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孔偉牧師 
日期：07/15/2012 
題目：你的履歷表 
經文：約翰福音 15:1—16 
主旨：因基督已將屬他的人連接在他的生命裡，所以跟隨他的必須
在生命裡彰顯這事實 
 
引言： 

有許多人喜歡將他們的成就或履歷表寫在面書(Face book) 上，
最近有一個人給我看的面書的內容，那是公開的，大家都能看到的。
其中有一個人將他去過的學校，他寫過的每一篇文章，他在每一個
工作的地方，或他給的演講或講道，都把它列出來﹔另外一個人將
他所有去過的學校，曾經教書的學校，他所得到的所有的獎狀，科
學文獻，他都會列在上面。當我看到這些一張一張紙頭的時候，我
也在那裡做夢，我想是不是經過好幾年的抗拒，我想我也應該設立
一個 face book 的用戶，然后在裡面可以列出我去過的學校，我去
過講道的地方，當一想到這裡，半頁紙頭就寫完了，沒有什麼太多
可以寫的﹔但如果我將我的每一篇講道都寫在上面，那就不一樣
了，是不是，等一下，難道這就是我想人家對我的認識嗎？去了哪
些的地方，在哪些學校念過書，做了哪些的事，難道這就是我所響
往的嗎？ 

但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們將曉士頓中國教會列在 face book 裡
面，你會列什麼的項目呢？我們要別人怎麼樣的認識我們呢，有些
的教會，非常著名的地方，乃是非常有效的向那些還沒有信耶穌的
人傳福音。在最近在加州，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教會，他們著名的地
方是在一年之內，他們整個教會的會友減輕了 25 萬磅，想想去年一
年，整個教會的會友減輕了 25 萬磅，我就在想：如果我們的教會從
現在開始到明年的七月也減輕了 25 萬磅的話，大概這個教會就在地
球上消失掉了，是不是？我們到底希望人以什麼來認識我們呢，這
是不是也是我們在海外的華人所尋求的，特別是年輕人。我們可以
肯定的說：我們是亞裔，但是我們這一個亞裔，是要在哪些的方面
被表現出來。年輕人對那一個傳統的觀念，所有亞裔的人往往都是
讀書讀得好的，成績都是要拿 A 加等的，對這種的形態已經起了許
多許多的反抗，從他們的事業上也就可以看見，那我們去哪些地方
來尋找我們這個身份的表現呢。我們最近都有林來瘋，是不是? 我
們想突破學業,功課成績的優秀這種觀念，我們另外一個方向可能就
會走到運動，是不是? 當然姚明帶來一陣的瘋狂，但是姚明到底是
外面來的，從中國來的﹔但是林書豪是在這裡長大的，所以許多的



亞裔的年輕人能夠認同，這是不是我們在追求表達我們身份的方式
呢？我們在那裡尋求，我們有了一個身份，我們如何表達出來？ 

在今天所讀的經文裡，耶穌所講的一件事，門徒跟了他有三年的
時間，他們沒有什麼可夸的，他們當中包括了一些熱心政治的人，
一些打漁的人也有包括了收稅的，他們沒有太多的學歷，他們在福
音書裡被稱為耶穌的門徒，大概福音書裡有記載他們的名字的話，
提到他們的名字的只有一次，以后提到他們只是說耶穌的門徒。當
然你知道這是不好受，如果別人在介紹你，也不告訴別人你的名字，
你聽了是不好受的，你會說我的名字怎麼沒有提？他們也知道這個
跟隨了三年的耶穌，短期就離開了他們，那又怎麼樣呢？這一種缺
少了身份的表達，往往會令人的心理是非常的不安的。 

