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1 月 14 日
主日講台信息
「住在主裡、活在愛中」
／陳世冠牧師

經文：約翰壹書第四章 13–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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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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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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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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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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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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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
卷作：怎能愛沒有看見的神呢）。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
令。」
「住在主裡，活在愛中」是今天我們讀的 9 節聖經的主題。這題目的前面
一句，後面一句，到底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然後我們又聯想到什麼？
如果要把這個題目作一些聯想的話，可能「住」是比較靜態的一個表達，
「活」是比較動態的表達。今天在許多基督徒的經驗裡面，我們也透過聖經，
講員，在團契裡，在禱告中，常常會聽到這些的表達。特別是「住在基督裡」，
在早年曾經有一本非常出名的書，慕安得烈寫的。
這個靜態的表達，好像是要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跟神的關係，愛主的表現。
動態的表達也似乎要告訴我們，那是基督徒生命的一個見證。更早一點的時
候，有一首老少都喜歡唱的，基督教的現代詩歌，叫做「讓愛走動」。大家都知
道這首詩歌。一個靜態的，一個動態的，這樣的一個表達方式好像還蠻完整
的。
但是今天，許多基督徒的實際狀況已經不是住在主裡了，也不是活在愛
中。我們是宅在家裡，然後游在網上。我們今天的靜態跟動態表達的方式跟當
時約翰表達的方式不太一樣。所以這段經文我反覆的閱讀，心中有很深的感
觸。約翰苦口婆心的把這個主題要帶給當時的這些收信人，而當時他們所處的
環境，所面對到的挑戰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回過頭來幫助我們作反思。
每一次讀約翰壹書的時候有一種感覺，就是讀過去都懂了每一行每一字，
但是停下來後發現又好像很籠統，因為他很多的話是重複的，而且類似。
本段經文前半強調「住」，後半強調「愛」
今天的 9 節的聖經，為什麼說他是在呼應我所設定的標題，因為前面你可
以看第 13 節到 16 節，那個「住在」很明顯的一直不斷在出現。在這段經文裡
邊，沒有任何一個「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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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 16 節開始到第 21 節，你就發現這裡「愛」這個字不斷的出現，幾乎
每一節都出現，而且不只出現一次，還出現兩次以上。當然我這個是用中文和
合本聖經。
我要表達就是，整段的經文，前面強調了「住」，後面 16 節以下強調了
「愛」。因為從前面說的 13 到 16 節，這裡是從 16 到 21 節，表示這 9 節聖經
除了第 16 節很特別，因為 16 節是唯一的一節，是一個過渡性的一節，既有
「愛」又有「住」的一節。
意思是在 16 節以前的經文都在講「住」，16 節以後的經文都在講「愛」，
