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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          第 12 课 
 

1 祷告 

 

 

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把这一课有关门徒训练的教导交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约十一：38 至十四：31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约十一：38 至十四：31）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 

 

3 背诵经文（20 分钟）                                    ［基督徒的确据］ 

复习 A 系列 
 

A. 复习背诵经文的方法 
 

复习之前背诵的经文有以下部分： 
 

 

1. 复习新背诵的经文。  
 

复习是指每天重复一次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反复背诵是记忆和准确引用经文的最好方法。因此，连续五星期

每天至少一次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这样你会对每一节新的经文复习约三十五遍，之后便进入“反向复

习＂阶段。 
 

2. 复习之前背诵的经文。 
 

“反向复习＂是指每三星期复习一遍所有之前背诵过的经文。反向复习是记忆你之前背诵过的所有经文的最好

方法。因此，每天从之前背诵过的一百节经文中选五节经文作反向复习。这样每三个星期你便反向复习了所有

之前背诵过的经文。 
 

3. 随身携带金句卡。 
 

带着你背诵的金句卡或笔记簿去上班，利用一天中乘坐交通工具和空余时间复习经文、默想和祷告。复习你刚

背诵过的五节经文，并反向复习一些之前背诵过的经文，然后默想和祷告这些经文的内容。 
 

4. 检查是否准确记忆。  
 

彼此检查是否仍准确记得背诵过的经文。 

每次小组聚会时，分为每两个人一组，彼此检查是否记得刚背诵过的经文。同时偶尔分为两个人一组，彼此检

查是否记得之前背诵的其中一组五节经文。互相检查是否仍记得题目或标题、经文章节，以及正确无误地背出

整节经文。你可以给予提示，有时给予题目或标题，有时给予经文章节，有时则给予经文的首几个字。 
 

B. 二人一组复习有关基督徒确据的经文 
 

1. 得救的确据：约十：28。“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2. 祷告蒙应允的确据：约十六：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3. 得胜的确据：林前十：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

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4. 蒙赦免的确据：约壹一：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

一切的不义。” 

5. 蒙神指引的确据：箴三：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

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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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经（70 分钟）                                         ﹝关于生命的问题﹞ 

我如何结果子？约十五：1-17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约十五：1-17。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约十五：1-17。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步骤 2. 探索。    观察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对你十分重要？ 

或者，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感动你的心？ 

记录。探索一至两个你明白的真理。思想这些真理，并把你的感想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让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然后轮流分享）。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结果。 

（以下是组员分享他们的探索结果的一些例子。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不一定是以

下的分享） 
 

十五：5 

探索 1. 常在基督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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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成为一个为

神多结果子的人。这节经文告诉我，当我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祂也常在我里面时，这情况才可能发生。事实

上，没有耶稣基督，我就不能作任何有永恒价值的事。有时候，这真理让我感到害怕，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活跃

的基督徒。现在我要问自己，我所参与的一切活动能在永恒里为神结果子吗？只有当我常在基督里面，祂也常

在我里面时，我才能够继续确信自己所参与的活动会在永恒里为神结果子。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会发现，我为神

积极参与很多活动，却没有为神结果子。 
 

十五：8 

探索 2. 归荣耀与神的重要性。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渴望在生命中荣耀神。荣耀神的方法是多

结果子，而多结果子的方法则是常在基督里面，而祂也常在我里面。我很清楚明白基督徒最高的目标是荣耀
神。因此，在基督徒生命中有两件不可或缺的事：继续与耶稣基督维持关系和结果子。 
 

步骤 3. 问题。                  解释 

思想问题。对于这段经文，你会向小组提出什么问题？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约十五：1-17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请提出任何不明白之处。 

记录。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然后把你的问题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之后，首先让各人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然后，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尝试在你的小组里讨论并回答问题。） 

（以下是学员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笔记的一些例子）。 
 

十五：1-17 

问题 1. 约十五：1-17 到底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教导、比喻，还是寓言呢？ 
 

