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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5章第
1到17節

耶穌－真正的葡萄
樹

门徒们在第13和14章中提出的四个问题最后落在

世人将如何认识神这个问题上。今天我们要学习在

宣讲神的话语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是时候做些研究了！让我们回头看看在耶稣之前千

年，诗篇第80篇的内容。

诗篇第80篇第8到11节：

 

8你从埃及带走一棵葡萄树，你赶出外族人，把这棵树栽上。9你为它预备了地土，它的深枝扎根，充满全地.10它的荫影遮盖了群山，它的枝条遮盖了高大的香柏树。11它的枝条伸展，直到大海;它的幼苗，直到大河。

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到应许之地。他的“葡萄树”硕果累累，遮盖了从山到海整片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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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诗篇第80篇第14到19节：

 

14 万军的神啊！求你回心转意，从天上垂看鉴察，眷悟这葡萄树，15眷顾你右手栽种的根，和你为自己培育的儿子 16这树已被火烧，被砍下;他们因你
脸上的怒容灭亡 17愿你的手护庇护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培育的人。18这样，我们就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你的名。19耶和华万军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愿你的脸光照我们，我
们就可以得救。

但人们背离神，这棵葡萄树就被砍倒了。现在人子（耶稣）将要被差遣（第17节），使我们能够得救（第19节）。在这篇诗篇写作的300年后，以赛撒亚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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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诗篇写作的300年后，以赛亚预言：

以赛亚书第5章第3,4,7节：

3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哪！现在请你们在我

与我的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吧！

4 我为我的葡萄园所作的以外，还有什么要作的 

呢？我期望它结出好葡萄，它为什么倒结出野

葡萄呢呢

7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

喜悦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期望的是公平，但看到

的只是流血的事;他期望的是公义，听到的只是

哀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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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想从他的葡萄树/

     那么，这果实将要从哪里来？

凭着耶稣，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葡萄园中得到什么？

好的“果实”…… 第4節  但以色列
没有做到。 第7節

想一想诗篇80篇第17节 — 人子       
— 耶稣！

“愿你的手护庇你右边的人，就是
你为自己培育的人。”

全世界都要结满果实，以赛亚已经
预言了：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遍布地

面。” 以賽亞書第27章第6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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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次约翰福音

第15章

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培植的
人。

2		 	所有屬我而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
剪去；所有結果子的，他就修剪

			乾淨，讓它結更多的果子。

3		現在你們因着我對你們所講的道，
			已經干淨了。

第15章第1到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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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結到葡萄樹上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第2节中严重的警告是什么？

对那些与神连结的神的子民们来说，
他们拥有的许诺是什么？

我们是如何在葡萄树中

与神保持连结的？

   是什么意思？

•他宣称他是旧约所有应许的关键
所在。这些应许说神将会有“结
果子”的子民，他们将会把荣耀
带给神！

 

•以色列从未成就的那些事，他都
成就了。

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就会被剪去。

修剪干净……就像园丁修剪灌木是
要让它更强壮。神修剪他的“葡萄
树”，使它结更多的果实。

通过他的话语。 第4節

而且神的修剪也是通过他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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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就住在你
們裡面。枝子若不連在葡萄樹上，
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在
我裡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
裡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他就結
出很多果子；因為離開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

6			人若不住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
外面枯乾了，人把它們拾起來，丟
在火裡燒掉了。

7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留在
你們裡面；無論你們想要甚麼，祈
求，就給你們成就。

8			這樣，你們結出很多果子，我父就
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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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樹的果實：

如果离开神，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独自能结果实吗？

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
给我们的警告是什么？

神是给了我们一张空头支票吗？

  为什么？

不结果实。 第4節

不能！第5节非常清楚。我们需要住
在耶稣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 第6節

对比这个警告 - 第7节中的应许是多
么不同！

不是经文说：“你们若住在我里
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
意思是 - 我们可以求任何与他的话
语相符的事 第7節

因为这是父神得荣耀的方式。 

这与诗篇第80篇相比，有什么相似
之处？

•关于葡萄树长得高而茂盛的词语

•通过教导耶稣的话语出现世界性
的教会

•接受他的话语，结果总是成长

第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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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这里被提到了这么多次！
耶稣从第9节开始讲述他的爱以及他的父
的爱：

9		父怎樣愛我，我也怎樣愛你們；
			你們要住在我的愛里。

10		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就必
				定住在我的愛里，正像我遵守
				了我	父的命令，住在他的愛里			
				一樣。

11		“我把這些事告訴了你們，好讓
					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且
					使你們的喜樂滿溢。

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
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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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父是
   是如何爱子的？

那么耶稣（圣子）
是如何爱我们的？

耶稣命令他的门徒们去做什么？

  但我们如何做到呢？

如果我们这样做，会发生什么？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20节里给了
我们答案：

“父爱子，把自己所作的一切指示给他看，还要把

比这些更大的事指示给他看，使你们惊奇。”