所以今日我想和你們一起的來探索耶穌對門徒也包括和你我說
的是什麼？他期望我們是怎麼樣的被人認出來。特別在《約翰福音》
耶穌好像相當的關心很注重別人是怎麼樣知道這些人是屬於他的。
他們那一個表現該怎麼樣的。我們當中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都是
在城市長大的，我們在吃葡萄的時候，可能想象都是包裝好的，一
顆一顆的。這是一個葡萄樹，然后這是葡萄，這是樹的果子，你也
看見在上面有一些的枝子。耶穌的講的這一句話：我是真葡萄樹，
也是唯一一個的聲明,宣告，帶出了后面的句子，就是我父是培植的
人，或我父是修剪的人. 其他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世
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糧，但是這裡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那修剪
的人。當我們進入這一段經文之前的話，我們看一下這一段經文重
復出現的一個字：“若”或“如果”，在第 4 節，如果這個枝子不
在我裡面，如果在第 6、7 節，如果•••如果•••同時在這一段
的經文裡，“在我的裡面”，“你在我的裡面”，就是在我裡面這
一個字重復出現，不僅在 15 章重復出現，在 14 章也重復出現，這
一個“在我裡面”的，這一個字，這一個句表達了關鍵，是一個
“約”的字句，在那裡表達了信徒和耶穌的一個非常密切的關系，
我們是屬於他的，我們是他草場的羊，他是我們的牧羊人，他是我
們的神，他是我們的主，這是一個事實，沒有人能改變的。 
   以這個作為背景，以“約”這個觀念作為背景，我們就來看 “如
果”或 “若”這個字。在第 15 章裡面，因著 這個 “若” 或 “如
果”帶來了很多的困難，因為我們一看 “若”，“如果”我們很快
把它們當成條件來看，如果你把他們當成條件來看就會發現很多的
問題了，如果你不在我的裡面，會怎麼樣﹔如果你做這做那，如果
你會愛心，若果你順服我, 如果你有喜樂，你就在我裡面，不然你
就不在我裡面。這段話你一邊想有道理，但你要深層想的話，你會
發現與聖經裡的神學,真理相違背。所以我們很簡單的。15 章這裡的



“若”不是代表一個的條件，乃是描寫事實的一個字，不是說現在
你們不在我裡面，如果你要在我裡面的話, 你們要做這做那，這裡
的“若”是說你已經在我裡面的，這是不能修改的事實，因為你已
經在我裡面了，就有這些的事，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
你們對聖經的若、約感興趣的話，我也會鼓勵你們好好的看一下《創
世紀》的一段的經文，當雅各離家出走的第一個晚上，在晚上做夢，
然后醒了之后，他也用了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不是條件，而
是當你這樣做的話，我會怎麼樣？我們以這個背景，“若”是在描
寫一個存在的事實，來看這段的經文. 

1.耶穌是代替了以色列的真葡萄樹 
     在舊約聖經裡，葡萄樹往往是指著以色列的民族，神的選民。
《詩篇》第 80 篇是最清楚的描寫這樣的一個圖畫，將葡萄樹比喻以
色列人。在第 8—11 節這段經文，是講到神是如何將他們從埃及帶
出來，經過了曠野，建立了這一個國家﹔在第 8-11 節，這裡描寫的
是以色列國最高峰的時候，然后他們的影響是普及到當時世界的各
地之處，他們就是那一個葡萄樹﹔ 
     但是在第 12—14 節，就看到另外一個圖畫，這裡是描寫到當
這位神所揀選，所愛的那一民族，他們重復的在那裡違背了神，他
們沒有守盡了神與他們立約的那一個本分的時候，他們就被周圍的
國家所侵略，他們被神所拋棄掉了。然后再過了好幾百年后，當你
看你 14 節的時候，“求你也來眷顧，從天上眷顧我們，眷顧這一個
葡萄樹，被人丟掉的葡萄樹。” 
   過了好幾百年之后，耶穌來到了這個世界上.然后在今天的這段
經文裡他就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我是真葡萄樹。他所說的意思就是
我是正式的，我來代替了以色列人，以前以色列人是神的那個真葡
萄樹，現在我來代替他們。既然他是那個真葡萄樹，那又如何，那
又怎麼樣呢？ 

2.耶穌是與信徒緊密連接 
如果他是那一個真葡萄樹，那那個枝子又指誰呢？在我們所看的這
段經文裡面。在第 3、4、5、7、9 節，你看到的這些，你們因著我
對你們所講的道，已經干淨了。“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
們的裡面。枝子不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
我裡面，也是這樣的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的裡面﹔
凡你們所願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們一樣，
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有沒有看到耶穌在這是對門徒說的，對那
些門徒，跟隨他的人，我就是那一個葡萄樹，你們就是枝子，已經
結上了葡萄樹，這是一個生命和生命的連接，不是像小孩子玩積木，
不想要了就拆開，不是的。他是說你跟我的關系，我和這些跟隨我



