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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是神就是愛愛
約翰壹書：四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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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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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愛 神 是 神愛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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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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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愛我 我 知道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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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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講到愛的源頭是從哪裡來？

約翰一開始就提到說，親愛的弟兄啊！約翰 開始就提到說，親愛的弟兄啊！

就表明約翰他心裡面是充滿了這樣子的愛，

帶著那樣子的愛心，他要說，親愛的弟兄啊！

然後接著他就說，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接著就提到愛是從神來的，那個源頭是從神來的，

他說因為愛是從神來的，我們所信的這一位神祂就是愛。他說因為愛是從神來的，我們所信的這一位神祂就是愛。

今天這個社會是一個缺乏愛的社會，今天現代人特別的渴慕愛，

我們也發現這個社會正因為許多的人渴慕愛、缺乏愛，我們也發現這個社會正因為許多的人渴慕愛 缺乏愛

電影裡面、電視裡面、網路裡面到處都在講愛。

可是很不幸的今天這個世代講的愛常常變成是男女之愛、

肌膚之愛、性愛，甚至很多時候把愛跟性畫上等號。

今天很多的宗教也講愛，常常掛在口中的就是他們所說的愛，

是一個大愛，好像愛有大愛、有小愛、有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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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個大愛，好像愛有大愛、有小愛、有博愛，

到底愛是什麼？

約翰把愛作了一個最好的說明，愛就是從神而來，神祂就是愛，

這句話講「神就是愛」，可是我們千萬不要把它顛倒過來，

我們不要說「愛就是神」 ，

因為講到神就是愛的時候，強調的就是我們所信的這一位神，因為講到神就是愛的時候，強調的就是我們所信的這一位神，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屬性就是祂是愛，

愛是我們所信的這位主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屬性。

我們看見在今天這一個世代，特別很多的異教、異端也正是興旺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子來讓這一個世代的人看見祂是真神呢？

那麼我們就要了解這個真神祂的愛、這個真正的愛，

跟世界上甚至宗教裡面所說的愛有何等大的區別呢？

9-10 他就提到什麼叫作愛：9 10 他就提到什麼叫作愛：

神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

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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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這兩節聖經，如果對照在《約翰一書》第三章、第二章都講到愛，

特別第三章他就提到，主為我們捨命，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當主為我們捨命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就是愛了。

《羅馬書》第五章那邊也這樣說，有的人他為仁人死，《羅馬書》第五章那邊也這樣說，有的人他為仁人死，

有的人他為義人死，但是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而死，神的愛就在此顯明了。

《羅馬書》這邊提到「顯明了」，

剛才我們讀的 9-10 也提到「神的愛就顯明了」，

怎麼樣子我們看得出來？怎麼樣子神的愛被區別 被清楚的顯明出來呢？怎麼樣子我們看得出來？怎麼樣子神的愛被區別、被清楚的顯明出來呢？

他說，當耶穌基督祂為我們而死，這一件事情就證明神的愛。

他特別提到挽回祭，挽回祭原文是一個抵債、還債的意思，他特別提到挽回祭，挽回祭原文是 個抵債 還債的意思，

也就是說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釘在十字架上面，

祂付了那一個我們犯罪所需要的代價，祂代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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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們就要回到舊約去了解…