耶稣解释说：父神爱子神，是通过把
所有父所做的事都显现给子。

“要住在我的爱里。” 第9節   
“你们要彼此相爱。” 

通过遵行他的命令！

我们的喜乐会满溢！与我们的创造者
和好就是拥有一个丰盛人生的答案！

•把父的爱显现给我们

•把他自己显现给我们

•把去向父的路显现给我们

我们遵行耶稣的诫命不是为了与他和好（我们永远

也无法做到）。相反，我们遵行他的诫命是因为他

先爱了我们，所以现在，作为他的门徒，我们想要

遵行他的命令。

第12節

第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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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為朋友捨命，人間的愛沒有比這個更

大的了。

14		你們若行我所吩咐你們的，就是我的朋

友了。

15	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

			人所作的事；我已經稱你們為朋友了，因

			為我從我父那裡聽見的一切，都已經告訴

			你們了。

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		

			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就是結常存的果

			子，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

			他必定賜給你們。

17	我把這些事吩咐你們，是要你們彼此相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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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做到？

我们这样做的益处是什么？

怀着无私，自我牺牲的爱。

当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将要把他的爱
显现给我们。他吩咐我们显现给彼此的，就
是这种无私的爱。

•  我们会与我们耶稣—我们的创造
者成为朋友！ 第14節

• 我们成为神充满爱的家庭一员。

 

所以当我们传讲耶稣的时候，“很多
果子” 第8節 就会出现 - 于是他的家
庭成长壮大。

这其中有真实，完全的喜乐！

换句话说：“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去和更多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一个充满爱的人群，他们彼此相爱，并且分享耶稣的好消息。

第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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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5章第1到17節
1“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培植的人。	 2	 所有屬我而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結果子的，他就修剪干淨，讓它結更多的果子。	 3	現在你們因着我對你們所講的道，已經干淨了。	 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就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連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他就結出很多果子；因為離開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6人若不住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干了，人把它們拾起來，丟在火裡燒掉了。	7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留在你們裡面；無論你們想要什么，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8	這樣，你們結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9	父怎樣愛我，我也怎樣愛你們；你們要住在我的愛里。	 10	 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愛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

所以……总结起来：
•没有人可以单独做基督徒！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教会家庭 - 与“葡萄树”连结！
•在这里我们可以“住在神的爱里”，聆听他的话语，宣扬并且遵行他的话语！
我们如何做到？
我们应该在这里结束学习的部分，开始讨论你如何能在你家附近找到一个教会，在那里更多的学习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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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这样

生活，其他人会做出怎么样

的反应。

愛里一樣。11“我把這些事告訴了你們，好讓我的喜樂存在
你們心裡，並且使你們的喜樂滿溢。	 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
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13	人為朋友捨命，人間的
愛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	 14	你們若行我所吩咐你們的，就是
我的朋友了。	 15	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
所作的事；我已經稱你們為朋友了，因為我從我父那裡聽見
的一切，都已經告訴你們了。	 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
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就是結常存的果子，
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定賜給你們。	 17	我
把這些事吩咐你們，是要你們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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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5章第18节到
第16章第4节

要有什麼樣的期待

约翰福音这部分讲的是作为耶稣的门徒，在他死与复活之后，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上次我们看到，属于耶稣使我们成为真葡萄树的一部分 - 神真正的子民做耶稣子民的一份子的意思是：

翻到下一页我们就会看到，对于我们这些神的子民，世人将会作何反应。

•  像他一样爱人，像他一样祷告，像他一样

喜乐，为他在这个世界结“果子”。

•我们结的“果子”是我们对神和他的子民自

我牺牲的爱所结出的果子。

•就像父和子的  爱，这样爱人的人们会把神

的爱带到他人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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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今天我们要学四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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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果世人恨你們，你們要知道
他們在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
了。

19		你們若屬於這世界，世人必定愛
屬自己的；但因為你們不屬於世
界，而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
們，所以世人就恨你們。

20		你們要記住我對你們說過的
話：‘僕人不能大過主人。	他們
若迫害我，也必定迫害你們；他
們若遵守我的話，也必定遵守你
們的話。’

21		但他們因着我的名，要向你們行
這一切，因為他們不認識那差我
來的。



21

第1部分：世人恨耶稣的门徒……

这些经文里有什么让你吃惊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觉得吃惊？

 世人为什么
  恨我们？

  这就告诉我们，
世人是怎么样的？

世人将会恨我们！

因为世人已经先恨耶稣了！
第18、20節

因为：

• 我们已经被耶稣从这个世界中拣选
出来。 第19節

• 我们“不属于世界”。

• 世人不认识父。 v 21

世人大多数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
云的人。

我们从社会现像中就能看到，比如
时装，潮流，言论。简单来说，如
果有人不随声附和，我们就觉得他
们很怪！

耶稣说，世人会恨我们，因为无私，有爱的生命会显出这
个世界自私的罪。

第21節

第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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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果我沒有來，也沒有對他們講過什