的人的關系是一個鞏固的，已經有生命連接的關系，耶穌在我們的
裡面，我們也在他的裡面，我相信這是我們都要擁抱的真理。當我
們將我們的信心放在耶穌的身上，當我們相信他是我們的神，是我
們的主的時候，我們已經跟他連接了.沒有一件的事情能將我們從葡
萄樹上剪掉的，這是我們有的那一種的安全，那一種的保障. 
     我們要記住的沒有任何的軟弱，沒有任何的失敗，沒有任何的
虧欠能夠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的。千萬不要讓任何的人和你說：
如果你不多讀一些聖經的話，如果你不多一點禱告的話，如果你不
多作見証帶領人信主，如果你不多做一些好事的話，你就會從這個
樹上被剪掉。沒有任何的事情能夠使你我這個已經與葡萄樹連接的
枝子，能夠隔開的，這是我們信仰的偉大的，也是很奧秘神奇的一
面。當一個人已經真的和這個樹連接的時候，在他們的裡面，已經
有這個生命，他們與神與耶穌的關系是穩固的，雖然有時候你我會
犯罪，你我會跌倒，會軟弱，但是我們的主從來沒有說：現在因為
你有這麼不好的行為，你犯了這麼大的罪，好，我要將你從我這個
葡萄樹上剪掉。在這段經文裡面，沒有這樣的一個觀念，就算你犯
了很大的罪，你在虧欠他，如何？他會說：我是葡萄樹，你是那枝
子。當你我犯罪的時候，這一個培植的人，這一個修剪的人，這個
天父，他會做一些修剪，會在這裡剪一下，那裡剪一下，有時候他
的修剪是蠻痛的是不是，然后我們遇見了一些我們從來都不想要的
事情，感覺到萬分的痛苦，有些時候就是他在我們的生命裡的修剪，
他的修剪就是為了結更多的果子。我想這個修剪就好像將我們心臟
的阻塞血管放一個氣球進去，把他打開來，打開之后血就會很順暢
的流向各個肢體裡﹔修剪這個枝子是為了樹的這個生命很自由的流
到這個枝子，能夠讓他結果子。 

在有一些特殊的情況，美國的公民權，中國的公民權可以被奪取
的，但是天國的公民是沒有辦法，是不會被奪取的，耶穌也說了：
沒有人能夠從他的手中把屬於他的人拿掉，這就是我們熟悉的永遠
保障的教義。 

3.信徒與耶穌的連接要在生活裡彰顯 
     既然我們知道我們在耶穌基督裡有一個穩固的地位，與他有一
個不可分開的關系，那我們怎麼樣將這個關系表現出來呢？別人從
我們的身上要看見什麼呢？我們也注意到在這段的經文裡，特別在
第 7 節，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意思說: 當你住在我裡面的時候, 我的
話也在你們的裡面了﹔你竟然在我裡面了, 我的話會在你的裡面. 
第 8 節，這樣你們就結出果子來﹔第 9 節，父怎麼樣愛我，我就怎
麼樣愛你們，你們要住在我的愛裡面，我在你們的裡面，你們在我
的裡面，我的話在你們的裡面﹔我的愛也在你們的裡面。主在我們



的裡面，主的愛在我們的裡面，主的話在我們的裡面，是分不開的，
這是手牽手在一起的。讓我們再進一步的稍微解開一點，在第 7 節
那裡說：因為你們已經在我的裡面了，所以我的話會在你們裡面，
你們無論向天父求什麼，都會給你們，然后第 8 節講到這樣天父就
會得到榮耀，因為你們結了更多的果子。 