但是 16 節這一節是一個過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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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住」講到「愛」以
後，下面的經文卻沒有再重複在講「住」了。所以蠻鮮明的在這 9 節聖經裡邊
的這樣的一個結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所以，約翰的意思是要在教導收信
人，教導教會的弟兄姊妹，勉勵他們，邀請他們，囑咐他們，住在主裡面，也
要活在愛中。
兩大段包含三個篇章
有這樣的瞭解以後，其實剛才是分兩個大段，16 節是一個過渡。事實上，
他表達的裡邊，雖然是兩個大段，但是好像有三個 movement，就是三個的篇
章，一步步的從「住在」裡邊講到「活在愛中」是怎麼一回事。
1. 住在主裡面的可靠
我們先看第一個篇章。第一個篇章是從第 13 節到第 15 節。約翰在說什麼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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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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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 9 節聖經裡邊，前面的「住在」強調，跟後面的「愛」強調，也透過
第 13 節和 16 節看到他們的一個核心，因為在 9 節聖經裡邊，僅僅出現了兩次
的「知道」。第 13 節講的「知道」，是知道住在他裡面。第 16 節講的是「知
道」，而且還強調了一下「也信」。是知道什麼？住在愛裡面。所以兩次的「知
道」，一次講「知道要住在主裡面」，一次講「知道要住在愛裡面」，所以強化了
這個整段經文的主題。住在主裡跟活在愛中，我們都當知道，而你跟我也應當
知道，聖經這邊講的「知道」，不是頭腦知道而已，是一個生命的關係。
第 16 節還強化了我知道也信，事實上這是約翰那個常用語，在約翰福音，
約翰書信裡，這個知道跟信，或者信跟知道，有時候擺在前面，有時候擺在後
面，是約翰常會用的一個表達方式。
掌握了這樣的一個主題，我們看第四章 12 節，其實他是開啟 13 節到 21
節的關鍵主題。為什麼約翰會在這裡講到「住」跟「愛」這個主題？第四章 12
節，約翰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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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看到在這一節裡，「愛」跟「住」同時間出
現。約翰講了這句話過後，從 13 節開始，他就去闡明到底「住在主裡」是怎麼
一回事，以及「住在主裡」所帶出來的必然結果，就是「愛」的這個操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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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一回事？
第一個篇章，第一個 movement，是講到「住在」這件事情。你會注意
到，在約翰的表達上還蠻細膩的。首先是第 13 節，講到「神將他的靈賜給我
們」，然後就說因為聖靈賜給我們，我們就能夠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裡面，他也
住在我們裡面。」但第 15 節就不提聖靈，反而提了耶穌。
過渡的第 14 節告訴我們說，「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並且
作見證的。」當然約翰作為耶穌基督 12 個門徒，他本身也跟耶穌基督在世三年
半，他可以很直接的說這一段話，這也是約翰壹書，約翰書信裡邊不斷的強
調，「那從起初就是所傳與你們的，你們要守住」，那個整個的基礎在這裡。所
以在這樣一個過渡性，道成肉身耶穌基督的見證之下，第 15 節「凡認耶穌為神
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
聖靈與我們的關係
請注意這個小小的差別，第 13 節提到聖靈的時候，他說，「我們是住在神
裡面」，第 15 節提到耶穌的時候，他是倒過來先說「神就住在我們裡面」，這裡
有一個小小的差別。細看那個小細節，提到聖靈的時候，先講我們住在他裡
面，然後他住在我們裡面。而講到耶穌基督的時候，就先講神住在我們裡面，
然後我們也住在他裡面。這個小小的觀察，再次強化了關於「住在裡面」的這
