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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4:7-21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全書第二部份: 3:11-5:12, 神是愛---我們要活在愛裡)
講述部份: 5 min
約一書下半部,從 3:11 開始, 就講愛; 第八課(4:1-6) 可以說是加插進來的話題,
今天我們要查考的第九課是緊接第七課(3:11-24), 再回到愛的題目上.
在這段落裡, 約翰注重解釋<愛>的定義; 1. 神和愛之間有什么関連?
2. 弟兄姐妹彼此相愛的基礎是什么?
3. 有這种愛在心的人会有什么表現?
約翰有三句簡單的名言, 其中一句在這段落裡出現:
<神就是光>-----約一 1:5
<神就是愛>-----約一 4:8
<神是亇灵>-----約 4:24

讀經時間: 5min
約一 4:7-21
4:7 親愛的弟兄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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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 神．因為 神就是愛。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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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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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親愛的弟兄阿、 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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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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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
4:15 凡認耶穌為 神兒子的、 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 神裏面。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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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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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
人在愛裏未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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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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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卷作怎能愛沒有看見的 神呢〕
4:21 愛 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 神所受的命令。

分組討論時間: 25 min
(分四組分別討論下列四大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討論 1 或 2 大題, 25 分鈡後合
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50 分鈡把下列四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
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提示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考).
第一大題 真愛的源头 4:7-10
1. 在這四節圣經裡,< 愛>字出現多少次? 作者所講的是那种愛?
2. 這种愛從何而來? 你体驗過這种愛嗎? 請分享.
3. 試用你的表達方法來解釋<愛>與<認識神>之間的联系.
v.7<由神而生>原文用的動詞是 prefect tense--過去完成, 現在繼續; 而<認識神>
用的動詞却是現在式, v.8 裡<不認識神>所用的是 aorist tense/past tense, 從未認識
過神. 從文法中你得到什么線索?
4. 神愛我們最偉大的表現是什么?
5. 為什么從神而生的才有這种愛? 未信主的人不是也有很多愛心的表現嗎?
答案提示:
1. 10 次. 神圣的愛, 從神而來的愛, 是無條件的愛.
2. 這种愛從神而來. 這是無條件的愛,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神的愛臨到我們,
羅 5:6-8<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
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3. 基督徒信主那日就体驗神的愛, 得生命, 這生命延續不斷, 愛引導我們天天認
識主; 未体驗十架大愛的人, 從未認識神.
4. 十字架.
5. 這兒講的不是一般人間的愛, 唯獨有神生命的人才有內在的能力, 可以付出
無条件的愛.
第二大題 4:11-16 主愛激勵我們彼此相愛
1. 弟兄姐妹彼此相愛是旁向的愛, 愛神是上向的愛, 兩者有什么連繫?
2. 為什么彼此相愛可以完全愛神的心(v.12)?
3. 彼此相愛是否神愛我們的條件?( 我們若沒有愛心, 是否神就不愛我們?)
4. 在 v.13-16 中, <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這句子出現幾次? 分別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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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神裡面的那幾个確据?
答案提示:
1. 上文提到彼此相愛是基於基督從上而下的愛, 這段告訴我們, 人愛神的心也
在彼此相愛中得以完全.
2. 若不能愛看得見的弟兄, 豈能愛看不見的神. 弟兄姐妹彼此相愛可以把神愛
具体化.
3. 不是条件, 神愛我們是無条件的, 但被神愛的人去愛別人, 却是理所當然的後
果. 留意 v.11:< 神既…愛我們, 我們也當…相愛>
4. 三次: 1. 神賜給我們的靈,( 圣靈的內住). 2. 認耶穌為神的兒子(與耶穌的个
人関係,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 3. 住在愛裡 (信徒彼此相愛).
第三大題: v.12, 17-18 愛裡沒有懼怕
1. 為什么彼此相愛可以完全愛神的心(v.12)? 彼此相愛是否神愛我們的條
件?( 我們若沒有愛心, 是否神就不愛我們?)--- [與第二大題#3. 同]
2. 根据約翰的教訓, 愛神是一种私人的感受, 還是一种需要在群体生活中表達
出來的情愫?
3. 你如何理解<愛裡沒有懼怕>?你曾否因怕被拒絕而不敢去愛? 今天的經文有
沒有給你提示?
4. 愛與刑罰有什么関係?( 參考 v.13-16)
答案提示:
1. 見第二大題 2.3.
2. 約翰把愛神的心具体化為一种需要在群体生活中表達出來的情愫. 神, 己, 他
人成為一个愛的鉄三角, 在互相関連中, 愛得以完全.
3. 神以無条件的愛愛我們, 甚至被拒絕仍去愛.
4. 因為上述這种愛, 和 v.13-16 的確据, 我們在審判台前沒有懼怕.
第四大題: v.19-21 訓言
1. 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是什么? 從舊約和耶穌口中,你能找出這命令的出處嗎?
2. 請舉出一些俱体的例子說明什么叫<愛神>,什么叫<愛人>. 分享你最近愛神/
愛人, 或感受被神愛/被人愛的經歷.
3. 約翰在 v.20 指出某些缺欠会導致我們成 <說謊的>,這是嚴重的指控, 這缺欠
是什么? 約一 2:4 同樣列出另一种缺久, 請找出來, 比較兩者.
4. 請讀約 13:34-35, 门徒的標誌是什么? 你在小組中有沒有感受到弟兄姐妹彼
此相愛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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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提示:
1. < 4:21 愛 神的、也當愛弟兄>,出自舊約的誡命: 愛神和愛人是铜板的兩面,
分不開的, 參可 12:29-31; 路 10:27
2. 答案不一.
3. <4:20 人若說、我愛 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 <2:4 人若說我認
認識祂, 却不遵守祂的誡命, 便是說謊話的.> 約翰視兩者同等.
4. 約 13:34-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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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愛是门徒的標誌.

合組總結: 25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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