笔记。在圣经中，直截了当的教导的例子可以在约十四：15-27 找到。 
 

在圣经中，比喻的例子可以在路十：30-35 找到。比喻是一个具有属天意义的世俗故事。比喻只有一个主要的

信息。举例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你向人施怜悯，你就是那个人的邻舍。” 
 

在圣经中，寓言的例子可以在约十：1-16 和约十五：1-17 找到。寓言是一个引申的对比，当中包含几个不同的

对比。举例说，在葡萄树和枝子的寓言里，“栽培的人” 代表神，“葡萄树”代表耶稣基督，“结果子的枝

子”代表真正的基督徒，“不结果子的枝子”代表挂名的基督徒或非信徒。因为“葡萄树”和“枝子”代表

人，所以“果子”首先也是代表人。这个寓言不是说耶稣实际上是一棵有枝子和葡萄的葡萄树。它暗示耶稣和

人的关系好比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我们不应该试图去解释象征符号（寓言）的每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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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2 

问题 2. 基督徒应该结出什么性质的“果子”？ 
 

笔记。‘果子’一词在圣经中有不同的含义。 

• 在西一：6，那些传福音的人所结的果子就是新基督徒。 

• 在约十五：16，“常存的果子”是指成熟的基督徒（门徒）。当新基督徒长大成人，不再倒退回到旧有的

生活方式，便称为“常存的果子”。 

• 在路三：8-14，果子是指那些与悔改的心相称的善行（参看弗二：10）。 

• 在加五：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基督徒品格的不同方面。 
 

因此，基督希望基督徒结出的果子包括：福音的果子（新基督徒）；使人作门徒的果子（成熟的基督徒）；善

行的果子（基督徒的行为）和圣灵的果子（基督徒的品格）。 
 

 

十五：2 

问题 3. ‘修理干净’代表什么？ 
 

笔记。虽然在最后审判的日子神会把没有生命和不结果子的枝子（不信的人、非基督徒和挂名基督徒，参看太

十三：41）剪除，但是祂会把有生命和结果子的枝子（信徒）带进祂的国的最后阶段（太十三：38，43）。 
 

在最后审判之前，耶稣把基督徒修理干净。“修理干净”代表责备和管教，以及生命中遭遇的艰辛和反对。这

代表信徒透过这些困难而得着训练，以致生命得以改变，并且结出更多的果子。 
 

 

十五：3 

问题 4. 门徒被哪样的‘道’所洁净？  
 

笔记。把门徒洁净的道是指使人重生和称义的福音之道（雅一：18；彼前一：23）。门徒是真葡萄树的枝子，

也就是真正的神的儿女。现在基督劝勉他们要多结果子，并且果子常存。当然，那包含了基督信仰的教训的道

会继续引导门徒成圣和改变（弗五：26）。 
 

 

十五：4-5 

问题 5. 谁是结果子的人？ 
 

笔记。我们在第 4 节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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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子的人是那些亲近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们

心里居住，并且继续每天与基督相交。因为基督常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警醒、殷勤，并且不断结果子。 
 

 

十五：6 

问题 6. 谁是不结果子的人？ 
 

笔记。这个寓言不是描述葡萄树的生长过程，它不是描述葡萄树过去曾经有活泼、嫩绿和结果子的枝子，后来

枝子枯死了，不再结果子，于是被剪去。相反，这个寓言描述葡萄树有两种枝子：“有生命和结果子的枝子”

和“没有生命和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个寓言不是描述枯死的枝子的历史！我们不可在耶稣所描述的图像上加
添自己的想法和疑问。 
 

结果子的枝子代表真正的信徒。然而，不结果子的枝子并不代表一个人起初曾是信徒，后来却离弃了信仰！这

个寓言清楚表明，那被剪下来、丢在火里的枝子代表那些没有生命（内心没有与基督相连）的人，他们从没有

结果子，甚至当他们与耶稣基督关系密切的时候（例如他们是教会的会友），也没有结过果子。尽管他们可能

曾经“在教会里与基督相近”，但是他们“从没有在基督里面”；他们从不是真正的信徒！他们与基督的关系

只是表面的，从来都没有重生的关系（约三：3-8）！也许他们自称“基督徒”，也接受了洗礼，并且参与教

会聚会。他们在教会里听道，却从没有结果子！他们“从没有在基督里面”，而且“基督也从没有在他们里

面”！他们从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信徒）！总的来说，这个寓言不是教导我们重生的信徒可能会再次失

