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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爱神是爱
约翰壹书之二约翰壹书之二

爱与恨的对立 ─ 不要爱世界，

世界对我们的吸引 罪中之乐世界对我们的吸引 ─ 罪中之乐，

罪中的确是有乐，

但它所带出来的是悲惨的结局但它所带出来的是悲惨的结局。

太六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事奉两个 ；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第二章 ─ 爱弟兄就行在光中，恨弟兄就行在黑暗里；
那你说 ─ 我也不爱也不恨，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你就会发现跟人的关系会愈来愈冷淡，

对人的冷漠，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轻忽、伤害。

神是爱神是爱
上帝上帝要我们用他的爱、用他的热情，

拥抱看上去不可爱的世界 接纳不太想接纳的人 ─拥抱看上去不可爱的世界、接纳不太想接纳的人
我们周围不可能尽都是我们喜欢的人…

会碰到一些不容易相处的会碰到 些不容易相处的…
反省自己 ─「我就那么好相处、容易被接纳吗？」

约翰提醒我们 ─
关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没有办法带到永世里去，

各种各样人以为傲的东西，

没有办法带到永恒里去；

这世界不能长存，界 长 ，

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够永远长存永远长存。。

神是爱神是爱
不是在我们失意的时候来看 ─

「是啊、对呀、真的是这样」；

而是清楚的看见 ─ 这的确是真理，

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怜悯，在主的能力的保守当中，

二22 23 凡不认子的 就没有父；认子的 连父也有了

可以对世界的引诱试探说「不」！

二22-23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

约翰提醒 ─ 如今是末时了，敌基督的人已经出现，
我们要儆醒、小心、有所分辨。

二28小子们哪，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 ‧完全之爱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

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2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3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

己 像他洁净一样 4 凡犯罪的 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5己，像他洁净 样。4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5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6 凡住在他里面

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7 小子们哪，

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8 犯罪的是属魔

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凡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

他是由神生的。10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

行义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 ‧完全之爱

三11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12 不可像该隐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1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12 不可像该隐；
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甚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
弟的行为是善的。13 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希奇。14 我们因为爱
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15 凡恨他弟兄
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16 主为我们舍
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17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17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
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18 小子们哪，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19 从此就知道我
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20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21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
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22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他得着；因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22 并且我们 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
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23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24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
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
们的圣灵。

来呀 你看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 ‧完全之爱

当前面这样一个呼唤的词 ─ 来呀、你看，

大家的眼目都聚焦、聚集在那个对象的身上，

或者儆醒、注意在下面要讲的话 ─
「高举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慈爱的祝福！」

三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当我们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一切。

我们看自己很多的不配、很多的不是，有比谁强吗？

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主要求的标准 上帝义的标准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主要求的标准、上帝义的标准。

但今天你我何等的幸福，

能够借着因信称义重生 见到 进到神的国能够借着因信称义重生，见到、进到神的国，

生命因着耶稣基督介入，我们就有了翻转、有了改变。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 ‧完全之爱

一个弟兄，以前吸毒，坐牢、出来了，
还在施打毒品的恶习里，没有办法戒掉；

他的父亲重病在医院，医院让他施打吗啡来止痛…
这个弟兄那时还不认识主，

去看父亲，瘾上来了，就先打一针；

看父亲疼痛难耐，让些许吗啡进到里面来止痛止痛。。

他心中很大的痛苦 ─
父亲为了救命、为了止痛，

感谢主 他信了耶稣！

父亲为了救命、为了 痛，

他却在毒瘾当中无法自拔！

感谢主，他信了耶稣！
生命有完全的翻转跟改变，重新做人，

脱离了不单是毒品的捆绑 他进入神爱子荣耀的国度脱离了不单是毒品的捆绑，他进入神爱子荣耀的国度，

他感恩不尽、奉献自己，现在是一个传道人。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 ‧完全之爱

我们听到很多人的见证 ─ 他可能沈沦在…
一个自己都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光景里；自 都没有办法 自 的光景里；