			麼，他們就沒有罪；但現在他們的罪是

			無可推諉的了。

23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24		如果我沒有在他們中間作過別人沒有

作過的事，他們就沒有罪；但現在我

和我的父，他們都看見了，也都恨

惡。

25		這就應驗了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

他們無故地恨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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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世人有罪的！

 这一部分如何暴露了
世人的罪？

那这些人将会怎样？

使我们恨耶稣？
有没有合理的原因

耶稣已经告诉他们真理但他们不
听！ 第22節上

• 他们没有借口。 v 22b

•  他们拒绝神的儿子 — 带着仇恨的
心  第23節

• 因为憎恨耶稣，这世界就显出它憎

  

没有！ 第25節

停下来思索...
背离神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非常严重的！
 
这世界有罪，因为耶稣已经在世上做了神的工 - 证据
都摆在这里了！
 
第24节使我们哑口无言。我们对耶稣的工所做出的回
应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

耶稣在此处又一次应验了千年前的预言：

詩篇69第4節上  ：“那些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

多”耶稣把他的犹太敌手们划为“世人”当他们不接

受耶稣的话语，他们拒绝的是他们等待已久的王 - 

弥赛亚！（23页）

第22節下

第23節  恨圣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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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從父那裡要差來給你們的
保惠師，就是從父那裡出來的
真理的靈，他來到的時候，要
為我作見證。

27		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從開始
你們就是跟我在一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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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真理无法被阻挡！

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即使世人恨他，

神的真理仍会继续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如何做到的？

面对这样的敌对状态 - 保惠师/帮手
（被称为圣灵）将会来到…… 

•  他是耶稣从父那里差遣来的。

•  他讲述关于耶稣的真理。

十一个使徒能够传讲耶稣的真理是因为圣灵

与他们同在，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和耶稣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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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把這些事告訴了你們，使你
們不致後退。

2	 	人要把你們赶出會堂；並且時候
要		到，所有要殺害你們的人，以
為這樣就是事奉神。

3	 	他們要作這些事，因為他們不認
識父，也不認識我。

4	 我把這些事告訴了你們，讓你	

			們到了那個時候，可以想起我
			告訴過你們了。我起初沒有把
			這些事告訴你們，因為我跟你
			們在一起⋯⋯
	

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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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做好准备……

 耶稣为什么说这些话？

为什么耶稣要跟他
的门徒们说这些话？

人们为什么会恨耶稣的门徒们呢？

第2和3节里有什么让人吃惊的地方？

为了让我们做好准备，不至因为一
些让我们猝不及防的事而放弃跟随
他。

•  因为当耶稣与使徒们在一起
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

•  但他离开以后，他们就会面对
很多敌人……

所以他们需要做好准备。

最强烈的敌对行为将会来自于那些
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甚至要杀死
基督徒！

比如：
•常常听到世界各地憎恨基督徒的新闻。
•一个初信的基督徒发现他附近的教会不学习也不
遵行神的话语。
•教会不愿意遵行圣经的话语，比如在婚姻/性行
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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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5章第18節

18	 “如果世人恨你們，你們要知道他們在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

了。	19	你們若屬於這世界，世人必定愛屬自己的；但因為你們不

屬於世界，而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人就恨你們。	
20	

你們要記住我對你們說過的話：‘僕人不能大過主人。’他們若

迫害我，也必定迫害你們；他們若遵守我的話，也必定遵守你們

的話。	21	但他們因着我的名，要向你們行這一切，因為他們不認

識那差我來的。	22	如果我沒有來，也沒有對他們講過什麼，他們

就沒有罪；但現在他們的罪是無可推諉的了。	
23	恨我的，也恨我

的父。	24	如果我沒有在他們中間作過別人沒有作過的事，他們就

沒有罪；但現在我和我的父，他們都看見了，也都恨惡。	
25	這就

應驗了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他們無故地恨我。’
26	 “我從父

那裡要差來給你們的保惠師，就是從父那裡出來的真理的靈，他

來到的時候，要為我作見證。	27	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從開始你

們就是跟我在一起的。	 ”1“我把這些事告訴了你們，使你們不

致後退。	 2	人要把你們赶出會堂；並且時候要		到，所有要殺害你

們的人，以為這樣就是事奉神。	 3	他們要作這些事，因為他們不

認識父，也不認識我。	 4	 我把這些事告訴了你們，讓你們到了那

個時候，可以想起我告訴過你們了。我起初沒有把這些事告訴你

們，因為我跟你們在一起⋯⋯

到第16章第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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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
这些话听起来非常惨淡……下一次我们会读到，当耶稣回到天堂去之后，我们会得到一个巨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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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6章第5到15节

聖靈在這世上
的工作
从第15章到第17章，我们学习到，在耶稣

死以后及复活与之后到他再来之前这一段时

间，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

在之前两次学习中，我们看到……
•  耶稣承诺，那些听从并且遵行他的话语的人们，会成为神“结果实的葡萄树”的一部分 - 也就是成为他子民的一份子他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做真正有果效的工作;并且……

