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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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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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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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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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在火里烧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在 话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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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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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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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十几二十年前，我在香港的神学院教书，

校园里有 棵的芒果树 大概 楼这样高校园里有一棵的芒果树，大概四、五楼这样高，

每年都会结出很多的芒果。

我就常想摘 两个拿来吃 好不容易拿到 个我就常想摘一两个拿来吃，好不容易拿到一个，

一吃，酸得不得了，根本不能吃！

碰到学校的一个园丁，我说：

「为什么这个芒果不能吃呢？」

园丁告诉我说：

「香港的水土根本不适合种芒果，

真的要种、要吃这个芒果，那树不能那么大的，

一定要修剪，使得树的养分跑到果子去，

而不是往树的树干、树枝、叶里面长。

所以既不是在适合的土壤、也没有修剪它，所以既不是在 合的 壤、 没有修剪它，

这个果子当然不能吃了。」



这也是种葡萄的学问 ─每年

二 三月 农夫会把不结果的树枝剪 来二、三月，农夫会把不结果的树枝剪下来

八月，开始有一些嫩芽、有结果子的倾向了，

农夫会 来修剪 使树 养农夫会再来修剪，使树里的养分往结果子的方向

继续加强，使得果子变得更加的多、更加的好

想象一下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

农夫二、三月来剪，或是八月来剪，

 有没有分别呢？唯一的真实就是痛
究竟是因为不结果子剪去、

还是使得它更多结果子而修理，很难分吧！

其实原来的文字的「字根」是一样的，其实原来的文字的「字根」是 样的，

没有办法分当剪刀来剪的那一刻，

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要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要

多结果子呢、还是因为不结果子？

基督徒真的面对苦难、困难时，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究竟是我们的神掩面不看我们 究竟是我们的神掩面不看我们？

 还是为了使我们更加茁壮、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呢？

不断告诉耶稣的跟从者约翰福音十三 - 十七 不断告诉耶稣的跟从者
必须紧紧地跟随主、彼此相爱，

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明白神的心意，

知道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让我们

在困难的日子彼此地扶持，走、往前走！

可是知道是一回事，当情况真的发生的时候，

不见得我们都有这样的反应，

 就好像小孩学走路跌倒，不会爬起来说：

「我这一跌是为了将来要会走路」，一定会哭起来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很困惑、很痛苦，事情 时 ， 是很 惑、很痛苦，

不仅仅是早期的门徒，我们也如此

七零年代、我还在读国中的时候，

很多华人都着迷所谓的「功夫」很多华人都着迷所谓的「功夫」，

我们那时学武术还挺认真的，

学 摩 较不仅学，还彼此地观摩、比较。

有一次我就跟一位同学被抽到要比较一下，

看看大家的武术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这位同学长得比我高、比我壮，

他冲前来、一拳打在我的小腹，

那一下子，简直是要了我的命 ─
感觉一种好像突然间要晕、也晕不过去，

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眼前好像一黑、

满天星斗的这样子…斗 样子

那个印象很深刻。

1981 我快要大学毕业，我的父母打算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个星期 我在教会 楼带诗班练习的时候一个星期六，我在教会二楼带诗班练习的时候，

