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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愛神是愛
約翰壹書之二

愛與恨的對立 ─ 不要愛世界，

世界對我們的吸引 ─ 罪中之樂，

罪中的確是有樂，

但它所帶出來的是悲慘的結局。

太六24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第二章 ─ 愛弟兄就行在光中，恨弟兄就行在黑暗裏；

那你說 ─ 我也不愛也不恨，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你就會發現跟人的關係會愈來愈冷淡，

對人的冷漠，對他是一個很大的輕忽、傷害。

神是愛神是愛

上帝上帝要我們用祂的愛、用祂的熱情，

擁抱看上去不可愛的世界、接納不太想接納的人 ─

我們周圍不可能儘都是我們喜歡的人…
會碰到一些不容易相處的…

反省自己 ─ 「我就那麼好相處、容易被接納嗎？」

約翰提醒我們 ─

關乎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

沒有辦法帶到永世裏去，

各種各樣人以為傲的東西，

沒有辦法帶到永恆裏去；

這世界不能長存，

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夠夠永遠長存永遠長存。。

神是愛神是愛

二28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裡面。

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

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二22-23 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不是在我們失意的時候來看 ─

「是啊、對呀、真的是這樣」；

而是清楚的看見 ─ 這的確是真理，

願意靠著主的恩典憐憫，在主的能力的保守當中，

可以對世界的引誘試探說「不」！

約翰提醒 ─ 如今是末時了，敵基督的人已經出現，

我們要儆醒、小心、有所分辨。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

是他的兒女。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 2 親愛的弟兄

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

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3 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

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

是罪。 5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 6 凡

住在他裡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

7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

滅魔鬼的作為。 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裡；他

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10 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

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蒙愛的兒女‧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1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12 不可像該

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甚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

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 13 弟兄們，世人若恨你們，不要以為希奇。 14 我

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 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17 凡有世

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

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19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穩。 20 我們的

心若責備我們， 神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 21 親愛的弟兄

啊，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 22 並且我們一切所

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 23 神的

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

愛。 24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我們所以知道神

住在我們裡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蒙愛的兒女‧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三1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

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

當我們有了主，我們就有了一切。

我們看自己很多的不配、很多的不是，有比誰強嗎？

永遠沒有辦法達到主要求的標準、上帝義的標準。

但今天你我何等的幸福，

能夠藉著因信稱義重生，見到、進到神的國，

生命因著耶穌基督介入，我們就有了翻轉、有了改變。

當前面這樣一個呼喚的詞 ─來呀、你看，

大家的眼目都聚焦、聚集在那個對象的身上，

或者儆醒、注意在下面要講的話 ─

「高舉主在我們生命當中慈愛的祝福！」

‧蒙愛的兒女‧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感謝主，他信了耶穌！

生命有完全的翻轉跟改變，重新做人，

脫離了不單是毒品的捆綁，他進入神愛子榮耀的國度，

他感恩不盡、奉獻自己，現在是一個傳道人。

一個弟兄，以前吸毒，坐牢、出來了，

還在施打毒品的惡習裏，沒有辦法戒掉；

他的父親重病在醫院，醫院讓他施打嗎啡來止痛…

這個弟兄那時還不認識主，

去看父親，癮上來了，就先打一針；

看父親疼痛難耐，讓些許嗎啡進到裏面來面來止痛止痛。。

他心中很大的痛苦 ─

父親為了救命、為了止痛，

他卻在毒癮當中無法自拔！

‧蒙愛的兒女‧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我們聽到很多人的見證─ 他可能沈淪在…
一個自己都沒有辦法接納自己的光景裏；

但是當他認識了主，生命有了改變，

所有的人眼睛亮起來 ─

是什麼樣的能力，讓這個人有這麼大的改變？

這樣的見證我們會覺得很感動，

在生命的故事裏彰顯出來 ─

神的恩典跟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我們清楚知道 ─

我們需要有一位主、救主、生命的主宰，

來引導我們走上人生美好的路徑。

‧蒙愛的兒女‧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現在我們就要追求潔淨、追求聖潔。

三6 凡住在他裡面的，就不犯罪。

三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

好像在我們的主觀經歷上不犯罪

我們信了耶穌以後還是會得罪神，

還是要常常求主耶穌基督寶血的潔淨、赦免

所講的是一個進行的狀態，

凡住在主裏面的、凡從神所生的，

就不故意犯罪、不繼續犯罪，

就不讓自己繼續在罪中行。

是一個持續的動作、連續的狀態，

因為我們是被主大能拯救回來。

‧蒙愛的兒女‧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三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奉主的名來斥責惡者。

三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約三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是得，獨生愛子、永生給了我們；

不光是得也是要給，這是基督徒的人生。

捨命─ 就是放下自己；不是常有機會把生命捨了把生命捨了，，

放下己的機會，是非常非常多的。

‧蒙愛的兒女‧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在生活中，與人的相處、與弟兄姐妹的同工，

有很多機會操練到「你要不要放下你的己」。

同工會 ─ 你有絕對的建議權，別人也有絕對的否決權否決權；；

如果不願意放下自己 ─

「我的是最好的，你們一定要接納…」那就很麻煩了，

放下你的自己，好多時候我們需要學這樣的功課，

學不會、學不好，屬靈生命的成長就會出現難題。

一個家庭，如果丈夫跟妻子

都願意放下自己，家庭一定非常和樂

有一個願意放下自己，也是不錯

兩個都不願意放下自己 ─ 結果會是怎麼樣？

耶穌的教導是生活化、非常實際，必須去操練、領受的。

‧蒙愛的兒女‧落實彼此相愛‧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

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三23 二合一的命令

信耶穌是基督跟彼此相愛，

是二合一的、單數的，就是一個命令，

我的信打在主耶穌身上

我的愛要打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是一個單數，

命令有兩個，而是二合一

這是主的命令，

不能說我只愛主、我只信祂，

我不履行彼此相愛的命令，

這不對、這不行！因為它就是一個命令。

‧蒙愛的兒女‧落實彼此相愛‧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蒙愛的兒女 ‧落實彼此相愛‧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1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