•  耶稣解释说，世人将会憎恨为他而活并且为他说话的那些人，因为世人憎恨父和子。但十一位门徒还是会在这个世界里做耶稣的见证人（使徒），因为神想要他的话语传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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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5	 現在我要
到那差我

來的那裡
去，你們

			中間並沒
有人問：

’你到哪
裡去？	’

6		然而因為
我把這些

事告訴了
你們，你

				們心裡
就充滿憂

愁。

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应许，他到父那里去（也就是上十字架）会带来真正的帮助……他会派遣圣灵。
 我们会看到，圣灵的工作分两部分，彼此紧密相连：

1）第5到11节：圣灵在世上的工作
2）第12到15节：圣灵在使徒身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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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但我要把實情告訴你們，我去是對你
們有益的。如果我不去，保惠師就不
會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了，就會差
他到你們這裡來。

8	 他來了，就要在罪、在義、在審判各
			方面指證世人的罪。

9	 	在罪方面，是因為他們不信我；

10		在義方面，是因為我到父那裡去，你
們就再看不見我；

11		在審判方面，是因為這世界的統治者
已經受了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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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圣灵在世上的工作：定罪

耶稣告诉使徒们他将要到父那里去。 第5節

为什么耶稣离开是为他们好？

   保惠师
  会做什么？

“保惠师”（帮手）会来 - 只有当
耶稣离开之后 第7節

他会指证世人的罪：

罪……义……审判

让我们依次来看一看这些词的意思是
什么。

指证世人的罪
这是什么意思？
•  圣灵会显出/暴露这个世界是有罪行的。记得约翰福音第3章第20节：“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
• 第8节的意思是 使世人羞愧并且让世人认识到自己   的罪 — 由此叫每个人悔改。
• 圣灵的工作是暴露人们的罪和愧疚之处。• 当耶稣回到父那里，他就会派遣圣灵。圣灵会继续耶   稣在世上的工作。
 
• 注意，这是圣灵在非基督徒身上做的独特并且唯一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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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词，“罪”：
 罪
“……在罪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第9节 

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学到哪些与“罪”相关的内容？
約翰福音第5章第23節  ：“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像尊敬父
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
在约翰福音第5章，我们看到复数的罪和单数的罪
是有差别的！

单数的罪是：
•拒绝承认耶稣是神，
并且……

•拒绝接受耶稣是我们的王，掌管我们的生命。

复数的罪是
•自己掌控，而非耶稣掌管的生命中，那些我们所
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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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这一点：两个孩子得了水痘
一个全身都是……另一个只有两个水痘！
 提问：哪个孩子得了水痘？！
 答案：两个都得了！
罪也是这样。如果有两个人，他们都自己掌控自
己的生活，而不是由耶稣。其中一个做了很多罪
恶的事情，而另一个只做了几件罪恶的事情……
但他们两个都是有罪的！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按着人们的原罪（单
数）和罪恶之处（复数）定了他们的罪，他的权
柄就由此显明出来。

当耶稣到父那里去之后，圣灵会继续这一工作。
•圣灵会使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
•如何做到？ - 因为我不相信耶稣 第9節



36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词：“义”：

 义
关于“义”，我们之前在约翰福音里                        

已经学到了什么？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显出了真正的义。他的

生命是完美的，没有罪。

•在他面前，我们会一直觉得羞愧！

先知以赛撒亚把我们的“善举”比作“污秽的衣服”：

“我们所有的正义行为就像肮脏的碎片......”
以賽亞書第64章第6節

当耶稣离开以后，圣灵将会定这个世界无义的罪 - 

因此，会使世界去寻求宽恕。

 

现在来看最后一个词“审判”：

     审判
关于“审判”，我们在约翰福音中                       

已经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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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約翰福音第12章第31到32節  中，耶稣说：

“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现在这世界的王

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

归向我。”

• 耶稣教导 — 魔鬼邪恶的工将会被暴露出来，凭着耶                                                                                                                                                

  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被打败。

• 十字架是神的爱和良善战胜邪恶的胜利。

• 在十字架上，耶稣承受了所有神对我们的罪的公义审                                                                                                                                                

   判和愤怒。

• 耶稣的复活说明死亡已经被打败，魔鬼是已经被战胜                                                                                                                                                

   的敌人。代价已经全部付清了！

• 圣灵将会来到，以将来的审判定这世界的罪！

• 如果神最大的敌人已经被暴露并且打败了，那么与站                                                                                                                                                

   在耶稣的对立面是毫无胜算的！！审判一定会来到！

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是否体会到圣灵显出你的罪

来？

这就是圣灵在世上的工……现在来看看他在使徒身上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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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可																																																																																																																																																