《利未記》大祭司在贖罪日的時候，

每年一次要代替以色列人進到至聖所去替以色列人贖罪，每年 次要代替以色列人進到至聖所去替以色列人贖罪，

大祭司先要替自己贖罪，然後他拿兩隻公山羊，

其中一隻，要來代替以色列人的罪，牠的血就等於是可以來

潔淨、洗淨、遮蓋了以色列人所犯的一切罪

另外一隻要叫作「阿撒瀉勒」，要被放到遠遠的、曠野無人的地方去，

所以阿撒瀉勒又可以說是「代罪的羔羊所以阿撒瀉勒又可以說是「代罪的羔羊」，

要把我們的罪背負到遠遠無人的地方，把它帶到那個地方去

《約翰一書》用挽回祭用了好幾次，就是讓我們看見《約翰 書》用挽回祭用了好幾次 就是讓我們看見

在舊約的這個觀念那個「代罪的羔羊」。所以約翰在《約翰福音》的時候，

他有一次看見了耶穌，他就提了說，看哪，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

那就是讓我們看見整個舊約、新約裡面所呈現出來，

耶穌基督祂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們成為，我們本來應該要去付這個代價，

受這個刑罰，祂代替了我們的罪，祂叫作代罪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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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這個刑罰，祂代替了我們的罪，祂叫作代罪的羔羊，

這一件事情就說明了神祂何等愛我們。

祂愛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可愛，不是因為我們是好人是義人，祂愛我們，

聖經上說，是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當我們仔細的去思想這件事情的時候，聖經上說，是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當我們仔細的去思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時候還是不能夠明白，為什麼神這樣子的愛我們，愛我們愛到一個地步，

把祂自己的獨生愛子都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面。可能只有當我們經歷過，

我們把我們自己最愛的，不管是你的兒女或者是你最愛的先生太太，

你願意為他付出甚至死的代價，你才可以稍稍體會神的愛就是這樣子的愛。

聖經裡面講到「愛 這個字 希臘文裡面有四個希臘文的字講到的這個愛聖經裡面講到「愛」這個字，希臘文裡面有四個希臘文的字講到的這個愛，

《約翰一書》所提到的這個愛，就是 Agape的愛。

Agape的愛是屬神的愛，是一種完全的愛、是一種永恆的愛、是一種沒有條件的愛、Agape的愛是屬神的愛 是 種完全的愛 是 種永恆的愛 是 種沒有條件的愛

是一種即使是對方背叛了他，他還愛你的那一種的愛。

這個字太豐富，沒有辦法用一個中文的字、一個英文的字來解釋它。

但是約翰在這裡所說的神的愛，這就是 Agape 的愛。

這愛使得我們跟人之間的那種愛把它區別出來，

也使得我們跟所有宗教所說的大愛、慈愛、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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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我們跟所有宗教所說的大愛、慈愛、博愛，

這些的用語它們背後的意思，作了一個很明顯的區分。

因此我們了解了神對我們的愛，我們就知道，神說因為祂這樣子的愛我們，

所以我們要彼此相愛。換句話說，我們彼此相愛的原因是因為神祂愛我們，所以我們要彼此相愛。換句話說，我們彼此相愛的原因是因為神祂愛我們，

是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們而死，這一件事情顯明了神那個 Agape 的愛、

無條件的愛、神聖的愛、全然的愛、沒有條件的愛、永恆的愛，

所以神說你們就應當彼此相愛，所以老約翰為什麼在他年老的時候

反覆地強調說你們要彼此相愛。

他又提到 我們彼此相愛的原因 因為神先愛我們11-12 他又提到，我們彼此相愛的原因，因為神先愛我們。

換句話說，神祂主動先愛我們，不是因為今天神要求我們，

你要愛我、你們要彼此相愛，這就好像說作父母親的他不愛小孩，你要愛我 你們要彼此相愛 這就好像說作父母親的他不愛小孩

但是他卻告訴自己的孩子說你們要彼此相愛；

同樣的也好像今天很多的家庭，夫妻不彼此相愛，

但是卻告訴他的小孩說你們要彼此相愛，

小孩子看了之後，他怎麼樣子相信你說的話呢？

因為你並沒有先主動的作了愛的榜樣。可是我們的神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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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並沒有先主動的作了愛的榜樣。可是我們的神不是！

因為神先愛我們，所以他告訴我們說我們要彼此相愛。



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如果我們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愛祂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愛祂的 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

