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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約壹 3:11-18



2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約壹 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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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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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與⿊暗的⽐對 (1:5∼2:11)
(2) ⽗與世界的⽐對 (2:12∼17)
(3) 基督與敵基督的⽐對 (2:18∼28)
(4) ⾏義的與犯罪的⽐對 (2:29∼3:24)
(5) 聖靈與謬妄的靈的⽐對 (4:1∼6)
(6) 真愛假愛的⽐對 (4:7∼21)
(7) 從神⽣的與從⼈⽣的⽐對 (5:1∼21)

(1)⾃以為是的試驗
(2)愛好的試驗
(3)教義的試驗
(4)品德的試驗
(5)分辨⼒的試驗
(6)動機的試驗
(7)新⽣的試驗

Explore the Book 聖經研究 by J. Sidlow Baxter 巴斯德
約翰壹書

分辨真理與謬妄—怎樣「知道」，怎樣「遵⾏」

七個⽐對裏依序有七個試驗七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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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與犯罪的⽐對 (2:29∼3:24)            品德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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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為何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3:11)
II. 愛與恨的兩種⽣命表現 (3:12-15)
III. 如何彼此相愛 (3:16-18)
結論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約壹 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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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雜詩（其五）》
【作者】龔自珍 【朝代】清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花不是無情物，花作春泥更護花

桐花為何會掉滿地？

這就是⽣命⾮常動⼈的
地⽅，為了下⼀代的成
⾧，它可以犧牲⾃⼰，

飄零落地！

***從神來的⽣命能⼒
在任何困境當中
傳承著愛的祝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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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愛是神的命令 是福⾳的核⼼
(3:11, 23-24; 4:7) (約13:34)

怎樣「知道」，怎樣「遵⾏」

I. 為何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3:11)    ⾏義的能⼒源頭

愛是從神來的, 凡有愛⼼的都是由神⽽⽣並且認識神 (4:7)
神的命令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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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神命令的 (3:24)
就住在神裏⾯，神也住在他裏⾯

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裏⾯
是因祂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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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神的道(種⼦)存在我們裡⾯ 我們不能犯罪 (3:9)

一個真正重生的人

愛是不可或缺的⽣命特徵

神所賜的道 (種⼦)(⽣命), 

不僅讓⼈願意過聖潔的⽣活

⽽且還習慣性的在⽣活中活出愛

順服⽽實踐愛的⼈就活出重⽣的確據

習慣不會這樣做的⼈ 從未重⽣過



9

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 (為我們的罪做了挽回祭)
愛在我們⽣命裏⾯，

愛也在我們活出來的⽣命表現
我們能不能尊重/關愛別⼈，關鍵在於有沒有這種⽣命

神的兒⼦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切的作為 (3:8b)
戰勝罪惡 與 死亡
耶穌顯明愛的能⼒

除滅我們內在那些魔⿁的謊⾔
也除滅我們外⾯看待⼈的錯誤態度

Ic. 神就是愛, 神的愛先向我們顯明 (4:7-11;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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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什麼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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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為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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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愛與恨的兩種⽣命表現 (3:12-15)   品德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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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什麼殺
了他呢？因⾃⼰的⾏為是惡的，兄弟的⾏為是善的。

該隱的屬靈父親是魔鬼,  

他的態度和行為起源於撒旦

像撒旦⼀樣是殺⼈犯和說謊者（約 8:44）

他⾏惡 謀殺他的弟兄 ⼜說謊

II-a. 該隱和亞伯有著不一樣的屬靈生命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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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的屬靈父親是天父, 

他的態度和行 是善的

來11: 4-6 .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該隱所獻的更美...

⼈⾮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亞伯是因信獻祭⽽蒙神悅納

該隱則因為⾏為不好所以不蒙神悅納

他的供物和該隱的供物之間的區別在於信⼼（來11 :4）

II-a 該隱和亞伯有著不一樣的屬靈生命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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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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3:10)

世界上只存在兩種⼈：
神 的 兒 ⼥ 和 魔 ⿁ 的 兒 ⼥
沒有⼈可以同時屬於兩個家庭

屬於神的家庭，表現出他的公義性格
屬於撒旦的家庭，表現出他的罪性

II-a 該隱和亞伯有著不一樣的屬靈生命 (3:12)



14

美國南加州爾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5/15 /2022 ⼤約下午1:30點半左右發⽣槍擊案
現場⽬擊者的表述，犧牲的鄭達志醫師離槍⼿很遠，他勇敢
地負起保衛的責任衝向槍⼿，完全沒有思索的時間。

罹難的鄭醫師是主的真⾨徒，
因為他不只是說說，更效法了基督的精神，

為他⼈⽽奉獻，為他⼈⽽活，為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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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歲的槍⼿周⽂偉, 曾在⼤學任教, 對外宣稱⾃⼰是基督徒
一位基督徒殺人，一位基督徒救人...