1. 對他話語的順服 
當我們在基督的裡面，基督的話就在我們的裡面，意思是說既然與
基督耶穌連在一起的話，他的話就成為了我們生命裡的一部分，我
們要讀他的話，不是單單的讀，在聖經裡面，每一次提到他的話，
不是單單指頭腦的知識，也是指出對他話語的順服，這個對神話語
的順服，在聖經裡面是一貫的主旨，從《創世紀》到《申命記》都
是提到人對神的那一個順服，順服是一定有的﹔如果你是一個活人
的話，你一定要呼吸，就是這麼簡單，沒人告訴你要呼吸，你就會
呼吸了，同樣你與耶穌連接在一起了，你就是要順服的。因此在我
們在教導的時候，不是你要讀聖經而是要幫助人怎麼樣讀聖經，乃
是要幫助人怎麼樣對神話語的順服. 但是如果在一個人的生命裡，
你一點都沒看見他對神話語的順服的話，那我們可以問這個人是不
是和樹真的連接了？但我們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判斷人，只有神是
那一位判斷的，只有神知道的一切。當你我順服他的時候，當他的
話在你我裡面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在第 7 節，無論你們想要什麼，這裡是指著禱告，你求就給你
們成就。當他的話在我的裡面，當我在順服他的話，我求的，他會
成就, 這是一張空頭支票，無論求什麼，他會給你的。你有沒有想
過你為一件事禱告了很久很久，神好像沒有給你所要的，會不會因
為你所求的是不吻合他教導的，你所求的是為了你那些自私的動機。 
     當他的話在我的裡面，當我禱告的時候，我禱告的是按著他的
話語來祈求的時候, 他都給了。然后同時在這段經文裡，在第 8 節
這樣你結出很多的果子，在這裡 耶穌說: 當你順服神時，你聽他的
話，你向祂祈求的祂就會給你，你祈求的其中的一件事就是生命的
果子。在《約翰福音》裡，果子這個字出現了，特別是這一章，但
是沒有更多向我們解釋什麼叫果子，后來在保羅的書信裡，幫助我
們更多的明白什麼叫果子，這個果子可以是包括了聖靈在我們的生
命結的聖靈的果子，包括了帶人信主的那一果子，因此當我們在那
裏求的時候，他就會給我們。 
    我們也要注意一下，當我們的禱告被應允，得到我們所求的，
是天上的父，是耶穌基督得到了榮耀。很多的時候，當我們聽人作
見証的時候，因為我做了這些禱告，因為我做了殷勤的禱告，神就
應允了我，就好像神聽了我的禱告都是因為我的功德，你看我多好，



如果你像我這樣的禱告，神也一定會聽的，但是這樣的見証是很危
險的。所有的禱告蒙應允的那些的見証都要帶到神那裡，是神會得
到榮耀，當人看見我們生命裡那些的果子，無論是聖靈的果子還是
帶人歸主的果子，看見我們的生命的改變，越來越像耶穌基督，人
家就會說我們神的好話。當人說神好話的時候，這就叫做榮耀神了。 

2.愛 
除了對神話語的順服，這裡還有一個就是講到愛, 在第 9 節，父怎
麼愛我，我也怎樣愛了你們。你們要住在我的愛裡。我們在他的話
裡，現在我們在他的愛裡。但是又為了怕我們不完全了解什麼是愛，
在 12 節祂給了我們一個清楚的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了你
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了。這裡所說的你們要彼此相愛，好像天
父愛我們一樣，我怎麼樣愛你們，你們也怎麼樣彼此相愛。當我們
在他的裡面，他在我們的裡面，他的話在我們的裡面，他的愛也在
我們的裡面。我相信愛那些喜歡我們的人一點都不難，但是我也相
信是不是在我們的生命裡，都有一些我們覺得不正規的人，有一些
會讓我們發瘋的人。我到今日還記得，四十年多年前的一個同學，
在大學裡，每到禮拜五他就騎著腳踏車，無論我在哪裡他都能找到
我，問我每個禮拜天要干什麼，問了四年，頭一兩次還可以，你想
一想每個禮拜五都這樣，誰能受得了﹔兩三年前，他找到我，我接
他的電話好緊張，害怕他又問我這個夏天干什麼。當然他是很有心。
我想在你的生命裡一定有這樣的人，是不是，你說你可以幫助這些
無家可歸的人，但是你千萬不要叫我去愛某某人。但是這個命令沒
有給我們太多的空間，沒有給我們太多的余地，是不是，簡單的一
個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 
     又為了讓我們真的明白他這一句話，在 13 節又告訴我們，這
個愛就好像一個人為了他的朋友舍命，這個愛就是這樣大的。接著
他又給了我們一個解釋，幫助我們更加的了解，他就開始講到他和
門徒的關系，這個朋友，你為你的朋友舍命，沒有比這更大的了，
但他馬上就說了，你們不再是我的門徒，你們是我的朋友。要像朋
友一樣的為朋友舍命，我現在就是你們的朋友，現在就為你們舍命，
他說他將要面對的死亡，他以自己做那一個的榜樣告訴我們，什麼
叫彼此相愛。彼此相愛乃是說你要犧牲自己的時間，犧牲自己的經
濟，我的經歷，每一天的操作，我來幫助你，來關心你，而不是說
你有這個需要，但這個禮拜沒有時間，對不起，下個禮拜再來關懷
你，但這裡講到要犧牲性的關懷，這個禮拜雖然我有很多的事，但
我會放下來幫助你。我要犧牲這些為的是幫助你。這些彼此相愛包
括探訪那些有病痛的，那些不能出門的，病人或老人家，在監獄的，
我們要用時間和那些孤單的、沮喪的人在一起，來聆聽他們，在經