去救恩！这种假设或教导与耶稣基督在约五：24 和约十：28 的教导互相抵触，耶稣基督在那里明确地指出，

重生的信徒有永生，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基督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圣经从不会教导互相抵触的真理！ 
 

相反，这个寓言教导我们，虽然挂名的基督徒不会结果子，但是重生的基督徒会多结果子！因此，不结果子的

人是那些与耶稣基督相近却不接受祂的人。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表面的。他们甚至可能参与基督徒群体和

基督徒活动，但是由于耶稣基督并没有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无法结出任何有永恒价值的果子。耶稣基督强调每

一个藉着福音而与祂相近的人应有的责任：如果他不顺从神的话语，拒绝所得着的光（约一：9，11），终有

一天，神会停止在他身上进一步动工。圣灵不再住在他里面（创六：3）或不再责备他（约十六：9），他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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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再提醒他（罗二：15），他的心也变得刚硬。最后，他会被弃绝，被扔进地狱里去（参看赛六：9-10；太

十三：11-15；来三：7-11；来六：4-8）。这样的人显然从没有重生！ 
 

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现今的基督徒群体（教会）乃是神的国现今样式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由真基督徒和挂

名基督徒组成的群体（太十三：24-30，36-43）。那些挂名基督徒看来往往很像真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内心和

生命并没有重生。例如，有些挂名信徒的言行好像真信徒（太七：21-22）。他们是稗子，却看似麦子（太十

三：24-30，47）。他们是既枯干又不结果子的枝子，却看似与葡萄树相连的枝子（约十五：1-6）。在信徒群

体中有些人起来扭曲真理，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徒二十：29-31）。他们是假使徒，他们另受一个灵，另传

一个不是圣经所教导的耶稣和福音（林后十一：4，13-15）。他们是假兄弟，潜入教会里为要扭曲真理（加

一：6-9；加二：4-5）。 
 

这些人也许因基督教的信息而得着启发（约一：9），他们可能已经接受洗礼，也领受主餐。他们可能很喜欢

神的道，也见过神在他们中间所行大能的作为（简而言之，他们可能领受了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后来却离

弃信仰。他们亵慢施恩的圣灵（来十：29），听到圣灵的声音却硬着心（来三：7-8），得知真道以后却故意

犯罪（来十：26）。他们以不信、悖逆和不敬虔的行为（来四：2，6）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

祂。当他们的生命继续长出无用的荆棘和蒺藜时，他们将面临被咒诅的危险。他们表明自己一直以来都不是葡

萄树上真正活着的枝子，而是枯死的枝子，是毫无价值的，而且面临被咒诅的危险。最后，他们会被焚烧（来

六：4-8）。只有当这些人真正重生，他们才完全得蒙宽恕（来八：10），并且结出果子来。 
 

 

十五：5，7 

问题 7. 常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 
 

笔记。我们在第 7 节看到：“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常在基督里面，就是常在

基督留给基督徒的话语里面。我们在第 9-10 节看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遵行基督

的话的基督徒常在基督里面。虽然基督先向每个基督徒说话，而且基督先爱每个基督徒，但是每个基督徒都有

责任回应基督的爱和话语。基督徒应当尽力维持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断遵行祂的话。基督徒必须尽心、尽

意、尽力爱耶稣基督，也要尽力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无论何时，一个人若自认是基督徒，却不爱耶稣基督，

也不遵行祂的话，他将面临成为枯干枝子的危险，被神弃绝，并且被扔在火里。 
 

 

十五：7 

问题 8. 信徒常在基督的话语里面，基督的话语常在信徒里面，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 
 

