者，他们就要继续分析研究下去，

没完没了地要找出个「万无一失」的所谓精确定义。最后，大家手上拿着「电视机」这个

词汇，却没有一个人敢用它来指涉任何一件具体的实物，结果，就等于实际上消灭了「电

视机」这个词汇，与「开放语言论者」所做的并无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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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单一点说，就是「开放语言论者」用「开放滥用」的手段消灭了圣经语

言，而「神圣语言论者」则用「封杀禁固」的手段同样消灭了圣经语言。 
 
说了这么多，干甚么呢？为的只是要替大家清理心中的「信仰垃圾」，帮大家认定圣经语

言既不是任人解说的「开放语言」，也不是「生人勿近」的「神圣语言」。圣经是情信、

是家书、是遗嘱，是盟约，是绵绵情话、是细意叮咛、是大声疾呼、是深情寄语，是一种

必需你主体投入去理解领会的「关系语言」。 
 
作为一种「关系语言」，一方面，圣经语言「对外」是「绝不开放」的，因为圣经是情信、

是家信、是盟约，是情人、家眷、挚友之间的「内部文献」。圣经的意义和解说自然也是

绝不「开放」的，相干的人自当洗耳恭听、心领神会、恪守遵行，不相干的人就自当行人

止步、谢绝参观、恭请离场。另一方面，与之同时，圣经语言「对内」却是「完全开放」

的，自要是「自家人」都一定有份，没有任何牧师主教、专家学者可以将它「禁固」在牧

师房或神学院里据为己有。总之，圣经语言既不是开放到可以任人乱解，但也不是封闭到

只有某些专人用某些特殊方法才可以解的。 
 
所以，要真正解到圣经，最关键的就是你是否真的是「自家人」。 
 
如何成为「自家人」呢？就是用心灵与上帝、与基督、与圣经作者、与第一代的读者们心

心相印融为一体，进入他们与世界，爱他们所爱的、恨他们所恨的、忧他们所忧的、望他

们所望的，与他们同生共死，与他们荣辱与共。所以，重要的再不是表面上似乎矛盾的说

话，而是里面始终如一的心肠。 
 
说得好象很复杂，其实只是两个字－－「投入」。想想，你看爱人给你的情信、亲人给你

的家信、父母给你的遗嘱，可以不投入吗？可以像「开放语言论者」随便乱解一通吗？又

或像「神圣语言论者」抽离地分析研究吗？记得，无论是「开放语言论者」还是「神圣语

言论者」，他们的根本态度都是「不投入」，都是「事不关己」。没有一个正常的人读自

己的情信、家书、遗嘱而可以「不投入」的，更何况，我们读着的圣经，与我们有着生死

攸关的最大关系！ 
 
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里的所谓「矛盾」，解决之道亦正在此。 
 
记得，读经解经不是「解剖死尸」，死背几个字典解释和神学定义是不会成

事的。读经解经是活着的你与活着的上帝在活着的世界里与祂相知相遇的心

灵互动。所谓矛盾，许多时候，是你将经文「解死」了的结果。你只要「活」

着去解，与天父上帝、与主耶稣、与老约翰及当代的信徒心灵互动，跟着他

们的关怀悲喜「随读随解」，好象小孩子随着妈妈的手指指到那里就读到那

里一样，这样，你就必会发现所谓圣经里的「矛盾」，往往正是最精釆、最

丰富、最动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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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结于基督的多重因果 
 
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是主耶稣离开门徒前的「遗嘱」（十四至十七章）的第二部分，全

章表面上充满了既要「离开」又要保持「连结」的矛盾和张力。本章的一至三节，先概括

点明了全章的主体信息，是全章的总纲： 
 

1（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

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3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

的道，已经干净了。 

 

主稣稣用最初的三节圣经，非常扼要点明我们与祂保持连结的原因、效果和方法。原因是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遥应一头一尾的第一章与第二十章，指明主耶稣基

督从父而来与父为一的身份，是生命（灵性与永生）的源头与依据── 

 