					是你們現在擔當不了；
																																																																																						
13		只等真理的靈來了，他要引導你																																																																																																																																																

				們進		入一切真理。他不是憑着自																																																																																																																																																

				己說話，而是把他聽見的都說出																																																																																																																																																

				來，並且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																																																																																																																																																

				們。

14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把從我那
裡所領受的告訴你們。

15		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
我說，他要把從我那裡所領受的
告訴你們。



39

第2部分：圣灵在使徒身上的工

耶稣应许说，

怎么做到呢？

这为什么很重要？

圣灵会为他的使徒们做什么？

• 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真理。 第13節

• 这是来自耶稣的真理。

•   将来的真理。

•   圣灵由此荣耀耶稣。

•  因为圣灵是直接从耶稣那里得到
真理的。

因为真理属于神，神把一切真理都
给了耶稣。

现在圣灵会引领使徒进入一切真
理！

圣灵将会让使徒们能够明白耶稣所显示出来的真理，让

他们为见证做好准备。

耶稣再一次强调了他的离去之时正在迫
近。记住，耶稣在这里是特别在对他的十
一个使徒讲话。

第13節

第13節

第14節

圣灵将会让使徒们能够明白耶稣所显示出来的真理，让

他们为见证做好准备。

使徒是那些负责撰写新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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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们所写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

是： 

•来自耶稣，通过圣灵。

•真的 - 我们能够相信！

•完整 - 我们不需要补充什么！
•来自神 - 所有的真理 - 过去，现在，将来。

当你读新约的时候，这段经文给你怎样的信心？
你可以信靠并且相信！

如果你想知道神今天要对你说什么，你会去哪里
找答案？

直接去读他的话语 - 圣经。

现在耶稣已经离开了 - 我们如何维持与他之间的
关系？

•通过圣灵…… 

•通过使徒的话……在圣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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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教会中有时候有人在圣经之上添加内容，有人认

为圣经是不够的。
 
有时候有人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了解神，我们

需要新的从圣灵而来的“话语”。
 

注意！
教会中有时候有人在圣经之上添加内容，有人认

为圣经是不够的。
 
有时候有人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了解神，我们

需要新的从圣灵而来的“话语”。
 

这都是错误的！
 

神把他一切要说的话都给了耶稣。
 

耶稣通过圣灵的工，把他的使徒引领进他所有的

真理之中。
 
我们现在有圣经 - 神想要我们明白的，他一切的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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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回到最初 - 耶稣说他的死是为了他们好，
因为圣灵会来做工：

1）在这个世界中 - 定我们的罪，显出耶稣的义，
还有我们为什么该受审判……
2）使徒 - 完完全全的揭示神话语中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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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6章第5到15節

5	 	 現在我要到那差我來的那裡去，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

你到哪裡去？	 ’6	 然而因為我把這些事告訴了你們，你們

心裡就充滿憂愁。7	 但我要把實情告訴你們，我去是對你

們有益的。如果我不去，保惠師就不會到你們這裡來；我

若去了，就會差他到你們這裡來。8	 他來了，就要在罪、

在義、在審判各方面指證世人的罪。9	 在罪方面，是因為

他們不信我；10	 在義方面，是因為我到父那裡去，你們就

再看不見我；11	 在審判方面，是因為這世界的統治者已經

受了審判。12“我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可是你們現在

擔當不了；13	 只等真理的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進		入一切

真理。他不是憑著自己說話，而是把他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且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14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

把從我那裡所領受的告訴你們。15	 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

的；所以我說，他要把從我那裡所領受的告訴你們。

下一次⋯⋯
悲痛…过后随之而来的是

大大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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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6章第16到33节

深切的喜樂！
到目前为止的故事...

从第13章开始，耶稣教导他的使徒们，在等待他再来的过程中，要如何充满信心的为他而活。

他回答了有关他离开之后的四个问题。他的圣灵会通过他的话语，把耶稣显现给他的子民。以此带来生命。

耶稣解释了，他的门徒是神真正的子民，与真正的葡萄树（耶稣）连结。

他讲到这个世界的敌意世人恨门徒的时候，他们不该觉得吃惊：“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而且他还告诉他们，圣灵要定这个世界的罪，完全的把一切有关耶稣的真理显示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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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在，耶稣开始

讲述在他离开之

后，我们与他的

关系会是什么样

子的。



46

16		“不久，你們不會再看見我；再過不
久，你們還要看見我。”

17		於是他的門徒中有幾個彼此說：“他對
我們說：’不久，你們不會看見我；再
過不久，你們還要看見我。’又說：’
因為我到父那裡去。’這是甚麼意思
呢？”	

18			他們又說：“他所說的’不久’，																																																																																																																																																
	是甚麼意思呢？我們不曉得他在講甚																																																																																																																																																
	麼。”

19		耶穌知道他們想問他，就說：“我所說
的’不久，你們不會看見我；再過不
久，你們還要看見我’，你們為了這話
彼此議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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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节经文中，约翰好像把耶稣和使徒们说

的同样几句话反反复复记录了很多遍！

 约翰把哪一个词语纪录了七次？

约翰为什么重复这么多次？

“不久”

离耶稣的死与复活只有不到几小时
的时间了，使徒们看起来还是非常
迷茫不解……于是耶稣又一次解释
给他们听。

•  他将会离开 - 眼看不见。

•   然后他将会再次被看见。



48

20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要痛
哭哀號，世人卻要歡喜；你們
要憂愁，但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
樂。