樣的一個信仰意義。
沒錯，聖靈如約翰在約翰福音的介紹，約翰福音第十五章是非常出名的葡
萄樹跟枝子的那一段經文，也是非常出名的關於我們跟主耶穌基督住在裡頭的
這個生命緊密聯合的關係的經文。也就在這非常鮮明的葡萄樹跟枝子的這段講
論的上文下語，第十四章約翰開始介紹了聖靈保惠師，十五章講下去關於葡萄
樹跟枝子以後他繼續講聖靈，到了第十六章他還再講這真理的靈來，祂的工作
是什麼，包含了「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這個真理來，要使我們
進入真理、得自由。前後都在談聖靈。
聖靈在我們生命中間把上帝的救恩兌現了，也展現在我們裡邊。聖靈幫助
我們去體會、去領受、去經驗、去接受神的救恩，以及在祂救恩裡的一切豐
盛。這個關係我們是可以體驗的，所以當這裡約翰提到「祂將祂的靈賜給我
們，從此我們就知道我們可以是住在祂裡面」，原來我們的住在主裡面，我能夠
跟神有親密的關係，我能夠感受得到、領受得到，頓悟得到，接受得到，在這
個關係是我自己的部分，我是可以去體會的，是可以領受的。
但是這個領受，絕對不是一個空想，不是一廂情願，不是你對鏡子在不斷
的喃喃自語裡邊催眠出來的東西，他有一個非常紮實的一個歷史的救恩時空裡
邊的一個事件，這個事件就是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因此在第 15 節提到，「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他早就從耶穌基督，基督論
的角度出發的時候，「神就住在他裡面」。首先是因為有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祂來到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在這救恩的可靠性，救恩的無
堅不摧的根基上面，救恩完成了。
聖靈的工作把救恩的果效放到我們的身上，我們可以在這客觀的、外在
的、堅實的救恩的這個可靠性的底下，去領受這份寶貴的救恩，去體會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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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取他，去活出他，去感應他，去表達他。
所以這一個客觀性的，一個主觀性的合在一起。福音信仰是完完整整的，
完滿的一個裡外合一，一個具有歷史的，又是一個綿延的，又是一個當下的，
既是超越的，又是臨在的一個豐富的生命經驗。
這個講法跟當時諾斯底主義的、希臘的他們那種神智的想法、神秘主義的
想法有天淵之別。我們要記得約翰他仍然還在面對這些教會他們面對的異端，
那些分離份子，想要把他們從信仰上誘拐出去。所以他在這裡強調了住在主
裡，他透過這樣一來一回的表達，讓我們看到住在主裡那個生命關係的緊密、
可靠、完整，一點都不缺。因為那些分離份子想不斷的去說謊，對於他們原來
當初所接受的福音，認為那個是不夠完滿的。這是第一段，第一個部分，第一
個篇章，住在主裡的可靠。
我們往下看。在第三章 24 節，其實約翰已經提到這件事了。這是為什麼我
們要常常彼此提醒，信友堂不只是一個在講聖道的教會。不要害怕聖靈，不要
因為靈恩運動的關係，我們覺得靈恩運動有偏差，我們就覺得聖靈也被偏差化
了，害怕祂。約翰在第三章 24 節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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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句
話，事實上跟我們讀的第 13 節是呼應的。
2. 活在愛中的完滿
來到第二個 movement，第二段的這個部分。這裡就從「住在主裡」的堅
實、可靠裡來到了談到「愛」的這個議題。我剛說過的，第 16 節是一個過渡性
的一節，講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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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住在主裡有這麼堅實、可靠的依據，又有那麼確實、可
驗的聖靈扶助、扶持，讓我們去領受、去體會的話，那我們應該就是要有這份
愛才對。因為愛跟上文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邊是前後交織的使用，從上文經文已
經告訴我們，神就是愛，所以，約翰就囑咐他們要彼此相愛。彼此相愛怎麼活
出來？要重新記得你是深深的住在主裡面的。所以在這段經文裡他又回到了彼