教会的干事跟我讲：「有香港长途电话」，

我 带着轻 步 个电我就带着轻松的步伐，听这个电话。

是我哥哥从香港打来的，他第一句话就说：

「宝玲，你赶快回来，妈妈中风了！」

那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我只能说 ─
「怎么可能，我还要毕业！」

我就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听到的都是「嗡」的声音，

似乎眼前一黑，肚子想吐的感觉、

翻腾的不舒服没有办法呼吸，

就好像几年前让同学抽了一下的那种感觉，

不仅仅是痛，是整个人虚脱、不能呼吸…是痛，是整个 虚 、 呼

到今天，我还不能够忘记！



那一天我收到那个电话，

如果你告诉我说 「主要修剪你 使你结果子更多 」如果你告诉我说：「主要修剪你，使你结果子更多。」

我大概会说：「拜托，不要修剪我，

我宁 多 」我宁可不要结果子更多。」

如果你说：「因为你不结果子，所以把你剪掉。」

我说：「是吗？这样公平吗？」

听了那个电话，我上楼的时候几乎是爬上去的，

发现诗班非常的安静，他们在祷告，

我再听，他们为我祷告。

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学会什么呢？

我想就是在混乱、沮丧、痛苦当中，

最重要承认这是很痛苦、很难过的

不仅仅是承认，也打开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承认， 打开我们的 命，

让别人可以分担、可以帮助我们

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伤痕，

贴 个药水的胶布也就 了贴一个药水的胶布也就可以了

如果伤是很深、很重，

必须学会尊重这 个伤必须学会尊重这一个伤口，

给时间让神来亲自的医治、

让周遭的人慢慢成为你的支持

回到香港以后，我进了神学院读神学，

可是母亲的情况还是需要照顾，

每逢星期一、三、五，我都从神学院赶回家，

把母亲带到医院去做复健的治疗，

做完以后回家，给她洗澡、让她睡觉，

然后我去菜市场买菜，

为还没有下班的哥哥、父亲预备晚饭，为 有 班 哥哥、 亲 备 ，

都预备好了，我才赶回去神学院上晚间的课。

那段日子足足有一年多、两年，

易是很不容易过的，

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整理，

只是觉得要每一天地去做、去行，

 只能每天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他赐给我力量

 只能每天的忠心守候在母亲的旁边

这一种坚持、守候，

约翰福音的讲法就是「在」。

约翰福音「在」字，其实是一个翰
很深厚、浓厚的感情、意志、信念，

十五章 这个字常常出现，十五章 这个字常常出现，

「在」─ 我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
说明我们如何地坚持在主的里面，说明我们如何地坚持在主的里面，

因为主坚持在我们的里面。

我怎么学会这个功课呢？不是我想通了，

是因为旁边的弟 姊妹给我的提醒是因为旁边的弟兄姊妹给我的提醒…
在我觉得很困难、根本想不通、摸不透的时候，

大学同学把 个录音带寄给我大学同学把一个录音带寄给我，

是教会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每人都讲一些话、

我 我唱一首诗歌，给我的母亲、给我，

 勉励我们要勇敢地继续生活下去

 他们继续为我们祷告、与我们同行

我的弟兄姊妹给我感受的是 ─
他们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这段日子过了很久，母亲的身体没有因为这样好起来，

可是我们清楚地感觉到生命的改变，

是因为这一种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尝试在主的里面，是 为 种 在我 、我 尝 在 ，

给我们生命一种的力量和勇气。



到今天，我还是不能够明白，可是就这样走过来了！

走过来 是因为我们能够 是因为我们能 走过来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不是因为我们能

走过来是因为主借着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

锲而不舍地来到我们身边锲而不舍地来到我们身边，

鼓励、教导、向我们示范应该如何

锲而不舍地相信、跟从耶稣，

尽管我们在苦痛、不明白当中

他们也让我们知道 ─
当我们在苦痛当中，也许要学会开放自己，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给别人一个接触的机会，

这是耶稣在 十五章 所说「彼此相爱」的意思，爱
 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是生命的相遇、交流

生命的主在我们中间，让别人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帮助，生命的主在我们 间， 命成为我 帮助，

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帮助

当我们这样互相地勉励、守望、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果子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果子，

我们的团契、相爱的生命

会成 荣就会成为荣耀天父的果子 ─
主怎样爱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

在苦痛的日子，我们依然紧紧地跟随主，

承认自己的伤痛，让弟兄姊妹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彼此地肯定、彼此地帮助

我们的伤、我们的痛
有一天慢慢会结成痂，不知道哪一天，

这个痂竟然冒出一些芽来

过了不知道多少时候，嫩芽长出果子来，

我们把这个初熟的果子我 个初熟的果子
献给我们的主、来荣耀我们的父神

我们落在苦痛、困难当中吗？

我们能够解释吗 知道要走怎样的方向吗我们能够解释吗？知道要走怎样的方向吗？

无论我们明白不明白、知道不知道，

让我们相信我们的主
 是锲而不舍地爱我们的主

 与我们同行的主

让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打开，

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弟兄姊妹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彼此相爱；

让这个生命成为结出果子的枝子让这个生命成为结出果子的枝子，

荣耀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父。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亲爱的主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常常连结于你，
所以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

我们都可以因着你、
因着周遭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连于真葡萄树、能够结出果子，
让你欢喜、也荣耀天上的父。

奉你的名求 阿门奉你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