1:1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

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

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我们若要得着生命（灵性与永生），就必要连结于祂。至于连结的效果就是「凡属

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意思

是凡能够连结于主耶稣的，就能够「结果子」（有生命），并且结果更多（有永远的生命

或「培育」更多生命）。至于与主连结的方法，则由「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

干净了」这一句话带出，意思是我们是透过基督的「道」（说话、真理）与主连结起来的。 

 

接下来的四至六节，其实是一至三节的一些补充而已，特别是一些「反方向」（即假若不

连结于基督的后果）的补充：  

 

4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

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

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甚么。6 人若

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留意，不连结于基督的后果是有两重的：第一重（直接的）后果是「不能结果子」、「不

能做甚么」和「在外面枯干」，第二重（最终的）后果是「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即

前文所说的被上帝「剪去」。简单说，连结于基督的得生命，不连结基督的必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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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好些释经书，把「结果子」的意思说得很「轻」甚至根本离题，譬如说甚么「有良好

的属灵品格」、「有美好活泼的信仰见证」，「有美满的传福音果效」之类。这是完全抽

离经文脉络、抽离信徒处境、甚至抽离福音本义的「乱释经」。看似很虔诚正统，实质「无

动于中」，一点都不能感通于经文的真正信息。 

 

记得，我们的主说完这番话的几个小时后，就被出卖、被逮捕、被羞辱、被虐打、被群众

集体离弃，最后被钉杀于十字架上，并且，随后留下来的使徒们就要面对犹太人严峻的迫

逼。至于老约翰重述这番话的时候，主离世已六十年了，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的信徒都差不

多死光了，自己也已经九十高龄，离死不远，但主仍迟迟未来，教会仍大受迫逼，甚至有

相当不少的信徒开始「等得不耐烦」，因而叛离信仰、重投世界怀抱，甚至泡制或迷信各

种异端邪说，歪曲耶稣的形象，扭曲福音的真义。 

 

无论是主耶稣还是老约翰，他们说着这番话的时候，一定是满心「忧患意识」，并且很想

将这份「忧患意识」感染听这番说话的使徒和信徒们。主耶稣与老约翰绝对不像我们今天

的「牧师」与「学者」那么「老定」，满脑子是静静态的、饱食无忧的发展、发展、再发

展。他们心目的「结果子」，也一定不是甚么「有良好的属灵品格」、「有美好活泼的信

仰见证」，「有美满的传福音果效」之类。这些我们今天看以很虔诚端正的讲法，对于初

期教会来说，简直就是「风花雪月」。 

 

在主耶稣口里，在老约翰笔下，「结果子」一定有非常不一样的意义。今天

的信息的焦点就是要解明这个「非常不一样」。而这个「非常不一样」，亦

是本章里既要「离开」又要保持「连结」的矛盾和张力的最重要的解释。 

 

二、连结面面观 
 

以下的七至廿七节，我不会花太多唇舌逐一详解，因为：（一）它们只是一至六节的引伸

或脚注，只要大家通透整章的大体信息，不必字字计较解来解去。（二）它们的意思是环

环相扣的，不可能拆开来解，甚至越拆就越难解，越分析就越胡涂，「大而化之」，本来

就明明白白，「不解自明」的。（三）它们呼唤的是动态的行动响应，不是静态的字句分

析，你必须响应了才能逐步明白，不可能等到完全明白了才响应。告诉大家，无休止地纠

缠于如何「精确解经」，其实只是我们回避责任（不切实遵行）的借口而已。 

 

１、在我的「话」里与我连结 
 

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

成就。8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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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节无疑是「3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的重申和补充。简单说，我

们在主里面或主在我们里面，听起来很抽象，但其实一点不抽象，因为我们不是与一个从

来没说过话、没做过事，即没有「道成肉身」的抽象的「神」相交。把主耶稣实实在在说

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放在心上、认真思想、细意遵行，这就是「我在主里面」，也是「主在

