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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愛
彰顯神在我們裏面完全的愛

約翰一書 4:7-21

彭思敏弟兄

蒙福教會
立於磐石
在基督裡合而為一



我是基督徒嗎?

我自己有沒有得救？

我是否有得救(永生)的確據?



約翰福音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約翰一書 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
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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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約翰一書 4: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

我們若彼此相愛,

神就住在我們裏面,

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
No one has ever seen God; if we love one another, 
God abides in us and his love is perfected in us.



本週金句：約翰一書 4: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

我們若彼此相愛,(7-12)

神就住在我們裏面,(13-16)

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17-21)
No one has ever seen God; if we love one another, 
God abides in us and his love is perfected in us.



約翰一書的螺旋式-正反辯証法
神就是光 - 行在光明中
神就是愛 - 活出愛的生命

這是約翰一書第三次論及愛的教導
2:7-11  真光照耀下愛的命令
3:11-18 神家兒女活出愛
4:7-21  彼此相愛,彰顯神在我們裏面完全的愛



三個軌道/象限/座標軸(Robert Yarbroght 亞伯勒)

x 褔音(教義、信仰)
y 順服(倫理、行為)
z 關係(愛心、生命)

個人生命與教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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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藉着他得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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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住在我們裏面

,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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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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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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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
以完全了。



13.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
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我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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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
16.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

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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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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住在他裏面,
他也住在神裏面

16.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
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
住在他裏面。



17.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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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因為懼怕裏含着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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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卷：怎能愛沒有看見的神呢）。
21.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17. 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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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着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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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與回應
• 愛弟兄及恨弟兄之間有沒有中立的空間?

不愛(包含無感)與恨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但都排除在彼此相愛之外了



反思與回應
• 我們彼此相愛的動機是來自神的愛嗎?

或是源自愛自己的心?
真實的內心改變與道德主義的順從的區別

(約拿單•愛德華茲)

宗教版本:確保神祝福我們自己
世俗版本:令自己滿意的道德形象



反思與回應
• 我們是否以褔音的真理,遵守主道,彼此相

愛來面對教會內的歧見?
基督徒的愛
1. 是具挑戰性的:因為我們都是罪人,以自我為中心
2. 我們因著神的恩典,能彰顯出神的愛(約一4:19),當

我們知道我們被赦免多少時,我們的愛就滿溢流出
3. 基督徒的愛帶來極大的喜樂(詩133:1; 約二12)



反思與回應
• 我是否已經得著永生?
• 我是否有永生的確據?
約翰一書 4: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
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他的愛在我們
裏面得以完全了。
彼此相愛,彰顯神在我們裏面完全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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