笔记。约八：31-32 教导我们，耶稣基督的真门徒运用圣经。这些门徒常在基督的话语（教训）里面。这意味

着信徒有责任去聆听、阅读、学习、默想、背诵、应用（遵行）和传扬耶稣在圣经中的话。 
 

约十五：7 教导我们，圣经的话语对真门徒带来影响。耶稣的话语常在真门徒里面。这意味着信徒有责任让耶

稣基督的话语影响和掌管他们的思想和信念、他们的动机和欲望、他们的态度和感受，以及他们的说话和行

为。简而言之，耶稣在圣经中的话语必然改变（转化）他们！ 
 

 

十五：7 

问题 9. 祷告与耶稣基督的话之间有何关系？ 
 

笔记。我们在第 7 节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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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基督

徒让耶稣基督的话语影响和掌管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祷告便有果效了。因为他不会祈求任何违反耶稣基督的话

的东西，所以他将会常常经历祷告得蒙应允（约壹五：14）。这是莫大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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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8 

问题 10. 结果子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笔记。根据第 5 和第 8 节，基督徒预期要‘多结果子’。当他们常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在他们里面，他们便

多结果子。这是神把他们修理干净所带来的结果（约十五：2）。当神把基督徒修理干净的时候，祂会透过艰

难去责备他们、纠正他们和管教他们。这也是基督分派他们去结出常存的果子所带来的结果（约十五：16）。

因此，神和别的基督徒继续关顾新的信徒，不希望他们倒退回到不信的光景。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撒种

（农夫）的比喻，基督徒所结的果子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也有三十倍的。 
 

有些基督徒比别的基督徒多结果子，可能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 他们以更懊悔、可靠、忠诚、勤奋、勇敢和温顺的态度去回应神的话语。 

• 他们比别的基督徒更有效率地传扬福音和训练门徒。 

• 他们拥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属灵恩赐，并且在生命中经历不同的境况，神是生命中唯一的赐予者和审判

者。 
 

 

十五：9-12 

问题 11. 基督徒如何彼此相爱？ 
 

笔记。第 1-11 节说：“常在基督和祂的爱里！”第 12-17 节说：“彼此相爱！” 

显然，基督徒唯有常在基督和祂的爱里才能够彼此相爱。只有当基督徒尽力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关系，并且不

断努力遵行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便使他们有能力彼此相爱！在可十二：30-31，耶稣基督赐给基督徒一条命

令，叫他们爱神，又要爱人如己。但是在罗五：5，神也藉着圣灵将祂的爱浇灌在基督徒心里。当神赐给基督

徒一条命令，祂也会赐他们能力去遵行那命令！神命令我们去爱，祂也把爱赐给我们！ 
 

 

十五：10，14 

问题 12. 顺服和爱之间有何关系？ 
 

笔记。要常在耶稣基督和祂的爱里面，并且与祂为友，实际的方法就是听从祂的话！ 

但是基督徒必须意识到，不是我们自己先去爱。耶稣基督先爱我们，祂顺服神的旨意，为了拯救信徒而替他们

受死。之后，耶稣基督又差派人向我们传福音。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祂便将祂的圣灵和祂的爱浇灌在我们心

里。当我们心里充满基督的爱，我们便渴望听从基督的话，能够听从基督的话，也必会听从基督的话！ 
 

当我们听从基督的话，耶稣基督便在我们心里创造更多对祂的爱。这样，另一个爱的循环便展开，那甚至是一

个更好的循环！因此，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创造更多的爱。我们的爱使我们顺服。我们的顺服使耶稣基督在我

们心里创造更多的爱。我们心里更大的爱带来更大的顺服；以此类推。 
 

 

十五：13 

问题 13. “更大的爱”是什么意思？ 
 

笔记。我们在第 12-13 节看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

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最伟大的爱是为朋友舍命的爱。耶稣基督以最伟大的爱去爱我们。祂为我们死在十字

架上。祂的爱是一种无私的爱。这是牺牲舍己的爱。这份爱拯救了我们。这份爱使我们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样

式！这就是更大的爱了。 
 

现在耶稣命令基督徒以这份更大的爱去彼此相爱。基督徒应当以无私的爱、牺牲舍己的爱，以及能帮助别人为

神和为人成为最美好样式的爱去彼此相爱。当然，我们无法为别人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能够以无私和舍己

的态度为他人而活。这就是更大的爱了！ 
 

 

