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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TERM 2012 

John 15.1-8 

A sermon preached  by Ian Garre t t  

 

对在座的一些人来说，大学学期结束了。你们三个月以后才

会回到这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你们将要开始实习或是出国，

一年以后你们才会回到这里。还有一些人，这是你们大学生活的

终点，你们现在要面对回家开始工作，或是找工作的不安定状

态。 

离开纽卡斯尔的各种资源，你的基督徒朋友、教会和团契，

你在属灵状况上可能会变得一塌糊涂。等你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不只是处在学年终点的学生们要面对的危险，这是一个所

有基督徒都面对的危险。 

 

我父母家的附近有一个教堂墓地，有块墓碑写着： 

纪念James Harvey船长 

死于1786年4月23日 

他的手枪在男仆手中走火 

不幸地将其射死 

然后下面有一行圣经经文：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Jesmond Parish Church 

10 June 2012 

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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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通怎么会没有人看出这其中的不通之处。 

但这句话是耶稣对那些为了他正确使用生命的人们说的。当

你和耶稣最终面对面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听到这句话更好的吗？

相反，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在死前写下这些话： 

虽然我相信我因主得救了，但是我却没有做什么服事他的事

情，我的碑文该写作：“得救了的灵魂，浪费了的生命。” 

我觉得，在座的没有人愿意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生命将来的

几个星期，更不用说这个暑假，或是来年，或是一生。这就是为

什么我想要来学习耶稣对属灵果实的教导。那种“做得好”的生

命，而不是“浪费了”的生命。 

请把圣经翻到1083页，约翰福音第15章。也打开礼拜单张背

后的布道大纲。我建议你带支笔来，写下你需要留心的内容。 

那么约翰福音第15章的前后文是什么呢？它记录的是他死在

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耶稣与他的门徒间的谈话。内容是关于

耶稣不与他们同在一处，而是在死去、复活、回到天堂以后，他

们要如何保持与他的关系。他用了葡萄树这个图画。看约翰福音

第15章第1节。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他用的是旧约里的图景，神说他的子民以色列是葡萄树，他

种植了葡萄树是要结果实，也就是信靠顺服他的子民。但是旧约

的故事里没有结出那果实来。也就是说，葡萄树失败了。它不能

结出果实来，因为它不能改变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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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将要做那必

要的事情，使果实得以实现。”我将要为你的罪而死，然后从死

里复活，使得我可以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来。我的宽恕使你从过去

的罪中得到解脱，我的灵使你有为我而活的意愿，然后你就会开

始结果子。 

这就是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意思。 

那么，主耶稣说他要如何帮助我们结属灵的果实呢？首先他

说： 

 

1、记住你的目的（第1到2节） 

再看一次第1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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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修理乾净［字面意思是“洁

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所以神这位园丁想要果实。而且你种葡萄树的唯一理由就是

结果实。所以，比如说，Tess和我几年前种了两棵苹果树。第一

年我们收获一个苹果，第二年六个，第三年45个，第四年185个。

我算了算，如果它们按这个指数继续增长下去，2060年整个地球

表面都要覆盖在一层一点二米厚的苹果里了。 

但这个果实指什么？ 

在第1到8节里，耶稣用了葡萄树这个比喻。在第9到17节里他

解释了它的含义。他提到两种果实。看第12节，主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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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13人

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所以他想看到的果实之一是基督样的爱：为了服事他人、为

了他人的益处而舍命。 

然后在看第15节，主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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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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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15章后面的部分，第16章和第17章里，耶稣解释了这里

的“事”指的是宣讲福音，造就教会。而这就是他想要我们结的

另外一种果子。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神给你的目的就是献出自己的生

命爱他人，并且为传讲福音和造就教会工作。所以如果你暑假回

家，这就是你的目的。不要把你的基督徒人生暂停，直到你回到

这里才继续。对我们其他人来说，不要等到九月教会的各种服事

从新开始的时候，你才继续工作。要为那些目的而活。 

比如，献上你自己的生命来爱别人。 

回家以后，你很容易就返回到自己过去青少年时期的样子：

对失去独立自由感到不满，对父母或是兄弟姐妹招惹你感到不

满。那就相反的，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给他们。不要只在基督徒

营会才积极的洗碗，好像献出自己的生命是在特别活动时才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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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的功能似的。在家也每天积极去做。自愿给弟弟妹妹当司机，