21		婦人生產的時候會有憂愁，因為
她的時候到了；但生了孩子以
後，就不再記住那痛苦了，因為
歡喜有一個人生到世上來。

22	現在你們也有憂愁；但我要再見

			你們，你們的心就會喜樂，你們

			的喜樂是沒有人能夠奪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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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到33节对耶稣的话做出一些解释             
这些经节分三部分：

第1部分：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所带来的眼泪和喜乐

这巨大的悲痛和喜乐

这喜乐为什么是谁也夺不走的？

第21节如何帮我们了解现在的情况？

 的原因是什么？ • 他的死亡带来悲痛。 

•   他的复活带来喜乐。

我们的喜乐来自耶稣活着这个事实 
- 他永远活着！

他的门徒们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会非常痛苦。他们的痛苦将是短暂
的。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有意义
的。

一旦耶稣复活，他们的喜乐是巨大
的，而且没有人可以夺走这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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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到了那天，你們什麼也不會問我了。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奉我的名
			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定賜給你們。

24	你們向來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現在
			你們祈求，就必定得着，讓你們的喜
			樂滿溢。

25		“我用譬喻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時候
要到，我不再用譬喻對你們說了，而
是把關於父的事明明白白告訴你們。

26		到了那天，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我
不是說我要為你們請求父；

27		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
並且信我是從神那裡來的。

28		我從父那裡來，到了這世界；我又離
開這世界，到父那裡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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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由与父之间全新关系而来的喜乐

由这几节经文看，

在这几节经文中，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个关系怎么是可能的呢？

这段新关系的根基是什么？

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的喜乐从何而来？ •  关系 - “祈求，就必定得着”
第24節

•  启示 - “把关于父的事明明白白
告诉你们”

• 又是关系 - “要奉我的名[向                                                                                                                                                
     父]祈求”。

凭着耶稣完成的工，死在十字架
上，我们可以与神直接连结。

在他的死和复活之后，耶稣会解释
清楚他所做的一切。

爱！ 

第25節

第26節

第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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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門徒說：“你看，現在你是明說，

不是用譬喻說了

30			現在我們知道你無所不知的，不需																																																																																																	

要人向你發問。因此，我們信你是

從神那裡來的。	”

31			耶穌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信嗎？

	
32			看哪，時候要到，而且已經到了，

你們要分散，各人到自己的地方
去，只留下我獨自一個人。其實我

不是獨自一個人，因為有父與我同

在。

33		我把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使你

				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

				患難，但你們放心，我已經勝了這

				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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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痛苦和苦难/平安与胜利

  门徒们会怎么样？

但耶稣为什么说他么可以“放心”？

•  在耶稣里 - 他们将会有“平安”
第33節

• 在这个世界 - 他们将会遇到“患                                                                                                                                                
     难” 

 总结:
耶稣说，他的死将会带来：

第20到22節  - 悲痛和喜乐 
第23到28節  - 启示和关系
第29到33節  - 患难和平安

从这些经文来看 - 你会如何描述一个                   
普通基督徒的经历？
不是说一切都会很美好。事实上，耶稣说基督徒的生
命中会有患难。但在这一切之中，基督徒有从神而来
大大的平安和喜乐。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世界。

他已经胜了这世界。

第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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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喜乐和平安从何而来？

来自于通过圣灵与父神的关系；                                        

这关系是耶稣死而复活的结果。

那么，在以下这些情况，我们应该说什么？

•有人说：“普通的基督徒经历都是健康，富有和成功

的。”

错！“在世上你们有患难。” 第33節

• 有人说：“我感觉不到喜乐和平安。”

   喜乐和平安来自我们与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以及当

我们对他的话语做出回应时向他亲密的祷告。

•  有人说：“读圣经的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鲜活的经

历全都是头脑知识和书本功课！”

   错！喜乐和平安是基督徒普遍的经历。当我们通过

耶稣的话语来到他面前，喜乐和平安会通过圣灵到

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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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地16章地16到33節
16“不久，你們不會再看見我；再過不久，你們還要看見
我。”	17	於		是他的門徒中有幾個彼此說：“他對我們說：’
不久，你們不會看見我；再過不久，你們還要看見我。’又
說：’因為我到父那裡去。’這是什麼意思呢？”	18	他們又
說：“他所說的’不久’，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不曉得他在
講什麼。”	19	耶穌知道他們想問他，就說：“我所說的’不
久，你們不會看見我；再過不久，你們還要看見我’，你們
為了這話彼此議論嗎？	20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要痛哭
哀號，世人卻要歡喜；你們要憂愁，但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
樂。	21	婦人生產的時候會有憂愁，因為她的時候到了；但生
了孩子以後，就不再記住那痛苦了，因為歡喜有一個人生到
世上來。	22	現在你們也有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
就會喜樂，你們的喜樂是沒有人能夠奪去的。	23	到了那天，
你們什麼也不會問我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奉我的
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定賜給你們。	24	你們向來沒有奉
我的名求什麼；現在你們祈求，就必定得着，讓你們的喜樂
滿溢。25	“我用譬喻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時候要到，我不再
用譬喻對你們說了，而是把關於父的事明明白白告訴你們。			
26	到了那天，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不是說我要為你們請
求父；	27	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並且信我是從
神那裡來的。	28	我從父那裡來，到了這世界；我又離開這世
界，到父那裡去。	”	29		門徒說：“你看，現在你是明說，
不是用譬喻說了。	30	現在我們知道你是無所不知的，不需要
人向你發問。因此，我們信你是從　神那裡來的。	”	31	耶
穌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信嗎？	32	看哪，時候要到，而且已
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人到自己的地方去，只留下我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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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
耶稣想要什么……

