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聚会材料】

约翰福音系列 16–常在耶稣
在耶稣里多结果子
2022 年六月 3、4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15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
念，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20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
面、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
事项祷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1.

宣教单
宣教单位：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单位，请洽教会。）

2.

教会事工：
- 教会现场主日崇拜@9am & 11am
- 启程福音 Alpha Course zoom：主日@7：30pm
- 洗礼 6/12 下午两点，受洗班 5/22，5/29，6/5

3.

新来宾：
来宾：_________________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
病痛组员或
组员或亲朋：__________________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享（45 分钟）
1.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
心思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小组聚会话语
聚会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时
分享时段的目的乃是让
段的目的乃是让神的话
神的话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的价值观，
并且应
并且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因此鼓励带领
用在每天的生活里，因此鼓励带领的同工
励带领的同工让
的同工让大家多参与分
享。
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常在耶稣
：常在耶稣里多结果子
经文：约
经文：约翰福音 15：1-11
背诵经文：
经文： 我是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你们
、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
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
里面、这
里面、这人就多结
人就多结果子．因
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
么。
（约 15：5）

A.

耶稣宣告祂是道路、真理、生命，祂在天父里面，天父也在祂
里面，认识耶稣就是认识天父，看见耶稣就是看见天父。之后，祂应
许门徒将差遣保惠师来到他们当中，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也就是圣
灵，圣灵要住在每个信耶稣的人里面，要指教他们一切的事，使他们
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因着耶稣赐给的平安，就可面对各种艰难
的环境。接着，耶稣跟他们一起行走的时候，告诉他们，祂和他们的
关系，以及这关系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讨论问题 1： 用一画像来
用一画像来形容你和耶稣
形容你和耶稣的关系？请简单
系？请简单解
请简单解释。（破
冰题）

一、 耶 稣 是真葡萄树
是真葡萄 树 ，天父是栽培的人（
，天父是栽培的人 （ 15 ： 1-4 ） ：（ 请 先 读
v.1v.1-4，再读
，再读下文）
下文）
A. 天父是栽培葡萄树
天父是栽培葡萄树的人（1-2）：耶稣用葡萄树来比喻祂和
）：
天父、以及信徒们的关系。首先，耶稣第七次以神特有的称
呼“I AM/我是”开宗明义的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天
父是栽培的人”。真葡萄树是指除了祂以外都是假的，暗示
将来会有假葡萄树，例如：假教师或假基督。而天父是栽培
葡萄树的人。其次，天父栽培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祂会
把不结果子的枝子剪掉，免得它们用了水分和养分，影响别
的枝子的成长。另一方面，祂也会修剪结果的枝子，使他们
结更多的果子。从耶稣的比喻里，我们可看出栽培的人、葡
萄树、以及枝子的紧密关系和工作的不同，也可看出天父和
耶稣是同尊同荣，祂们的功能却是不同的。

B. 耶稣和门徒的关
和门徒的关系（ 3-4）：耶稣应用天父修理枝子的例子
）：
来说明祂和门徒的关系。1. 门徒领
门徒领受耶稣
受耶稣的话语（
话语（3）：门
）：
徒常与耶稣在一起，他们听了耶稣讲的道就领受，所以，耶
稣说他们已经干净了，因此他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2. 门
徒要常在耶稣
徒要常在耶 稣 里 （ 4 ）：接着，耶稣命令门徒要常跟祂连
）：
结，常把祂放在心里。门徒的生命若不常连结于耶稣，就不
会结果子。就如枝子不常在葡萄树，枝子本来就没有生命，
它的生命是来自葡萄树的，若没有连结在生命上，很快就枯
干。因此，门徒的生命若不常连结于耶稣，就不会结果子。
讨论问题 2： 天父为
天父 为 何要修剪葡萄树
何要修剪葡萄树 的枝子？你有被修剪掉的经
的枝子？你有被修剪掉的经历
你有被修剪掉的经 历
吗？（观察、应用题）