让父母不用事事操心。融入他们：他们想玩什么你也一起玩，他

们想看什么你也一起看，他们感兴趣的你也感兴趣。献出你的生

命。 

那传讲福音、造就教会的果实呢？ 

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比如跟我一样，回到一个非基督徒的家

庭里。你把父母指向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互动方向很别

扭。因为他们是父母，他们教导过你，他们抚养你长大，而不是

你教导他们。所以先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我祷告的事情之一是，

我的父母会遇到我以外的基督徒，从他们那里听到福音对父母来

说要容易一些。 

然后下决心要自己爱他们。圣经叫我们献给父母的那种特别

的爱是第五个诫命： 

“当孝敬父母。”（出埃及记20：12） 

澳大利亚的福音传道人John Chapman和我们一起从事多项

事工，他来自一个非基督徒家庭。他告诉我们，他年轻的时候，

每天早餐时间都要给全家进行一段福音传道。最终他的父亲说：

“John你带早餐去教会吗？”“不带。”“那就别把教会带到早

餐桌上来。”我记得John Chapman说：“我真希望当时有人告

诉我，第五个诫命才是我们在父母面前做见证的关键。” 

有些父母可能立刻就会对你的信仰感兴趣，有些则不会。如

果是这样，少说，把你的信仰行出来，通常是最有智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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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扬福音、造就教会还有什么要说？ 

尽量有意图的行事，就像你在这里的做法一样。和家里的老

朋友见面，找机会跟他们谈起你的信仰。不要因为没办法邀请他

们去基督教探索课程就把这件事搁置下来。 

到你附近的教会去。如果你需要我们推荐的话，在联络处有

好教会指南表格。当你在家里的时候，主动提出服事的请求。 

与你在这里的基督徒朋友保持联系。你们应该彼此通电话、

写邮件，以此互相鼓励。为什么不做些计划和一些人经常见见

面？这样你就不会三、四个星期都不和那些能在属灵上与你彼此

鼓励的人在一起。 

如果你没有给JPC的假日俱乐部帮忙，悔改吧。如果你拒绝了

我们的心血和努力，就是不愿给营会之类的帮忙，同样的，悔改

吧。我这么说是为了你好。因为我一直记得一个学生说：“离开

这里以后，我的基督徒生活就像晾衣绳一般低垂不振，因此，我

尽可能多的树立杆子，就是营会和假日俱乐部这样的活动。” 

所以你要记住你的目的。 

主耶稣为了帮助我们在属灵上结果子，所说过的第二件事情

是这样： 

 

2、相信你们已经被接纳（第2到3节） 

再看一次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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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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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意思是“洁

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1到2节）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结果子，是因为神洁净了我

们。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园艺的画面。如果你想让什么东西结果

子，你必须修剪它，剪掉许多芽、枝子和干。这个园艺的画面其

实代表的是饶恕的洁净。 

回到约翰福音第13章第6节。这节经文讲耶稣给门徒们洗脚，

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安顿下来吃最后的晚餐之前需要洗脚，而是因

为他要借助这个视觉工具，来说明他第二天在十字架上将要为他

们做的事情。所以看第13章第6节： 

6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么。 7耶稣

回答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也就是

说，当我在十字架上面死去、将你们的罪洗净以后，你们就

会明白，我现在所做的，是一个视觉辅助工具，用来说明我

明天要为你们所做的事情。] 

8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

我无分了。[也就是说，除非我以宽恕来洗净你，不然你就与

我毫无关联了，你也就不是葡萄树上面的枝子了。] 

9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10耶稣

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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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11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即，犹大]，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第6到11节） 

那么回到约翰福音第15章第2节： 

2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指的是像犹大那样的人，看似在跟随

耶稣，但是长期来看并非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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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到3节） 

所以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理解是耶稣的死让他们得到洁

净，他将宽恕他们的罪，因为他已经为他们的罪接受了惩罚。但

他们已经明白耶稣对他们的宽恕和接纳了。所以，在第3节，耶稣

说： 

你们已经干净了。（第3节） 

如果你们相信耶稣是为了你能得宽恕而死，同样的说法也可

以用在你身上：你已经干净了，永远地得到了宽恕和接纳。因

为：耶稣为你所有的罪而死，不单单是你过去的罪，还有你将来

的罪。这也是为什么明天这个时候他还会说：“你们已经干净

了。”下周的同一时间，明年的同一时间，以及你的余生里，他

都还会这样说。因为得到洁净，得到神的宽恕和接纳，是通过耶

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赐给你的永久的状态。 

相信这一点是结果子的关键。原因很简单，如果你不能确定

自己与神的关系如何，你就不会真正想要为他而活。因为如果内

心深处你害怕神是反对你的，那么为他而活将成为一种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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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相反，如果你深知即便你不停的犯罪，他仍然爱你，那么

这一点就使得你想要结果子。 

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像我一样，记得Ken Matthews在他

自己婚礼上的令人信服的精彩发言，他转向他的妻子Fiona，说， 

“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愚蠢的一面，却仍然爱我。因此，我

每天都想做一个更好的人。” 