一個人。其實我不是獨自一個人，因為有父與我同在。	33	
我把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使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患難，但你們放心，我已經勝了這世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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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7章第1到26节
耶穌禱告...

耶稣与他的门徒们渡过了一段亲密无间的时

光，在最后，他为自己以及教会祷告。这个

祷告发生在他被捕以及受审之前几分钟的时

间之内，所以内容深奥丰富，需要作做一些

解释。

这段祷告总结了耶稣在第13到17章中的教导

说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他在世上的工。（第1到5节）

•耶稣为他的使徒们所求的是什么（第6到19

节）

•耶稣为他的教会所求的是什么（第20到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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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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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1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就舉目望天，
說：“父啊，時候到了，求你榮耀你
的兒子，讓兒子也榮耀你，

2	 	正如你把管理全人類的權柄給了他，
使他賜永生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3		認識你是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
			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了你，你交給我要
			作的工，我已經完成了。

5		父啊，現在讓我在你自己面前得着榮
			耀，就是在創世以前我與你同享的榮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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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世上的工

耶稣在第1到5节中
求的是什么？

  神为什么将要荣耀子？

这工是什么？

这将如何发生？

神会荣耀子。

使子可以荣耀神。

给人永生，使他们能够认识神。 
第3節

通过耶稣完成父神交给他的工。

 

所以这不是在说飘浮在天堂的云朵

里，而是与我们的造物主之间亲密

的关系，从现在开始！

第2節、第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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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 父荣耀子……

• 因为子已经完成了父交给他的工

• 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联系

• 就是“永生”

我们在哪里出乎意料的见到神的荣耀？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这怎么可能？

 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成就了他伟大的工：我

们（有罪的人们）与（完美的）神之间建立起

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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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什么使人感到惊讶？

我们不懂得我们的罪有多深有多重...耶稣要解

决的是一件多么巨大的任务。

 

相反，我们期待神通过彰显大能或是彰显智慧

来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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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從世上分別出來賜給我的人，

我已經把你的名顯明給他們了。他

們是你的，你把他們賜給了我，他

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7			現在他們知道，你所給我的，無論	

				是什麼，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8			因為你賜給我的話，我已經給了他

				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

				是從你那裡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

				來。

9			我為他們求；我不為世人求，而是

			為你賜給我的人求，因為他們是你

				的。

10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是			

				我的，並且我因着他們得了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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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為他的使徒們所求的是什麼？

我们怎么知道呢？

• 神把他们给了耶稣 - 他们听从神
的话语 第6節

•  他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  他们属于耶稣还有神……而且给
耶稣带来荣耀。 第9到10節

耶稣与父神讲使徒的事。
他保证这些人是“真材实料” - 他们是耶稣真
正的信徒，他们能够记录下他所显示出来的
真理。

第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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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不再在這世上，他們卻在這世	
				上，我要到你那裡去。聖父啊，求
				你因你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使
				他們合而為一，好像我們一樣。
12		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因你賜給
				我的名，我保守了他們，也護衛
				了他們；他們中間除了那滅亡的人
				以外，沒有一個是滅亡的，這就應
				驗了經上的話。

13			現在我到你那裡去，我在世上說這
					些話，是要他們心裡充滿我的喜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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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求使徒们会受到保护 - 他

们会继续信靠他。

神不只拣选使徒，保护他们，
而且知道他们是真正的信徒，

这为什么是很重要的？

他们后来要建立教会 - 神的子民 - 
荣耀神的那些人。

 第12節  “那灭亡的人” - 这是在说
犹大，他已经出去要背叛耶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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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把你的道賜給了他們；世人恨他
們，因為他們不屬於這世界，像我不
屬於這世界一樣。

15			我不求你使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
					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16			他們不屬於這世界，像我不屬於這世
					界一樣。

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
					真理。

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來，我也怎樣差他		
					們到世上去。

19			我為了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
					使他們也因着真理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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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神保护他们。 第11節

•  他想要他们存留在与他的关系之中，充满来                                                                                                                                                

    自他的喜乐。 第13節  

•   他知道这个世界将会与他们为敌。 第14節

•  他想要他们不受恶者的伤害。 第15節

•   他想要他们通过耶稣的话语，持守他的真

理。 第17節

•   他想要他们把真理带到全世界。 第11節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为
他们祷告？