但是当他认识了主，生命有了改变，

所有的人眼睛亮起来所有的人眼睛亮起来 ─
是什么样的能力，让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改变？

这样的见证我们会觉得很感动，
在生命的故事里彰显出来在生命的故事里彰显出来 ─

神的恩典跟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我 清楚知道我们清楚知道 ─
我们需要有一位主、救主、生命的主宰，

来引导我们走上人生美好的路径。

洁净 圣洁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 ‧完全之爱

现在我们就要追求洁净、追求圣洁。

三6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三6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三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好像在我们的主观经历上不犯罪好像在我们的主观经历上不犯罪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会得罪神，

还是要常常求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 赦免还是要常常求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赦免

所讲的是一个进行的状态，

凡住在主里面的、凡从神所生的，

就不故意犯罪、不继续犯罪，

就不让自己继续在罪中行。

是一个持续的动作、连续的状态，是 持续的动作、连续的状态，

因为我们是被主大能拯救回来。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 ‧完全之爱

三8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奉主的名来斥责恶者。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三16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舍命 ─ 就是放下自己；不是常有机会把生命舍了把生命舍了，，

放下己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

约三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 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放下己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是得，独生爱子、永生给了我们；是得，独生爱子、永生给了我们；

不光是得也是要给，这是基督徒的人生。

‧蒙爱的儿女‧落实彼此相爱 ‧灵的辨认 ‧完全之爱

在生活中，与人的相处、与弟兄姐妹的同工，
有很多机会操练到「你要不要放下你的己」。

同工会 ─ 你有绝对的建议权，别人也有绝对的否决权否决权；；

如果不愿意放下自己 ─如果不愿意放下自己
「我的是最好的，你们一定要接纳…」那就很麻烦了，

放下你的自己 好多时候我们需要学这样的功课放下你的自己，好多时候我们需要学这样的功课，

学不会、学不好，属灵生命的成长就会出现难题。

一个家庭，如果丈夫跟妻子
都愿意放下自己，家庭一定非常和乐
有一个愿意放下自己，也是不错

两个都不愿意放下自己 ─ 结果会是怎么样？都不愿意放下自己 果

耶稣的教导是生活化、非常实际，必须去操练、领受的。



合

‧蒙爱的儿女‧落实彼此相爱 ‧灵的辨认 ‧完全之爱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

三23 二合一的命令
是一个单数，

命令有两个，而是二合一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
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命令有 个， 是 合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信耶稣是基督跟彼此相爱，信耶稣是基督跟彼此相爱，

是二合一的、单数的，就是一个命令，

我的信打在主耶稣身上我的信打在主耶稣身上

我的爱要打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命令，

不能说我只爱主、我只信他，

我不履行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不履行彼此相爱的命令，

这不对、这不行！因为它就是一个命令。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完全之爱

彼 相爱 接纳彼此相爱的生活，首先是接纳；
但我要知道在你里面的灵跟在我里面的灵 ─

是一样吗？我要很清楚的分辨。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 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四1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
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凡灵认耶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2 凡灵认耶
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
来 3 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来。3 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
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4 小子们哪，你们是属
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
大。5 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6 我
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
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完全之爱

四1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怎么分辨呢？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保罗说「听道要慎思明辨」，

你我都是有圣灵居中的人，不是挑战讲道者的权柄，

是我们里面神的灵，是我 神 灵，

分辨他所讲的道是出于神的不是

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试验的时候，当我们用这样的 个心态去试验的时候，

也会有所分辨这个灵他是不是出于神

所有的灵因此不是所有的灵你们都去信他。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完全之爱

申命记十三章一到五节 ─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作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虽有应验你也不可能 不可以全部的去听 去跟随虽有应验你也不可能、不可以全部的去听、去跟随；