二、 耶稣是葡萄树
是葡萄树、门徒是枝子（
、门徒是枝子（15：5-8）：（请
：（请先读 V.5V.5-8，再

读下文）
下文）
A. 常在耶稣
常在耶稣里的就多结
里的就多结果子（
果子（ 5-6）：接着耶稣再次以神的名
）：
字“I AM/我是”宣告祂是葡萄树，此处没有加上“真”，
因为真与不真是跟天父的关系，讲到这里已经显示祂跟天父
的真实关系了，所以没加上“真”这个字。而门徒是枝子，
门徒与耶稣连结，耶稣就与他们连结，这样他们就能结出多
而又多的果子。耶稣立刻以相反的例子，来强调说明人若不
常在祂里面，没跟祂连结，就没什么作用，就像枝子离开葡
萄树，就毫无作用，枯干了，其他人就把它当材烧了。
B.

常在耶稣
常在耶稣里、祂的话
里、祂的话也常在他里面（
也常在他里面（ 7-8）：紧接着，耶稣
）：
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此处的
“话”是复数，代表所有耶稣的话语都在门徒的心里，也源
源不绝的供应他们，因此，他们就明白天的心意，并且按照
天父的心意祈求，天父就成就，天父就得荣耀，这就结出耶
稣的生命，表明门徒是跟随过耶稣的人，活出像耶稣的生
命。

讨论问题 3： 为 何 常 连结耶
连结耶 稣 生命的人祷
生命的人 祷 告必蒙天父应
告必蒙天父 应 允 ？ 请简短
请简 短
分享个人见证
分享个人见证。（观察题）
三、 常在耶稣
常在耶稣 爱 里 就有满满
就有满满的喜
满满 的喜乐
的喜乐 （ 15： 9-11） ：（请
：（请 先 读 V.9V.911，再读
，再读下文）
下文）
A. 天父爱
天父 爱 耶 稣 、耶稣
、耶 稣 也照样的爱
也照样的 爱 门徒（ 9 ）：耶稣先用葡萄
）：
树、栽培的人、以及枝子比喻祂和天父以及门徒的关系后，
祂对门徒直接说，祂和天父的关系是生命连结的关系、是爱
的关系，而且是天父如何爱祂，祂也照样的爱门徒。门徒若
遵守命令，就常在耶稣的爱里，正如耶稣遵守天父的命令就
常在天父里面，耶稣以祂跟天父是爱的关系，来说明祂跟门
徒也是爱的关系，这份爱是一样的。
B.

在耶稣
在耶 稣 的 爱 里就有满满
里就有满满的喜
满满的喜乐
的喜乐 （ 1010-11 ）：耶稣告诉门徒，
）：
如果他们遵守祂的吩咐就常在祂的爱里，就像祂遵守天父的
命令，也一直都在天父的爱里。耶稣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为了
门徒着想的，让耶稣的喜乐浇灌在门徒的心上，使他们享受
耶稣满满的喜乐。

讨论问题 4：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常常亲
常常亲近耶稣
近耶稣，连结于
连结于祂？
（应用题）
讨论问题 5： 从耶稣讲
从耶稣讲述葡萄
稣讲述葡萄树
述葡萄树与枝子的关
与枝子的关系中，我们
系中，我们如何看出祂
跟我们
跟我们的关系，和对
系，和对我们的爱？（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使我们明白，祢与耶稣以
及耶稣与我们的关系，有如葡萄树栽培的人与葡萄树以及枝子的关
系，是那么密切的连结的，常在耶稣里面，就多结果子。求祢帮助我
们常在耶稣里面。我们愿意照着耶稣的命令，按着祢的心意祈求，祢
就成就、得荣耀。我们感谢祢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能在耶稣里面，
享受祂的爱，并使我们面对各种环境时，都能有耶稣满满的喜乐。感
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
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06/10

约翰福音16：5-15

06/17

生活查经

06/24

约翰福音17：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