這個壞⼈遇到了好事——他沒有被警察擊斃
（很多槍擊案都是這樣收場）

這個好⼈遇到了壞事——他被槍⼿擊斃了

聯邦仇恨犯罪調查也在進⾏中
警⾧ Don Barnes 稱 鄭醫⽣是

善與惡的交鋒
可能挽救了數⼗⼈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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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弟兄們，世⼈若恨你們，不要以為稀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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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愛的能力都來自神
因為神是愛

v14 愛弟兄 出死⼊⽣ 有永⽣
v15  恨弟兄 仍住在死中 沒有永⽣

II-b 愛與恨正是來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 (3:13-15)



17

屬神的
不犯罪*(3:6) 

⾏義(3:7) 
愛弟兄(3:14) 

出死入⽣(3:14) 
在光明中(2:10) 

屬魔⿁的
犯罪*(3:6)

不⾏義(3:10) 
不愛弟兄(3:14) 

恨/謀殺弟兄(3:12,15) 
住在死中(3:14)
在⿊暗中(2:11) 

約翰所⽤的希臘⽂現在式是繼續不斷的⽣活形態:
如: 在光明中⾏ (1:7) , 從神⽣的就不犯罪 (3:8-10)

!"#$%&'((((愛只來自神；仇恨來自魔鬼

II-b 愛與恨正是來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 (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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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會恨⼈？會恨那些與我們有親密關係的⼈？
為什麼會對某某⼈產⽣仇恨？

從該隱的例⼦看
神的答案和該隱的答案不⼀樣

II-b 愛與恨正是來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 (3:13-15)

以該隱的背景來看，他的⽗母（亞當和夏娃）是個好
基督徒，該隱本⾝也有服事（獻祭），具備此⾝分背
景，以旁⼈看來，不太可能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但，

該隱卻犯下了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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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隱的答案是以⾃我為中⼼：(創4:3-11)
為什麼我不蒙悅納，你蒙悅納？

如果神悅納你亞伯的供物、不悅納我的供物
那我就有怪責神的權柄，也有殺你亞伯的可能

該隱⾃⼰扮演審判者的⾓⾊，動機很可怕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
為什麼殺了 他呢？

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3:12)

II-b 愛與恨正是來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 (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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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答案：
你若⾏得好，豈不蒙悅納？

你若⾏得不好，罪就伏在⾨前。
它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它。(創4：7)

來11: 4-6.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亞伯是因信獻祭⽽蒙神悅納，

該隱則因為⾏為不好所以不蒙神悅納
內在的⽣命反應出來的品德

II-b 愛與恨正是來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 (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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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弟兄們，世⼈若恨你們，不要以為稀奇。

法利賽⼈對耶穌因嫉妒做了同樣的事（可 15:9-10 ）
耶穌也說他們是出於他們的⽗魔⿁（約 8:44）

該隱的態度代表了當前世界體系的態度（約壹3:13）
世⼈恨基督（約15 : 18-25 ）與該隱恨亞伯的原因相同：

基督顯明了世⼈的罪，並顯明了它的真實本性

品德的試驗:
⾯對現實和真理時，只能做出其中⼀個決定：
【悔改和改變】或者 【摧毀揭露它的⼈】

II-b 愛與恨正是來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 (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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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隱的例⼦裡, 恨的產⽣是出于嫉妒。

攻擊性嫉妒是負⾯的情緒

①怨恨別⼈所擁有的好處，渴望⾃⼰能夠同樣擁有

②貪戀別⼈所有的，甚⾄⽤計謀害⼈渴望得到

③充滿敵意地看待⼈

嫉妒的根源在於缺乏愛，
因為愛是不嫉妒 (林前13: 4)
唯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8: 1b) 

II-c 恨是殺⼈的仍住在死中 (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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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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仇恨是從魔鬼來的, 是徹底地自我中心，
可能是我們對⾃⼰或是別⼈造成的傷害，

在我們裏⾯引起憤怒的情緒。
另⼀⽅⾯當環境跟我們的期待不同，

不合我們的⼼意的時候，
如果我們還是繼續堅持⾃⼰的⼼意，

那麼就會感到⽣氣憤怒

II-c 恨是殺⼈的仍住在死中 (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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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我們的心意:
義怒，不義之怒

祂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
祂的恩典乃是⼀⽣之久（詩篇30 :：5）。

即使是義怒 ,  神並不⾧久懷怒，
所以我們也要學習饒恕的功課 不可⾧久懷怒

否則 這怒氣就在我們⼼裡成為苦毒
最終成為仇恨

II-c 恨是殺⼈的仍住在死中 (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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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出死入生的愛
24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信差我來者的，
就有永⽣；不⾄於定罪，是已經出死⼊⽣了。 (約 5:24)