「完全」又可以把它翻譯成「成全」。

這一節提到說，神祂要住在我們裡面，什麼意思呢？

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神祂應許說祂就要住在我們裡面。

這個地方讓我們看見，彼此相愛何等的重要，

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 神祂就在我們中間 祂就住在我們裡面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神祂就在我們中間，祂就住在我們裡面。

今天很多人追求希望神同在，今天很多的信徒很渴望，

希望常常能夠體會、感覺到神與他同在的這一種經驗。希望常常能夠體會 感覺到神與他同在的這 種經驗

弟兄姊妹！我們常常把神同在弄得非常神祕，好像是奧祕派所想的，

只要在某一個什麼樣的情況當中，或者你在靜默或者安靜的時候，

時 會 有經過一段時間神會跟你同在，沒有錯，這是一種操練神同在的方法。

但是約翰非常實際的提到，他說，你不要只顧著關在密室裡面，

在那個地方禱告、在那邊等候神、在那邊親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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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地方禱告 在那邊等候神 在那邊親近神

他說，如果你彼此相愛的時候，那麼你就會經歷到神就在你的裡面。

愛神跟愛人是一體的兩面，內室的生活跟在社會當中，

在我們教會的生活裡面跟弟兄姊妹彼此相愛，這是息息相關、缺一不可的，在我們教會的生活裡面跟弟兄姊妹彼此相愛，這是息息相關、缺 不可的，

所以我們彼此相愛，神就要住在我們裡面。

住在神的裡面有神的同在是我們個人蒙福的祕訣，也是我們家庭有神同在

家庭幸福的祕訣，更是教會增長，聖經上告訴我們增長的祕訣其中就在這裡。

我們看看初代的教會，當使徒們被聖靈充滿，

他們就開始過著 種彼此相愛的生活他們就開始過著一種彼此相愛的生活，

他們天天在殿中、在家裡面，彼此擘餅、交接、用餐，

在那邊口唱心和讚美神，神就將得救的人數天天的加給他們。在那邊口唱心和讚美神 神就將得救的人數天天的加給他們

今天很多時候教會追求教會要成長，但是不知不覺，很多時候教會

把跟弟兄姊妹的關係變成是一個工作的關係。但是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教會越來越增長、人數越來越多，可是大家卻彼此越來越陌生、

彼此卻越來越不能夠彼此相顧，那麼這樣子的增長是因為神同在的增長呢？

還是只是我們個人野心人數的增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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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只是我們個人野心人數的增加呢？

可是我們看見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教會就會增長，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12-15 提到相愛所帶來的結果…
來沒有 神 我 若彼此相愛 神就 在我 裏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

愛祂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神將祂的靈賜給我們，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祂裏面，祂也住在我們裏面。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

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

提到神的愛得以成全 這是當我們彼此相愛的 個結果提到神的愛得以成全，這是當我們彼此相愛的一個結果。

12 神的愛就在此完全了，那個完全可以翻作說

使他成全、使他完全、使他 make perfect，使他成全 使他完全 使他 make perfect
也就是說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

這個神的愛就在我們的裡面就被成全了。

因此神的愛就可以透過我們流露出去，

我們彼此相愛就是把神的愛張顯出來、流露出來，

使他完全、使他完成了那個最重要的，就是當我們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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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完全、使他完成了那個最重要的，就是當我們彼此相愛。

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神的愛就得以成全，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 神的愛就得以成全

所帶來的結果，13-15 提到說，我們會住在神的裡面。

前面我們提到說，神住在我們裡面，

但是這裡提到說，我們就可以住在神的裡面，

就像《約翰福音》十五章那邊所提到，

祂要我們過的一個生活就是住在主裡面的生活，祂要我們過的 個生活就是住在主裡面的生活，

當我們住在主的裡面，我們就是住在愛的裡面，

主也就住在我們的裡面，實在太寶貴了！

這裡讓我們看見，我們愛神也必須愛人，

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神就在我們中間，

我們也住在神的裡面。

願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能夠操練更多的彼此相愛，

好叫我們常常住在主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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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叫我們常常住在主的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