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 2 凡靈認耶

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就是出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

來。 3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

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 4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

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

大。 5 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 6

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

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的靈來。

彼此相愛的生活，首先是接納；

但我要知道在你裏面的靈跟在我裏面的靈 ─

是一樣嗎？我要很清楚的分辨。

怎麼分辨呢？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 保羅說「聽道要慎思明辨」，

你我都是有聖靈居中的人，不是挑戰講道者的權柄，

是我們裏面神的靈，

分辨他所講的道是出於神的不是

當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心態去試驗的時候，

也會有所分辨這個靈他是不是出於神

四1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

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

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

‧蒙愛的兒女 ‧落實彼此相愛‧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因此不是所有的靈你們都去信他。 太二四25 看哪，我預先告訴你們了。

申命記十三章一到五節 ─

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作夢的起來，向你顯個神蹟、奇事，

雖有應驗你也不可能、不可以全部的去聽、去跟隨；

如果這個神蹟奇事顯出來要你去跟從別的神、別的偶像，

要去相信嗎？要去跟從嗎？

驗證先知的真偽的時候 ─

所講的話能不能應驗，是最基礎試驗的方法方法

還要去察驗他要把你帶到哪裏去

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 耶穌講末日的徵兆，祂說：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

倘若能行，連選民也迷惑了…」

‧蒙愛的兒女 ‧落實彼此相愛‧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靈的試驗法

這個世上有很多的假說出來的時候，

神的兒女要如何的用神的光，

在聖靈的光照引導之下察驗真偽。

四2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就是出於神的。

諾斯底主義幻影說 ─ 不相信基督是真實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

靈如果不認耶穌是道成肉身，

就是出於撒但、出於惡者、是敵基督者的靈

認耶穌基督，就是承認祂是神最終極、最高的啟示，

是神在舊約所應許的實現 ─ 祂是主、祂是王

認耶穌道成肉身，就知道祂來到世上與人認同，

真正能夠作拯救我們的主，是真正的大祭司

‧蒙愛的兒女 ‧落實彼此相愛‧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

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9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

是愛了。11 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12 從

來沒有人見過 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

裡面得以完全了。 13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裡

面，他也住在我們裡面。 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

證的。 15 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 16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

面，神也住在他裡面。 17 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

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18 愛裡沒有懼

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

完全。 19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20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

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 21 愛神的，

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蒙愛的兒女 ‧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蒙愛的兒女 ‧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四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

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真正的愛是在這個地方，我們根本不愛祂、不認祂、抵擋祂，

主卻來到世上為我們成全救恩

不單把愛成全在我們身上

還天天與我們同在，用愛來包圍我們

愛的源頭就是神─ 神是愛，標記就是新生命。

愛要讓對方得益處、愛是要有行動的…
約翰福音第三章 ─ 父愛子，將萬有交在祂手裏

神愛世人，就將祂的獨生愛子給了我們

耶穌離開天上寶座，在愛的行動當中，

把救恩給了世人，為我們完成了贖罪祭

‧蒙愛的兒女 ‧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就像我剛剛所說那位吸毒的弟兄，

以前不認識神，現在成為服事神、服事人的傳道者…

這世界上的每個人真的很需要愛，

世上的冷漠、彼此要保護自己，

就常常抵擋別人，把自己閉塞在封閉的心靈心靈裏；裏；

需要用主的愛敲開每個人的心門、澆灌冷漠的冷漠的世界世界。。

人的愛非常有限…，但是耶穌不是，

神的兒女如果明白這個真理、先領受愛，

然後學習怎樣付出愛、世界就溫暖起來，

關心別人、敲別人的門，把福音帶到他家裏 ─

帶領他打開心門接受耶穌，

讓他感受到生命完全不一樣。



‧蒙愛的兒女 ‧落實彼此相愛 ‧靈的辨認 ‧完全之愛

四19-20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

四21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很清楚的教導，是真理、更是實踐，讓我們有所遵循。

可能我們關起門、在屬靈的象牙塔裏，

天天讀經禱告、跟神關係好得不得了；但是跟人是疏離的疏離的。。

約翰一書一開始講生命之道 ─

與神相和、與人和睦、傳和平的福音；

跟神關係好得不得了、從來不傳福音

跟神關係好、也傳福音，但不喜歡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姐妹在一起

這都是怪怪的基督徒，不是生命之道

禱告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得了救恩、得了你愛子的救贖。

主啊，你教導我們 ─ 透過你的僕人，

要我們給，因為你為我們捨命，

你叫我們也放下自己、為我們的弟兄。

主啊，給我們力量，讓我們知道、能夠去行，

好讓我們愛看得見的弟兄，

來證明我們愛看不見的神。

謝謝主，你用你的話來澆灌我們、餵養我們，

我們領受你的道，讓我們可以用我們

心靈誠實來敬拜你、活出你的道。

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