濟上，在體力上來幫助這些暴力受害者，這些被壓抑的受害者，耶
穌就是那個愛，最高的那一個榜樣。 

3.結果子 
然后在 16 節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分派你們出去
結果子。在前面已經提到結果子，就是當他在我們的裡面，當我們
在他的裡面，我們會有他的話，我們會遵守他的話，我們會有愛，
同時我們會結果子，不是你們出去就結果子，而是在你生命裡就要
發生的事情。在這段經文裡，如剛才說的沒有很仔細的告訴我們那
個果子，但是在這段經文的 11 節，要叫你們有喜樂，這個喜樂是果
子的一部分，如剛才我也提到的保羅在書信裡，更多的幫助我們了
解這一個果子，這個果子包括忍耐，仁愛，和平，恩慈，喜樂，良
善，溫柔，節制，信實。這些聖靈的果子，這些品格的果子，而且
在 16 節，也說要結這些的果子是結那些長存的果子，一般的解經
的，都在認同這是指著把福音傳給別人帶別人歸主，這也是一個的
果子。當你在我裡面的時候，你就會培養出這些生命品格的果子，
你就會在那裡向人傳福音，把人帶到耶穌裡。 
     我經常的想到我們所愛的一位姐妹，她的見証，她不是單單口
傳耶穌，而且她對別人的關懷，她的整個生命，就算她的身體不健
康的時候，她還是很焦急的要把這個好消息分享給她的朋友，她的
家人，在這些年裡，因為她結的果子，在這些年來, 有不少的人先
后就信了耶穌基督，跟耶穌連接在了一起。 
     最近在網站上看到北大畢業生的一個帖子，他有下面的話，他
說畢業了之后，我找到了一個相當不錯的工作，每個月大概有八千
人民幣，相當於美元 1400 多的，不是一個最好的薪水，但是也是
相當不錯的薪水。因為這個薪水，我的父親就不停的打電話向我埋
怨，表示他對我的失望，他說你從北大畢業，應該有省長級的待遇，
你現在就拿到這樣的薪水，我在親戚面前是多丟面子。然后他就說
還有沒有人也有同樣的感受，經歷，結果這個帖子得到了很多人的
回應。 
是不是我們很多時候做父母的，我們很希望我們的孩子介紹他去了
某某的名校，他找的那一份工作，如果你真的夠膽的話，薪水多少，
但是在美國你是不能講薪水的，巴不得那個人問你一下你的薪水多
少。我們喜歡這一些的，我們喜歡人家知道我或我們的孩子去了哪
裡工作，賺了多少錢。當我們在網上放了一個帖子的話，我們大概
也會說，我所去了所有的研究所，我所得到的所有的學位，我寫了
所有的文獻，當然不是你申請工作寫的，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這
是在社交理念上，這是我的成就﹔任何的一份文獻，雖然七個人，
八個人寫的，只要裡面有我的名字，那這個文獻就是我寫的，當然



看得懂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文獻的作者，誰的名字在第一位，誰
的名字在最后。我們就喜歡這樣讓別人認識我們.  
   但是你知道嗎？耶穌也非常的關注，別人是怎麼樣認識我們？在
《約翰福音》就有兩處提到當你這樣的時候，別人就知道你是我的
門徒了。然后在今天看到的經文裡，也是當你這樣的話，別人就知
道你們是屬於我的，耶穌很在乎別人怎麼樣認識你，認識我？但是
耶穌所關注的不是你拿了多少的學位，不是你在那一個名校讀了
書，畢了業，不是你成就了什麼，他所關注的既然你已經在我裡面
了，我要你的表現就是你對我的順服，你對別人彼此的關愛，和你
在生命裡結那一個品格的果子，結那一個帶人歸主的果子。如果要
寫一個屬靈的履歷表的話，就是他要你我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