相信神无条件的、完美的爱，才会使你们想要为他结果子。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们独处的时间越

多，就越需要这样提醒自己。比如，想象现在是7月：你们回到

家，跟父母相处得不好，经常踢你家的猫，所以只有狗高兴见到

你；你陷入网络色情当中；你有一周没有读圣经了。实际上，所

有那些想要在家里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的计划，都失败了。 

有一天你想：“必须做出改变。”然后你坐下来拿起圣经，

撒旦会在你耳边悄悄地说：“你真的相信你表现这么差之后，还

能回到神身边吗？”你该怎么回答呢？ 

看，如果撒旦能够利用我们的失败感作为一个楔子，间离我

们和主，那么我们就会远离主，愈加的让主失望，仿佛一个螺旋

的滑梯一样。为了让自己再次振作起来，你必须学会对自己宣讲

七个字：“你已经干净了”。你的言行可能一塌糊涂，但是你的

状态没有改变。作为基督徒，你最需要的基本技能之一，就是每

每鲜明的意识到自己的罪犯，你能够自己再次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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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处之二是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即便你觉

得自己不配这样做，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

上为我们的罪得赦免付了代价。 

然后难处之首，就是单单信靠，相信你已经被赦免，停止对

过去耿耿于怀，接受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第二件可以让我们在属灵方面结果子的事

情：相信你们已经被接纳了。 

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事情是： 

 

3、 承担起你的责任（第4到8节） 

请往下看第4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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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第4到5节） 

耶稣说，在他里面是我们的责任。你不必对真正的树枝说这

些话，因为它们别无选择。但是我们这些作为比喻的树枝可以选

择。 

我们要对自己每天与耶稣的关系负起责任——试图听从他，

依靠他。并且这是个人的责任。所以神让我们归属于一个教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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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鼓励。但其他基督徒不能替你做到“在耶稣里面”，无论

你在这里还是不在这里，都是你个人的责任。 

那么，耶稣说的“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往下看第9

节，在那里他解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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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到10节） 

所以“在我里面”，耶稣的意思是说“通过顺服的方式回应

我的爱，这就是在我的爱里面”。他说的话可能听起来像是“如

果你顺服我，我就继续爱你。我的爱是基于你的顺服的、有条件

的爱”。但这与整个恩典的福音相冲突。 

他并不是说“如果你顺服我，我就继续爱你”。我想他的意

思是：“如果你顺服我，你就会持续地享受我的爱，享受与我的

关系。”你只要想想相反的那个选项，就能明白他的意思。 

想想你至今为止最悖逆的时候，对属灵生活很冷淡，并且顺

从习惯性的诱惑。你还能一直享受主给你的爱吗？还是说你与主

的关系因为羞耻感、负罪感和虚伪而蒙上了阴影，并且受到伤

害。你知道答案。 

但这并不是主想要的。所以他说：“通过顺服的方式回应我

的爱。要在我的爱里面。”请看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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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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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你们会享受与我的关系，尽可能不受罪恶的阴影

笼罩。所以这就是“在我里面”的意思。 

并且为了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需要读经和祷告。主耶稣并

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些文字，但最后请看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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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到8节） 

所以我们如何在属灵上多结果子呢？ 

要在耶稣里面，要确保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并且要请求他

帮助我们活出他的话语来。而这常常是超越我们自己力量的。 

而且，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越是独自一

人，越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确保你带一些圣经导读手册回家。并

且为此做出日常安排。我忘记读经的日子通常是我的休息日，因

为它没有被纳入我的日常安排中，而且我觉得自己有大把时间。

并且你会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假期相比，在考试周读经

还更容易一些。所以要定日常的读经计划。也要确保你带一些基

督教的书籍回家。我认为，在假期里，两周至少要读完一本书。 

现在我的女儿们自己喂自己吃饭的时候还是常常陷入困境，

所以在一顿饭最后，我和太太Tess还是要一勺勺喂她们吃。如果

你在属灵的喂养上陷入了困境，那么就请别人通过互联网来喂养

你。不是作为教会的替代品。不过，在你灵修的时间，你可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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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讲道。访问那些你知道的好的教会网站。访问Gospel 

Coalition网页，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教会的丰富资源。等等。 

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对我们所说的属灵上的果

实。如果你要暂时远离这里的团契聚会，或者你搬了家、在融入

一个新团契之前，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这部分神的话语中，我想你们牢记的只有第3节的那句话：

你们已经干净了。 永永远远的，被赦免、被接纳。因为如果我们

持守住这些的话，我们就不会陷入那些不可避免的失败之中。我

们就不会因为糟糕的一天、一周或是一个月而放弃。我们就可以

把至今为止的那些过去放下，并且重新开始。 

这基本上就是基督徒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