此相愛的主題，談到愛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在這第二篇章裡面，他有個進程，第二個特徵他要強調什麼呢？第
17、第 18 節，你就發現「完全」這個字是很關鍵的，你也發現「懼怕」這個
字是很關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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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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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跟「懼怕」這
兩組詞在這裡反覆出現，下面就沒提了。
當然在約翰壹書裡邊，至少提了 4 次以上的有關「懼怕」的經文。在約翰
壹書裡也提了至少四次以上有關於「完全」的經文。但是在這裡，他把這兩個
放在一起。到底約翰想要表達什麼？
這個「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不是說神的愛不夠完全。神是愛，祂怎麼
不夠完全？人世間一切你可以想像的，你想不到的，所有我們認為是愛的，或
者我們誤以為是愛的通通靠邊站。神是愛的源頭，祂是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
理的那個部分。我們在上一次講道有提到了，愛是靠近恩典的這個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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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充充滿滿的祂的愛，祂的愛滿溢出來，道成肉身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
愛的緣故。所以「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的意思不是說神的愛本質上有什麼
欠缺，而是這完滿的愛在我們的生命裡邊去領受他、去支取他、去體會他，去
操練他的整個過程中間，還可以有許多的空間。神愛的恩典我們可以取之不
盡，神愛的力量我們也可以用之不完。我們有許多的殘缺沒錯，我們在蒙恩得
救之前，在蒙恩得救以後，我們都繼續在這豐盛的救恩裡不斷的支取跟成長。
要去操練這份愛，要去不斷領受這份愛。我們也知道我們常常就是有很大的挑
戰，我們會退縮。
這個愛要如何完全呢？這裡告訴我們，這個完全的愛，可以表達在我們對
審判的日子這件事情可以坦然無懼。這裡約翰再次用了終末論的語言。我們在
前一陣子也提到了這個末時近了，講到在約翰的表達的觀念裡不斷的會有這個
終末的思維。事實上面當時對初代教會的基督徒來講，這個終末的思維也是非
常的核心，對我們來講也是非常的核心。這一些諾斯底思想的人嘗試要去在信
仰上誘拐約翰的這些信徒們的時候，也是可以透過這個角度去提醒他們，一直
對於所謂終極的得救完滿是怎麼一回事情去作描述。如果在道成肉身裡的救恩
不夠完滿的話，你對你的終極當然就沒有把握了。約翰不斷要提醒他的收信
人，在主耶穌基督裡的救恩是豐富完全的，如果你住在主裡，跟神的關係是那
麼的 close，那麼的緊密，也因此你不斷的在祂的愛中間天天領受、多多的成
長、豐富的操練，你對終極，你對終末，你對審判這件事情不會有恐懼。愛裡
沒有懼怕。「愛如果完全」的意思不是神的愛欠缺，如果我們領受神的愛越來越
豐富的話，就把懼怕除去。這其實沒有什麼特別難懂的大道理，在我們人間的
親情的關係裡可以很深刻的表達這一段。
我們家的小小朋友他們知道父母愛他，他們裡邊的安全感就會很好的被建
立起來。今天的社會學、犯罪學家會告訴你，有許許多多犯罪的人士，他們的
生命中間其實很多很不好的際遇，他們的個性被扭曲，追根究底，很有可能是
跟他們失去愛有很大的關係。
對於愛的這個主題，在我們非常熟悉的保羅的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的講論
裡面也在提到這件事情。愛會使我們成長、成熟。
在這裡，約翰提醒我們，真正住在主裡面的基督徒，是能夠不斷的在神的
愛當中去支取、去體會、去領受、去長成的。以弗所書保羅也說，是在愛中我
們建立自己。那個自己不只是我們個人，是整個教會、基督的身體。愛使我們
成長，愛是使我們，如果愛越來越豐富，懼怕就會除去了。
但是在事實中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有時候還會有這樣的狀況。全球疫
情，我不能說這個是不對的現象或者是不應該的現象，我們很怕感染，因為政