十五：16 

问题 14. 祷告和结果子之间有何关系？ 
 

笔记。我们在第 16 节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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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真正的基督徒会祈求能结果子，他的祷告会蒙应允，并结出果子来。

耶稣基督分派基督徒去结出常存的果子，基督徒意识到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大能、智慧和爱才能够做到。因

此，基督徒祈求耶稣基督赐下勇气和顺服的心让我们去到人们当中，也祈求耶稣基督赐下大能、智慧和爱让我

们帮助人们结出常存的果子。耶稣基督应许基督徒，他们若祈求并努力结出常存的果子，祂会应允他们的祷

告！ 



© 2016 “空中门训”门徒训练手册 1  第 12 课：如何结果子？ 6 

 

步骤 4. 应用。             应用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哪一个真理可以让基督徒应用？ 

分享和记录。让我们集思广益，从约十五：1-17 想出一些可能的应用，并记录下来。 

思想问题。神希望你把哪个可能的应用变成你个人的生活应用？ 

记录。把这个个人应用写在你的笔记簿上。随时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请谨记，每个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过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应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应

用。） 
 

1. 从约十五：1-17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十五：1. 明白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救主。祂是真葡萄树。 

十五：2. 让栽培的人，也就是父神，不断把我的生命修理干净，使我可以结出真正的果子，多结果子，而

且果子常存。 

十五：3. 相信福音，并因信称义。越发相信圣经的话语，好使我生命各方面渐渐变得公义和圣洁。 

十五：4-5. 深信只有当我与耶稣基督维持既长久又活泼的关系，耶稣基督也常在我里面，我才能多结果子，

并且果子常存。 

十五：6. 帮助那些来到教会的人真正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内心和生命中（林后十三：5）。 

十五：7. 让圣经的话语影响我生命中的每一方面，使我改变，并且掌管我。 

十五：7. 明白神应允祷告有两个重要条件，就是与耶稣基督建立活泼的关系，并且让圣经的话语来掌管我

的生命。 

十五：8. 明白门徒的特征是结果子。要委身为耶稣基督多结果子。 

十五：9-10.  藉着遵行耶稣基督的话不断跟祂维持爱的关系（约十四：21，23）。 

十五：11. 基督徒得着喜乐，不是由于世上的成就和快乐，而是因为与耶稣基督维持活泼的关系、遵行圣经

的话语，并且祷告蒙应允。 

十五：13. 操练更大的爱，为朋友舍命。 

十五：14. 遵行耶稣基督的话，与祂为友（雅四：4）。 

十五：15. 与朋友分享我从耶稣基督学到的教训。 

十五：16. 主动接触他人和去到别的国家，使人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太二十八：18-20）。 

十五：16. 确信当我履行大使命（太二十八：18-20），很多祷告必蒙基督应允！ 
 

2. 从约十五：1-17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祈求神赐恩给我，让我与祂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渴望每天摆上充分时间去阅读祂的话语，并默想如何遵行

祂的话语。我确信遵行基督的话必带来对基督更大的爱，并使我结出更多果子。 
 

我祈求神赐恩给我，让我多结果子，并且果子常存。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使我成为真葡萄树上活泼嫩绿的枝

子。祂的生命藉着圣灵在我里面涌流，这生命使我结果子。我渴望多结果子。我渴望我的果子常存。因此，我

要藉着遵行耶稣基督的话、祷告和爱祂的儿女不断跟祂建立个人关系。 
 

第 5 步。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约十五：1-17 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  

（就你在这次研经中所学到的教训在祷告中作出回应。练习只用一至两句来祷告。请谨记，每一个小组的组员

会为不同的问题祷告。） 

 

5 祷告（8 分钟）                                                    ［代求］ 

为他人祷告 

 

分成两至三个人一组继续祷告。彼此代祷，也为世人祷告（罗十五：30，西四：12）。 

 

6 准备（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实践其中一个可能应用的例子。 

2.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约十五：1 至十八：27。阅读半章经文。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

记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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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诵经文。养成习惯每天复习前五节已背诵的经文。 

4.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5. 更新你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经文笔记、研经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