我里面」，何来抽象？只有不肯老老实实聆听和遵行主的话（道）的人，才会觉得信耶稣

是「抽象」的──其实「抽象」的是他自己，不是主耶稣！ 

 

接下来，有了主的「话」，你就会懂得用甚么「话」向天父祷告祈求，那么，自然「凡你

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而你们要「求」的，按经文脉络，自然是「杀身成

仁」、「舍生取义」的信心和勇气，像主在客西马尼园向天父求的一样，断不是甚么「有

良好的属灵品格」、「有美好活泼的信仰见证」，「有美满的传福音果效」之类的「风花

雪月」。若我们有像主一般舍身殉道的「见证」，天父自然得「荣耀」了，我们也自然配

得上称为「主的门徒」了。 

 

当心，这一节表面讲的虽然是在主的「话」（道）里与主连结，但实质指向

的，却是在「受苦殉道」里与主连结，并指出这正是「结果子」的真义，下

文一直没有偏离这个中心信息。 

 

２、在我的「爱」里与我连结 
 

9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10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

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跟着，主耶稣再讲到我们要在「我（主）的爱」里与祂连结。「主的爱」可指主爱我们的

爱，也可指我们对主的爱，二者皆通，而且密不可分。但主不容我们「抽象」，于是紧扣

上文提到的「道」和「话」，换一个讲法来强调我们若真心爱主的话，就必然亦必要体现

于「遵守主的命令」之上。我们看到，这里没有「新意」，是上文的进一步强调而已。 

 

３、在我的「喜乐」里与我连结 
 

11「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

以满足。 

 

这里提到的「喜乐」，似乎是「新」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扣紧上下文（尤其是十六章，下

篇详讲），就知道主说的「这些事」大多不是「好事」，而是指门徒将要面对的苦难和逼

迫。「喜乐」断不是「这些事」给我们的直接感觉，而是我们因相信及明白主的话（包括

祂的「不幸言中」）而产生更大信心的效果。换言之，这「喜乐」之源仍是紧扣着主耶稣

的话，丝毫没有离开上文的信息主线，只是更进一步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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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彼此相爱」里与我连结 
 

12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来到这里，大家若懂得扣紧上下文来解经而不是「断章取义」的话，就一定知道这一节仍

然一点没有「离题」。因为「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命令」，是我

们「爱」祂与「信」祂（的话）的最重要的实践、锻炼与明证。 

 

５、在「舍命」中与我连结 
 

13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14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

的朋友了。15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

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过，接下来，主耶稣却不容许我们像那些「牧师」与「学者」那样随口解「轻」祂的说

话。祂强调无论是我们爱主或彼此相爱，都不应该像「言情小说」那般温情浪漫，而是要

鲜血淋漓地「为对方舍命」，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立下的经典和规格，就是「人为朋友舍

命」，我们追随基督，就别无选择，不可为自己另立一个马马虎虎自欺欺人的标准。 

 

这里，主宣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你只要稍具良心，就一定知道这不是说你从

此可以与主耶稣「平起平坐」，可以像洪秀全般与耶稣「称兄道弟」。因为主清清楚楚为

祂口中的「朋友」下了定义──「彼此舍命」。主视我们为朋友，就「为我们舍命」，你

若是主的朋友，就别无选择，一定要以「为主舍命」来回报基督。你细心一看，就会发现

这一段其实是在「受苦殉难」中与主连结的另一个讲法而已。 

 

６、在「顺服」中与我连结 
 

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

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甚么，他就赐给你们。17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

叫你们彼此相爱。」 

 

这一段骤看有一点「新意」，其实不然，是仍然寸步不离地扣紧上文。这里强调「不是你

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凸显主的「主动权」，有些只

会静态释经的人就觉得矛盾，与上文耶稣的吩咐不符。所谓不符，是指若「主动权」全在

耶稣手上，祂要「拣选」就「拣选」，祂不「拣选」你再努力也没有用；祂「分派」你去

结果就自会结果，祂不「分派」你去，你要结也结不成啊。这样，祂噜噜苏苏叫我们要努

力连结于祂以求结果，又有甚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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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我们能够代入身份和动态互动地看这些经文，就会知道不但毫不矛盾，甚至理