府有政策，我們要保持社交距離，這都應該，應該要謹慎。但謹慎跟怕是兩件
事。有些時候我們身為神的兒女，我們對於死亡這件事情，我們對於終極這件
事情，我們居然會害怕。我們是不是要得出一個結論說，基督徒不應該怕死，
其實真的講到底，我們真的不應該怕死。可能我們會怕痛，怕痛是很自然的。
我在我家鄉有一位非常好的屬靈肢體，他是一個非常令我稱羨，也是我追
求、學習的榜樣，在靈性上、生活上、品格上，在事奉上。但有一樣事情，他
每次不願意跟我提的，他也不願意我提的，他不能去看牙醫。他還沒有到牙醫
診所，還沒有進去，他整個人已經不太對勁了，進去更不對勁。當牙醫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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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拿出來，他就幾乎暈倒了。
這是一種怕，我不是說這種怕，但是對於終極性，我們對於死亡不應該是
怕的，因為一個真正蒙愛的人，他有最滿的安全感，他有繼續可以有更豐富的
安全在裡邊。我想這裡是約翰提到了住在主裡邊引申出來的第一個對於愛的體
會。無論在約翰的收信人當中他們面對怎麼樣的異端邪說，又或許他們面對內
在的信仰的這種偏差、這種誘惑，又或許是外在的希羅世界對於基督信仰的逼
迫，這一份的愛，讓他們無堅不摧。但是不是停到這裡。
我要解釋一下，這是約翰他其實這段經文一直不斷的交換這個字眼，第
16、17 節「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他用「就是」。然後下面那一
句，「神在他裡面，愛也在他裡面，在我們裡面」，其實他就是把神跟愛在這
裡，似乎作同義詞來使用。但是也要小心，就正如我們在每次講到約翰，全本
聖經唯二出現的對於神屬性的宣稱，「神就是愛」，很清晰的一個命題，他只能
夠從左邊讀到右邊，不能從右邊讀過來左邊，愛就是神，不能這樣讀。
「住在主裡」必然「活在愛中」
在這裡我們也看到約翰在表達的就是，「住在主裡」跟「住在愛裡」他是一
件事，「住在主裡」的根基，跟「活在愛中」的必然性，他應該要搭在一起。但
為什麼約翰要這樣強調呢？跟當時的教會的背景有關，上次說過了，除了異端
的挑戰，他們因為有這個分離份子的關係，弟兄姊妹之間就彼此相處有點困難
了，就會猜忌了，中間裡面可能就有嫌隙產生了。要愛人很難、不容易，有時
候很怕，有時候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時候為了要規勸，不成功，吵起架來，
教會內中有分歧。所以要操練這個愛，這也真的不容易。但是他跟「住在主
裡」完全綁在一起。所以，要除去恐懼，除去終末性的恐懼，這根本性的恐
懼，好叫我們能夠面對日常各樣的，對他們而言，無論是信仰上的、言語上的
這些恐懼，要學習這些部分，要深刻的住在主裡，活在這個愛中。但是活在愛
中也從來都不是個人主義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對於住在主裡，剛才我一開頭就提到了，慕安得烈
早年的經典著作，很多時候我們把「住在主裡」想像成什麼呢？我們也會這樣
認為說，一個住在主裡的基督徒，一定是一個非常愛主的基督徒。而什麼叫愛
主的基督徒呢？愛主的基督徒就是漫畫裡邊那個頭上有光圈的基督徒，我們認
為這種基督徒呢，是非常非常脫俗的，我們認為這種基督徒呢，是超凡的，不
是凡人的凡，欸，不是那個麻煩的煩，欸，不是麻煩的煩。但有些時候我們真
的覺得那些愛主的基督徒很麻煩，一天到晚來煩你，勸你來聚會啊，勸你讀聖
經啊，問你有沒有靈修啊。早上你眼睛還沒睜開，他的那個 line 就來了，「今天
靈修讀哪一段經文」？煩死人了。我們以為「住在主裡」是一個屬靈高超的應
該有的特質，那我們就會把他想，把那個「住在主裡」想像成非常個人的、非
常封閉的、非常內斂的，也因此呢，包含「活在愛中」的時候呢，也在想像是
自己一個人在那邊享受愛。你發現保羅沒有，啊對不起，約翰他在這裡沒有停
在這裡了，他進入第三個樂章。
我們看下一段，第三個樂章這邊，我們就知道他，（對不起我一直沒有辦法
跟到我的 ppt，我們回去上一張，上一張，再前一張）。這裡我畫了線的這句話
很關鍵，能夠對終末性沒有恐懼，能夠對審判沒有恐懼，他這邊約翰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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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這個「他如何，在世上
也如何」其實講的呢是講基督。我們再看下兩張看看，剛才有，下面兩張，
對。
愛裡沒有懼怕
現代中文譯本把這一節翻譯成，「我們確實能夠這樣，因為我們在這世上有
跟基督一樣的生命」。為什麼我們能夠在愛裡沒有懼怕呢？愛得以完全，愛得以