如果这个神迹奇事显出来要你去跟从别的神、别的偶像，

要去相信吗？要去跟从吗？

验证先知的真伪的时候 ─
所讲的话能不能应验，是最基础试验的方法方法

还要去察验他要把你带到哪里去还要去察验他要把你带到哪里去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耶稣讲末日的征兆，他说：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

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

太二四25 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灵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完全之爱

灵的试验法

四2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凡灵 ，就

诺斯底主义幻影说 ─ 不相信基督是真实的道道成肉身；成肉身；
灵如果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灵如果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

就是出于撒但、出于恶者、是敌基督者的灵

认耶稣基督 就是承认他是神最终极 最高的启示认耶稣基督，就是承认他是神最终极、最高的启示，

是神在旧约所应许的实现 ─ 他是主、他是王
认耶稣道成肉身 就知道他来到世上与人认同认耶稣道成肉身，就知道他来到世上与人认同，

真正能够作拯救我们的主，是真正的大祭司

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假说出来的时候，
神的儿女要如何的用神的光，神的儿女要如何的用神的光，

在圣灵的光照引导之下察验真伪。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完全之爱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 左 角 继续课程

四7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8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9 神
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10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这就是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
爱了。11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12 从来没
有人见过 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了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得以完全了。13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
住在我们里面。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15 凡
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16 神爱我们的心，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6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
里面。17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18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18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
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19 我们爱，因为神
先爱我们。20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
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21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
受的命令。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完全之爱

爱 神爱的源头就是神 ─ 神是爱，标记就是新生命。

爱要让对方得益处、爱是要有行动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 ─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神爱世人，就将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

耶稣离开天上宝座，在爱的行动当中，

把救恩给了世人，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祭

四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真正的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根本不爱他、不认他、抵挡他，

主却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全救恩
不单把爱成全在我们身上

还天天与我们同在，用爱来包围我们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完全之爱

爱这世界上的每个人真的很需要爱，

世上的冷漠、彼此要保护自己，

就常常抵挡别人，把自己闭塞在封闭的心灵心灵里；里；

需要用主的爱敲开每个人的心门、浇灌冷漠冷漠的的世界世界。。

人的爱非常有限…，但是耶稣不是，

神的儿女如果明白这个真理 先领受爱神的儿女如果明白这个真理、先领受爱，

然后学习怎样付出爱、世界就温暖起来，

关心别人 敲别人的门 把福音带到他家里关心别人、敲别人的门，把福音带到他家里 ─
带领他打开心门接受耶稣，

让他感受到生命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刚刚所说那位吸毒的弟兄，

让他感受到生命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刚刚所说那位 毒的弟兄，
以前不认识神，现在成为服事神、服事人的传道者…



‧蒙爱的儿女 ‧落实彼此相爱‧灵的辨认‧完全之爱

四19-20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可能我们关起门 在属灵的象牙塔里可能我们关起门、在属灵的象牙塔里，
天天读经祷告、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跟人是疏离的疏离的。。

约翰一书一开始讲生命之道 ─约翰 书 开始讲生命之道
与神相和、与人和睦、传和平的福音；

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 从来不传福音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从来不传福音

跟神关系好、也传福音，但不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姐妹在一起

这都是怪怪的基督徒 不是生命之道

四21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这都是怪怪的基督徒，不是生命之道

很清楚的教导，是真理、更是实践，让我们有所遵循。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得了救恩 得了你爱子的救赎我们得了救恩、得了你爱子的救赎。

主啊，你教导我们 ─ 透过你的仆人，

要我们给 因为你为我们舍命要我们给，因为你为我们舍命，

你叫我们也放下自己、为我们的弟兄。

主啊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知道 能够去行主啊，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能够去行，

好让我们爱看得见的弟兄，

来证明我们爱看不见的神来证明我们爱看不见的神。

谢谢主，你用你的话来浇灌我们、喂养我们，

我们领受你的道 让我们可以用我们我们领受你的道，让我们可以用我们

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活出你的道。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