所当然、相得益彰。 

 

先说动态互动。不错，是主耶稣主动地拣选了我们，绝对不是我们凭甚么努力可以得到这

个被选的身份。不过，我们却又一种「微妙的主权」，就是「拒绝主的拣选」，卖主的犹

大就是一个「经典例子」，也是主在一开头说「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

句话所指向的对象。矛盾吗？假如你放不开「一加一等于二」的静态逻辑和「非零即一」

的计算机逻辑，理论上自然极之矛盾。不过，你应知道就连我们日常接触到的现实世界都

不是这样静态的，「一加一不等于二」或「非零非一」或「亦零亦一」的情况其实是非常

多的，更何况与我们与超然的上帝相交的信仰世界？信仰呼唤我们主体动态地投入实践，

不是客观静态地分析研究。「入乎其内」，你将会发现和明白，你最终得救是百分百的上

帝拣选，你若终归灭亡是百分百的咎尤自取，二者同时为「真」。 

 

再说代入身份。记得，这是主对门徒的嘱咐，也是老约翰对后来的信徒的叮咛。所以，重

要的不是里面的逻辑，而是里面的心肠。他们怕我们在苦难中消极自弃迷失信心，就强调

基督的拣选作「保证」；但他们又怕我们在「保证」中过于安逸老定，于是又再三警告我

们要紧紧结连于基督。你若是他们的「小羊」，体察到这份无微不至的牧者心肠，还会管

里面矛盾不矛盾吗？你只会句句皆信、字字遵行，只怕自己会浪费他们的一番苦心。 

 

７、在「受苦」中与我连结 
 

18「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19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

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20 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21 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

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22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

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23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24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

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

了。25 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 

 

这一段，表面上看，与上文的气氛相当不同，至少看上去「灰」很多。其实这是在「受苦

殉难」中与主耶稣连结的最明明白白的说明而已，是上文的自然发展和批注，根本不需要

多加解释。反之，它倒是对上文（也可包括下面的一小段）的最好的「解释」。 

 

上下文提到的那些与主连结的各种形式或方法，譬如透过「主的话」、「爱祂」、「遵行

祂的命令」、「彼此相爱」，甚至「在圣灵里」，都可以被那些「牧师」或「学者」含含

糊糊「解」到很「轻」，解到不外乎勤于敬拜、努力事奉、言行得体、相亲相爱之类，总

之是「不会死人」的。就连「为朋友舍命」，他们都可以解为说说而己的比喻，甚或只是

主爱我们的一个「表示」，大家却不必认真去「舍命」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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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段却怎么也不容许搞你不出这些花样，因为它说着的是实实在在的为主殉难和

舍命。在这一段里头，主耶稣甚至强调「『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

逼迫你们」，言下之意，是以是否「被世界逼迫」作为真假门徒的「记认」与他们有否真

正与主连结的重要依据。可以说，在「受苦殉难」中与主耶稣连结是与主连结的最可靠和

最真实的形式，不容许我们「风花雪月」装模作样马虎算数。 

 

８、在「圣灵」里与我连结 
 

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

证。27 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最后，主在这里提到我们可以透过「圣灵」与祂连结，但留心，主耶稣强调祂是「真理的

圣灵」，即重点仍在于启示主耶稣的话（道）上面，与上文一脉相承。关于圣灵的角色和

工作，以后我会再加详述，今天暂且不表，只说到这里。 

 

三、究竟要结甚么「果子」？ 
 

上文讲到主耶稣如何反反复覆提出我们如何与祂保持连结，包括透过祂的话、爱祂、遵守

祂的命令、彼此相爱和在圣灵里等，但是合起来，却可以归结于一点，就是： 
 

在 「受 苦 殉 难」 里 与 祂 连 结 
 
这个「舍命的连结」（在死里连结）是一切连结的总纲。 
 
若你不觉得甚么，就证明你根本「不投入」，或者「中毒太深」，以为经文说的「连结于

主」不外是勤于敬拜、努力事奉、言行得体、相亲相爱等等，而「结果子」也不外是「有

良好的属灵品格」、「有美好活泼的信仰见证」，「有美满的传福音果效」之类，讲得虔

诚得体有板有眼，其实完全不痛不痒。 

 