因为他很快要回天上了。

总结来说，当我们看到由使徒们记
录下来的耶稣充满真理的话语，耶
稣的这段祷告使我们充满信心。教
会就是建立在此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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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不但為他們求，也為那些因他
們的話而信我的人求，

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像父你在我裡
面，我在你裡面一樣；使他們也在
我們裡面，讓世人相信你差了我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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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為他的教會所求的是什麼？

耶稣在第20节中讲的是谁？

在第21节中，

耶稣为什么想要
教会团结？

他是如何为我们祷告的？

从起初到终了的每一个基督徒。

耶稣求他们相信使徒们的话语，并
且因此连结在一起 - 这被称为耶稣
新约的教导。

“……让世人相信……” 
第21節

为什么教会常常看起来是不团结的？

•  因为很多教会通常不教导耶稣的话语，圣经。

• 耶稣很重视基督徒间的团结 - 并为此祷告只有顺服他

   的话语，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新约中就能读到

   他的话语。

那么不团结从何而来？
•  因为人们跟从他们自己的主意。

• 因为人们优先考虑其他的想法，而不是顺服耶稣的话

   语。 
•  因为教会牧师不教导真正的圣经。
。

除了耶稣和使徒们的话语，人们都听从些什么？ 

•  教会传统（“ ‘我们’ 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我自己的想法（“我不认为神是这样的！”）

•经验（“这感觉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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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你賜給我的榮耀，我已經賜給了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

完全全合而為一，讓世人知道你差了我

來，並且知道你愛他們，好像愛我一

樣。

24	父啊，我在哪裡，願你賜給我的人也和

			我同在哪裡，讓他們看見你賜給我的
榮

			耀，因為在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
我

			了。

25	公義的父啊，世人雖然不認識你，我卻
				認識你，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來。

26	我已經把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再指

示，使你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在

他們裡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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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和子）给了我们什么？

这会产生什么？

合一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在第24节中为
他的门徒们祷告什么？

耶稣祷告的结尾是什么？

“荣耀”，就是耶稣的话语和工
第22節

完完全全合而为一。

对耶稣身份的确信。 第23節

他想要他们坚持到最后，与他一起
在天国里。

总结：

这个世界不认识神 - 但世人知道耶
稣是神派遣来的。 第25節

耶稣使人们认识神，而且会继续使
人们认识神，以至于神的爱会在耶
稣信徒的生命中清清楚楚的显出
来。 第2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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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第17章第1到26節

1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到了，求你

榮耀你的兒子，讓兒子也榮耀你，	 2	 正如你把管理全人類的權柄給

了他，使他賜永生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3	 認識你是獨一的真神，並

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了

你，你交給我要作的工，我已經完成了。	
5	 父啊，現在讓我在你自

己面前得着榮耀，就是在創世以前我與你同享的榮耀。	
6	 “你從世

上分別出來賜給我的人，我已經把你的名顯明給他們了。他們是你

的，你把他們賜給了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7		現在他們知道，

你所給我的，無論是什么，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8	 因為你賜給我的

話，我已經給了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那裡來

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9	 我為他們求；我不為世人求，而是為你

賜給我的人求，因為他們是你的。	10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

也是我的，並且我因着他們得了榮耀。	11	我不再在這世上，他們卻

在這世上，我要到你那裡去。聖父啊，求你因你賜給我的名，保守

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好像我們一樣。	
12	 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

候，因你賜給我的名，我保守了他們，也護衛了他們；他們中間除

了那滅亡的人以外，沒有一個是滅亡的，這就應驗了經上的話。	
13	

現在我到你那裡去，我在世上說這些話，是要他們心裡充滿我的喜

樂。	14	我把你的道賜給了他們；世人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於這世

总结：
耶稣为什么祷告？
 
• 求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他会得荣耀。             
   这工会带来永生（与神的连结）。
• 求神保护他拣选的使徒们，让他们能够教导 
   他的话语，建立教会。 
• 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世人会相信，接受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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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像我不屬於這世界一樣。	15	我不求你使他們離開世界，只

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16	他們不屬於這世界，像我不屬於

這世界一樣。	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來，我也怎樣差他們到世上去。	
19	我為了

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使他們也因着真理成聖。
20“我

不但為他們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我的人求，	
21	使他們

都合而為一，像父你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一樣；使他們也在

我們裡面，讓世人相信你差了我來。	
22	你賜給我的榮耀，我已

經賜給了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23	我在他

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合而為一，讓世人知道

你差了我來，並且知道你愛他們，好像愛我一樣。	
24	父啊，我

在哪裡，願你賜給我的人也和我同在哪裡，讓他們看見你賜給

我的榮耀，因為在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25	公義的父

啊，世人雖然不認識你，我卻認識你，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

來。	26	我已經把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再指示，使你愛我的愛

在他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