完滿，我們領受越豐富，我們為什麼可以沒有懼怕，即便是面對終末的審判，
面對各樣的艱難我們沒有懼怕，因為在這世上，我們有跟耶穌基督一樣的生
命，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詮釋，但是這個詮釋之下還蠻準確的掌握到這段經文的
那個精髓。這裡告訴我們上帝是如何愛耶穌，我們其實也是如何被上帝所愛。
你知道上帝是怎麼樣愛耶穌的嗎？約翰自己在約翰福音也曾經講過一段這
樣的話，是出自耶穌的口。上帝的愛除了是使信徒得以被拯救以外，祂也使信
徒能夠藉著這份愛，得以面對現在與將來。當然這份愛是耶穌現在於天上所享
有，但同時也是我們在地上的時候已經得到，並且將會繼續得到，更多得到，
更豐富的領受的。因此，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講過的這段話，「我愛你們，正如
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裡。」
當耶穌基督說祂愛我們，好像父愛祂一樣，我們因此要常常在耶穌的愛裡
面。祂又說到，如果我們能夠遵守祂，領受祂的話，就常在主耶穌的愛裡。這
樣的一個常在祂的愛的關係裡面，正如祂遵守了天父的話，常在天父的愛裡
面。常在耶穌的愛裡面跟常在天父的愛裡面，在這裡前後就呼應了。為什麼今
天我們活在世上我們可以因為繼續在愛的完滿中不斷的領受，無論面對各樣的
事情，甚至面對終末的審判，我們都可以沒有恐懼呢？因為我們知道神愛我
們，就像祂愛耶穌一樣。
3.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
我再說，真正的活在愛中，不是只有這種個人主義式的，個人式的一種愛
而已，下一段的經文就進入了第三個篇章，「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然後
又說什麼呢？「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不愛他所看見的
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
令。」第 19 節的第一句跟第 21 節的最後一句，整段要講的就是，「我們愛，
這是從神所受的命令」，我們愛的這個愛，明顯就是一個動詞。原來約翰在這三
個篇章講到這裡，住在主裡面的堅持，活在愛中的完滿，他一定是整全的，他
一定會有外延的部分。
當我們講到活在愛中的這個愛，可以有很多意思。第一個，這個活在愛中
的愛表達神的愛，你要活在那個愛的裡面。活在愛中的愛也可以表達你領受別
人對你愛的滿滿，活在愛中。活在愛中的愛也可以表達你對別人的愛，你要去
行動，把這個愛活出來。所以活在愛中這個愛是一個完整性的愛。如約翰所
說，他的那個篇章來到這第三個 movement 的時候，他故意的把人跟神來作一
個比較，如果你不能愛那個看得見的人，你怎麼樣去愛那看不見的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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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回到剛才我們講到的那個屬靈觀，我們以為住在主裡是非常封閉
的，是在深山野嶺裡面的，是在那個柳樹下垂釣，河邊垂釣那種獨孤無敵式的
愛，那種的住在，你想像那種愛，怎麼可能會有愛呢？什麼叫做愛？愛是一個
關係，愛是我們從永遠到永遠彼此相愛，三一上帝的本質，神就是愛，神在這
個三一的關係裡，從永遠到永遠彼此相愛。一個人你怎麼愛？所以請不要說我
非常愛主，我住在主裡，天天讀聖經，然後我充滿愛，但是眼睛一抬起來看到
那弟兄，你就睡不了了。
我讀這段經文想分享一些感觸。我覺得台北信友堂真的有豐富的傳統，為
著我們屬靈的長輩們過去的牧養，我們要滿心的感謝神。你發現我們各級團契
都有查經聚會，有些團契可能查經的次數會更多一些，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
都非常愛查經，我們還有專屬的婦女查經班。我們愛查經。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很喜歡直接的就把查經這件事情當作是跟神建立關係，
這個當然也非常對，我們也應該要常常鼓勵弟兄姊妹們不要只是來參加查經、
聽講員講道，我們真的要學會在日常生活當中讀上帝的話，要有靈修生活，這
非常關鍵，也非常基本。
我在嗎哪裡面就有一種這樣的情況，我也一直不斷在學習。我們也有小組
聚會，看樣子各團契都有這樣的聚會，小組聚會顧名思義就是比較多交流，我
們生活上的，情意上的這些互動，但有些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到，有一些人比較