请回到主耶稣的心境、回到老约翰的情怀、回到初期信徒的处境与关怀，你

就知道，「连结于主」就是「与主荣辱与共同生共死」，「结果子」就是「宁

死不屈坚信到底」。除此以外，我想不到任何更「轻」的解法！ 
 

对，我们应有「好见证」这类果子，但不是轻飘飘的言谈得体举止高雅，而

是宁死也不让基督受辱的见证；我们也应结出「引人归主」这类果子，但不

是因为见到我们的事工庞大计划周详教堂华丽，而是因为看见我们甘于贫贱

以至宁死不屈的信心与勇气。想想，若你心里没有基督，忘了祂舍命爱你的

伟大救恩与必会再来的伟大应许，你能结出「舍命护主」的果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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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你也能为主「结果」！ 
 

今天，许多人非常抽离地读圣经和解圣经，把经文解到轻飘飘离天万丈，更可怕是还可以

振振有辞： 
 

此一时彼一时啦，现在又没有谁来逼迫我们，好端端的，还讲甚么殉道呢？二千年

都过去啦，主耶稣还是未来，教会自然要有所发展和建树啊！与其天天讲灰头灰脸

的甚么受苦殉道，不如积极些，多讲正面建立教会造就信徒融入社区的话啦...... 

 

真是讲得头头是道，道理全在他们身上。 

 

我没好气做甚么统计，反正一望而知，看到的一定看到，看不到的永远看不到。若果你是

主耶稣的「自己人」，你应该看到： 

 

主耶稣在这个世界真的很受尊重吗？我教书八年，五年在「基督教学校」，但有几

「基督教」，实在无话可说；我牧会七年，真正在乎基督的信徒，没有遇见几个。

香港教会，事工频繁、组织多多，活动不止，但全港基督徒人口，几十年来不超过

两、三个巴仙。至于没有「基督」的挂名「基督教」，更早已成了今天全世界教会

的主流，貌似风光其实空洞无物......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仍在人间「受辱」，像当初一样，被排斥于世界甚至「主

流教会」之外。祂的话（真理）被封杀，祂的形象被歪曲，祂真正忠心的信徒被打

压，这情况与使徒时代没有本质的分别。并且终必有这一天，这个世界与「主流教

会」会撕破它们的假面，不再惺惺作态「尊重基督」，会像当初彼拉多与祭司长那

样「合作」，进行对基督徒赤裸裸的大逼迫。 

 

弟兄姊妹，你只要心里有基督，信祂的说话、爱祂的恩义、望祂的回来，你就一定知道现

在绝对不是「此一时彼一时」，而是非常神似，与使徒时代一样，与早期教会一样，同样

是危机四伏、命悬一线。所以── 

 

负面地讲：你必需「像枝子连结葡萄树」，紧紧「贴」着主耶稣的话，铭记祂的舍

命救恩，谨守祂的命令、爱祂和爱主里的弟兄姊妹，这样，你才能「结出果子」──

自己坚信到底至死忠心荣耀天父，并「结果子更多」──鼓舞别人同样坚信。 

 

正面地讲：你只要「像枝子连结葡萄树」，紧紧「贴」着主耶稣的话，铭记祂的舍

命救恩，谨守祂的命令、爱祂和爱主里的弟兄姊妹，这样，你就能「结出果子」──

自己坚信到底至死忠心荣耀天父，并「结果子更多」──鼓舞别人同样坚信。 

 

又负面又正面，两者皆「对」，好象又很矛盾，但记得呀，圣经是「关系语言」，动态地

和投入地领会圣经的真理，就一点都不矛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