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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葡萄園之歌 The Song of the Vineyard

我為我葡萄園所做之外，還有甚麼可做的呢？我指望
結好葡萄，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賽5:4 )

許多牧人毀壞我的葡萄園，踐踏我的分，使我美好的
分變為荒涼的曠野。(耶12:10)

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賽5:7a )
葡萄園--- 舊約聖經中常以此象徵以色列是神掌權統
治的領域。



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樹，全然是真種子；你怎
麼向我變為外邦葡萄樹的壞枝子呢？(耶2 :21)

上等的葡萄樹--舊約聖經中代表猶大人，是神精心挑
選的.
葡萄樹 --舊約聖經中代表以色列人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樹結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
添祭壇；土地越肥美，就越建造美麗的柱像。
他們心懷二意，現今要定為有罪。耶和華必拆毀他們
的祭壇，毀壞他們的柱像。(何西阿10:1,2)



你從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樹，趕出外邦人，把這樹栽上。
詩80:8
這樹已經被火焚燒，被刀砍伐；他們因你臉上的怒容
就滅亡了。V.16

詩80:17
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就是你為自己所堅固的人
子。
Let Your hand be upon the man of Your right hand,

Upon the son of man whom You made strong for Yourself.



一. 新約的葡萄園-- 指教會(或天國)

馬太20:1-7

因為天國好比一家的主人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

做工。他和工人講定一天一個銀幣( 這是當時一日

的工資。)，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約在上午九

點鐘出去，看見市場上還有閒站的人，就對那些人

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我會給你們合理的工

錢。』他們也進去了。約在正午和下午三點鐘又出

去，他也是這麼做。



約在下午五點鐘出去，他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

問他們：『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站呢？』他們

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他說：『你們也進葡

萄園去。』

1.清早

2.正午

3.下午三點鐘

4.下午五點鐘



那些最先雇的來了，以為可以多領，誰知也是各領
一個銀幣。他們領了工錢，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說：
『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些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
你竟待他們和我們一樣嗎？』
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沒虧待你，你
與我講定的不是一個銀幣嗎？拿你的錢走吧！我樂
意給那後來的和給你的一樣，難道我的東西不可隨
我的意思用嗎？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眼紅了嗎？』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
了。」(馬太 20:10-16)



1.這比喻所教導的功課之一：神不欠人什麼

朋友，我沒虧待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個銀幣嗎？

2. 這比喻所教導的功課之二：神顧念人

葡萄園主人不看工人工作時間的長短，
有做就給工錢。

3.這比喻所教導的功課之三：

在前的要在後,在後的要在前(太19:30)



二.葡萄園裏的無花果樹

於是用比喻說：『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
萄園裏；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就對管
園的說：“看哪，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
果子，竟找不著，把他砍了罷！何必白佔地土呢？”
管園的說：“主阿，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
加上糞；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



第二篇 葡萄樹

“人子啊，葡萄樹比眾樹有甚麼強處？葡萄枝比眾樹
枝有甚麼好處？其上可以取木料作甚麼工具，可以用
來作釘子挂甚麼器皿嗎？看哪！已經拋在火中作柴燒，
火既燒了兩頭，中間也燒了，還有益於工用嗎？”
（結15：1-4）

葡萄樹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結果子。



1. 新約裡的葡萄樹是主自己，

2. 我們是連在葡萄樹上的枝子。

3. 新約的園戶是天父。

約翰福音15: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

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

修理干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I am the true vine, and My Father is the vinedresser. 2 Every 

branch in Me that does not bear fruit, He takes away; and 

every branch that bears fruit, He prunes it so that it may bear 

more fruit.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

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

作什麼。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來，扔在火里燒了。V.5,6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he who abides in Me and I in 

him, he bears much fruit, for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6 If anyone does not abide in Me, he is thrown away as a 

branch and dries up; and they gather them, and cast them into the 

fire and they are burned.



基督徒的種類

1.不結果子(No fruit)

2. 結果子( Fruit)

3. 結果子更多( More fruit)

4. 多結果子(Much fruit)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

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

我裏面，也是這樣。V.4

Abide in Me, and I in you. As the branch cannot 

bear fruit of itself unless it abides in the vine, 

so neither can you unless you abide in Me.



1.不結果子(No fruit)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airo) Take up; lift up;To raise up, elevate,

to bear away what has been raised, carry off , to take off or away 

what is attached to anything, to remove

提高、提起、把已被提起的移走、

a. 罪就像泥土, 阻礙了陽光與

空氣,以致枝子凋萎,長不出果子



2. 凡結果子(fruit)的他就修理乾淨，

3.使枝子結果子更多.(more fruit)

修理乾淨 (kathairō): prune,purge

修剪去雜枝; 使潔淨



管教與修剪的異同: 導正和防範未然

管教(Discipline)  修剪(Prune)

1.    痛苦 痛苦

2. 正做錯事 正做正確的事

3. 沒有果子 有果子

4.    罪 自我

5. 憂傷, 罪疚感 安心信靠

6. 悔改(停止犯罪)               放手讓神做

7. 結果子 結更多的果子

8. 當停止犯罪 當神完成工作時



未修剪去雜枝 –產生不好, 平庸的果子, 越來越平庸

修理乾淨 (kathairō): prune,purge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
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希12:6,7)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

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

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希12:11)



4.多結果子

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V.5

Abide in Me –

住在, --- Abiding,
活在, --- living
常在, --- remain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
來，扔在火裏燒了。V.6

住在主裏面Abide in Christ

a. 不再靠自己 –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靠著肉體的。

b. 神的話也常在我們裏面.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
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15:7)



c. 遵守主的命令, 常在祂的愛裡. . Remain in His Love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
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裏。
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約一2:6)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
也要悔改。(啟3:19)
主的管教無論是保護導正都是為了愛。



你是什麼樣的枝子 ?

1.不結果子(No fruit)
2. 結果子( Fruit)
3. 結果子更多( More fruit)
4. 多結果子(Much fruit)



小組討論:

1.你覺得你是哪一種枝子 ?

2.你每天有分別時間親近主吸取養分嗎 ?

3.你經歷過神的修剪? 或管教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