喜歡參加小組查經的，有一些人就比較喜歡參加小組聚會，他可能會二選一。
我相信我們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不會這樣選，大概什麼聚會我們都來。這兩個聚
會的設計都在幫助我們建立我們的生命。但是如果真的，那麼一時一刻，或者
今天仍然在你跟我心中困擾的就是，你會潛藏的一直以為「我比較喜歡查經，
而且要好好的查經，我最怕那種查經，讀一段經文過後，然後開始就是全世界
各地的故事就出現，跟那個經文沒有關係，我不喜歡這樣，我們要好好查經」。
是的，住在主裡跟神的話有關，這裡講到包含你遵守神的道，你就住在神裡
邊，是有關係的。但是，如果在我們的生命中間只知道怎麼樣查經，我們當中
真的有非常多會查經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嚴謹，我們大家一起低下頭來看聖經
的時候，頭頭是道，非常豐富，觀察非常的細膩、仔細，但只要我們頭一抬起
來，我們就處處碰壁，格格不入，我們不喜歡跟弟兄姊妹相處。所以在這樣情
況底下怎麼辦呢？線上聚會真是太好了，我比較可以專注查經，然後可以不用
遇到人，因為我可以隨時開鏡頭、關鏡頭。
我沒有特別要指示或者暗示什麼，只是想要從這裡引申出一種思維。約翰
提醒我們，住在主裡要紮實的住在主裡，堅實的在這個根基上面，與神建立一
個更完滿的關係。這個完滿的關係他必然跟愛的領受、愛的體會、愛的操練、
愛的實踐，完全是綁在一起的，這從來都不是選項或者是二合一的。當然反之
亦然，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們就不喜歡查經，不喜歡的原因可能不是他討厭神的
話，而是他覺得大家每次都沒預備，就是你一個東拉一個西扯一個，所以那個
時間很可惜這樣浪費了，他可能因此這樣不愛查經，我希望這樣不要因此挫敗
了你繼續跟弟兄姊妹一起追求查考神話語的心志。
我要說的是另外一種極端，真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真的是不太喜歡上帝的
話，他喜歡社交，他喜歡這個基督徒之間相處的友誼而不想查經，他想在那邊
去體會所謂的上帝的愛多好。我們為什麼喜歡來教會？因為教會充滿愛。我為
什麼喜歡去參加這個愛筵？因為愛筵顧名思義有很多的愛又有筵，所以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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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但是如果這個愛跟主的道，跟主的真理，跟神的話沒有關係的話，這種愛
就是社交的東西了，這就跟俱樂部差不多。有太多的基督徒每想到教會的團
契、小組，很自然他立刻就從一種宗教的社交活動角度來想的，這也很遺憾，
上帝設計的在主的豐盛救恩裡邊，我們是被救到愛子的國度裡，這個絕對跟社
團不一樣。
約翰的提醒對我們是重要的，願主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夠真正的既住在主
裡，又能夠活在愛中，去把他活出來，去面對弟兄姊妹。當然我知道面對弟兄
姊妹的功課真的很難，他一點都不亞於你低頭看聖經。甚至要這樣說，反而很
多時候讀聖經是很容易的，你自己一個人在那邊讀聖經，你在小組當中你低頭
讀聖經的時候，你在論述你自己所論述的，很容易。
潘霍華牧師就曾經用另外一個字眼來表達，他講到獨處跟共處的這個生
命，很多基督徒很享受獨處，跟上帝的獨處，在那裡去過自己的信仰生活，去
跟上帝有親密的交通，那很美、很棒，但是一進到人群中，不行了，事太多
了，所以不喜歡共處。
但是有人反過來，他是大眾朋友型的，他靜不下來的，所以當這個 covid19 的時候，他痛苦得不得了。他靜不下來，到處要找人，沒有人他就覺得他不
存在，所以要到處刷存在感的這個意思。這種人靜不下來，他就不能夠獨處，
一天到晚想共處的。
潘霍華牧師提醒我們，這兩者都要小心，這兩者的弊利面都可以成為你的
試探。有些弟兄姊妹這麼愛查經，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想跟弟兄姊妹相處，
他不想去面對弟兄姊妹。但是我們回到約翰的教導你就發現這兩者從來不排
斥，這是完整的在一起。願主幫助我們，住在主裡，活在愛中。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我們在你面前向你仰望，願你自己的話引導我們的心思意念，也帶
領我們的腳跟隨你，帶領我們手來做主工，活出住在主裡，活在愛中的生命。
靠耶穌基督的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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