原來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
⼈⽣發仁愛的信⼼才有功效。(加 5:6)

真正重生基督徒的信心
有著從神而生的愛

是得救的生命表現和證據

🌷神學院學生宿舍的安排

II-d. 愛弟兄的 出死入⽣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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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仇恨、勝過死亡轄制的愛

關鍵是要住在耶穌裏⾯

神的兒⼦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的作為。（約壹3：8）

耶穌來要除去罪，除去恨，除去絕對的⾃我中⼼

唯有基督的愛 帶來医治與生命平安

愛是生命的記號

🌷唐崇榮牧師曾經跟吳明牧師到台灣新竹監獄去傳道

II-d 愛弟兄的 出死入⽣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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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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效法主捨⼰的愛 不要冷漠 (3:16-17a)
b  效法神對我們的愛 謙卑禱告 (3:17b)
c. 彼此相愛要有誠實的具體⾏動 (3:18)

III. 如何彼此相愛 (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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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效法主為我們捨命: 自己捨命 卻給了人新生命
恨⼈: 殺⼈
愛⼈: 給別⼈新⽣命

耶穌是⾃⼰⽢願捨棄⽣命的（約 10 : 11-18 ；15:13）

b. 不要塞住憐恤的心:  硬著心腸不理 (新譯本)
冷漠 , 缺乏愛

⼈若說愛弟兄，卻不樂於解決別⼈的需要，這是虛假的愛

III-a. 效法主捨⼰的愛 不要冷漠 (3:16-17a)



29

仇恨會偽裝成其他詞語:

冷漠、蔑視、輕視、偏⾒和其他邪惡的名字

虛假的友誼

⼀個⼈甚⾄可以假裝不恨他的兄弟

他所做的就是忽略他，或者對他的需求漠不關⼼

我們在⾃⼰周圍建⽴了隔離的障礙，

拒絕讓別⼈看到我們的內⼼⽣活，拒絕尋求突破

III-a. 效法主捨⼰的愛 不要冷漠 (3:16-17a)



30

打開憐憫之心
⼈若知道⾏善，卻不去⾏，這就是他的罪了 (雅 4:17)

愛⼼的試驗不僅僅是不做壞事, 更是要⾏善做好事

為基督的緣故而愛，
並忍受他人的困難和增添苦惱的麻煩

III-a. 效法主捨⼰的愛 不要冷漠 (3:16-17a)

🌷【每⼀滴為別⼈流過的淚都會變成珍珠回來找你】
-許榮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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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主的愛去愛別⼈
可能動搖的標准

2. 主對我們的愛
愛的源頭，愛的榜樣
需要信⼼學習

謙卑禱告 承認⾃⼰的⽋缺
愛⼼才能增⾧

17 凡有世上財物的... 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

如 :  饒恕別⼈,  按神⼼意處理事情 ...

III-b 效法神對我們的愛 謙卑禱告 (3:17)

愛神的心 (v17b):  神的愛 (God’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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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愛心沒有虛假 清潔行善
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在知識和各樣⾒識上多
⽽⼜多，10使你們能分別是⾮，作誠實無過的⼈，直到基
督的⽇⼦； (腓 1:9-10)

2.行善不可灰心 要顧及身心靈的益處 莫讓人偷懶
弟兄們，你們⾏善不可喪志 (灰⼼)  (帖後3:10-13)

3.光明行事, 免得引起誤會疑惑
我們留⼼⾏光明的事，不但在主⾯前，就在⼈⾯前也是
這樣。(林後8:21)

III-b 效法神對我們的愛 謙卑學習 (3:17)

效法神的愛 要行在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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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  發⾃內⼼的真誠 ⽢⼼樂意
合乎真理 按著實情

⾏為/⾏動：⾦錢或物質供應.     個⼈服務時間愛⼼
關懷和友誼 屬靈的禱告⾏動

III-c. 彼此相愛要有誠實的具體⾏動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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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浪⼦可以進入豬圈，
但他 不 會 住 在 那 裡 。

魔⿁從⼀開始就犯了罪，
⽽ 且 他 還 在繼續犯 罪 。
神的兒⼦被啟⽰出來，

魔⿁的⼯作與權勢被吞滅
基督消除了罪的罪責，

也提供了從犯罪的習慣中解脫出來的⼒量
基督來了，使信徒有能⼒不再⽣活在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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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 約13:35 (你們彼此相愛嗎？)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眾⼈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徒了。

跟隨耶穌做⾨徒的記號:

1. 約15:8 (你結果⼦嗎？)
你們多結果⼦，我⽗就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我的⾨徒了。

3. 徒4:13  (你勇敢傳福⾳作⾒証嗎？)    
他們⾒彼得、約翰的膽量，

⼜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民，
就希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