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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實相愛 — 

彼前四7-8 

  

林國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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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正道福神學院近況 



3 

正道近況 
• 抓緊「靈命、學術、事奉、生活」
四大重點來培育學生 

• 提昇教授研究、出版 

• 網路學生、（同步）教學 

• 跨文化研究（宣教）系 

• 宣教課程—把握時機 （8次, 175人） 

• 婚前導引—輔開思（FOCCUS） 

• 扶持亞洲中文神學教育         

• 30週年慶（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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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
自守、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
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彼前四7-8)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
過錯。(箴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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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〆萬物的結局近了 

 

 

John Martin (1789–1854) The Great Day of His Wrath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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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2012”世界末日（瑪雅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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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撞地球 !？ 霍金：2032

年世界末日 

 • 2017年05月28日 中時電子報郭匡超 

• 着名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

对人类未来越来越悲观，他曾警告，人
类可能在1000年的时间才会面临灭绝；
不久后，改口称100年内灭绝，唯一的出
路是殖民另一个星球；霍金25日再发警
告：2032年世界末日。 

 

http://www.chinatimes.com/cn/reporter/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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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技讯》报导，霍金警告称「2032年

世界末日」，因为乌克兰天文学家观测到
一颗危险小行星，正以一定的速度向地球
靠拢，该小行星代号「2013TV135」，而

它对地球造成的危险指数已经达到一级。
科学家通过对它的分析计算，最终得出如
果该小行星一直沿着这个轨道行进，那么

就会在2032年8月26日那天和地球来

个亲密接触，即使相撞的机会仅为63000分
之一，科学家仍然忧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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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不遠矣？霍金預言：
人類不到500年能逃離地球 

 
• 中央社 倫敦20日綜合外電報導  

• 2017年06月21日  
 



10 霍金也在論文中給出「一旦恆星耗盡能量，我們的宇宙將會終結」的世界末日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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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Study Concludes When Civilization 

Will End, And It‘s Not Looking Good for Us 

美國太空總署研究：世界末日不遠 

• http://mic.com/articles/85541/nasa-study-concludes-when-civilization-will-end-and-

it-s-not-looking-good-for-us     Tom MaKay 3/1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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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paper, ‘Human and Nature 

Dynamics (HANDY): Modeling Inequality 

and Use of Resources in the Collapse or 

Sustainability of Societies’ 自然與人為因
素！ 

• b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researchers Safa 

Motesharrei and Eugenia Kalnay, an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s Jorge Rivas  

• an independent study by the university 

researchers utilizing research 

tools developed for a separate NASA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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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因素影響世界末日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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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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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的受死、復活與再來 

•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着望天呢？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
樣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樣來臨。」（徒
1:11） 

• 証明這事的（主耶穌）說，「是的，我必
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COME！（啟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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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的審判 

〄…必在那將面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
帳(彼四5)  

〄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 (彼4:7a) 

儆醒禱告(4:7b) 

彼此相愛(4:8) 

------------------------------ 

甘心待客(4:9) 

善用恩賜(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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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謹慎自守(be clear minded 
and self-controlled) 
 

1. 誰該如此〇 

     「你們」〆…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
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
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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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麼意思〇 

〄「要謹慎(clear-minded)」: 要頭腦清楚
，以神為中心，用永恆的眼光來衡量世
事，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聖經真理〈(創造、墮落、救贖、復
活、再來、審判、新天地、一同治理） 

〄「自守(self-controlled)」，要用嚴肅的
態度行事為人，不可放縱私慾。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祂道的人，便為有
福〈（詩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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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如何〇 

    警醒禱告〆以便禱告 (呂振中）々so 
that you can pray (NIV)々for the 
purpose of prayer (N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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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要緊的→要彼此切實相愛 
 ★「最要緊的」〆最重要的， above all, 
most of all! 

★「切實」相愛(深深地 deeply, 不止息地 
unfailingly, 熱切地 fervently, 堅決地 
earnestly) 

 馬拉松賽跑／百米賽跑 

 切實相愛的例子〆愛情如死之堅強，如
陰間之牢固，所發電光是火焰的光，是
極其猛烈的火焰。（歌八6） 

 



21 

「彼此」相愛 

夫妻 — the intimate enemy   
相敬如賓／冰／兵 

親子 — 我的父親既是天使，又
是魔鬼。他給得很多，要求得更
多，多到我受不了。 

姻親 — in-law or out-law 惡棍 

弟兄姊妹 — 同工／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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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相愛的典範   約13:1-5 
• 1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

的時候到了。他一向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2 晚餐的時候，魔鬼
已把出賣耶穌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門的
兒子猶大心裡。 3 耶穌知道父已把萬有

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
，又要回到神那裡去，4 就離席站起來
，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5 隨後
把水倒在盆裡，開始洗門徒的腳，並用
束腰的手巾擦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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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情境（context） 

• 門徒們還陶醉在耶穌騎驢進耶路撒
冷、群眾夾道歡迎、外邦人來求見
主耶穌、爭執門徒中誰為大的情境
裡。 

• 那卻是耶穌面對一生中最黑暗、最
孤單、壓力最大、最痛苦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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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被門徒瞭解、陪伴 

† 被門徒否認、出賣 

† 被釘十字架 

† 被門徒拋棄 

† 擔當世人的罪 

† 被父神離棄 

是一般人最容易自我中心、自憐、
憤怒、苦毒，最無法愛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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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腳 — 低賤的工作 — 奴隷 

• 妻子為丈夫洗 

• 子女為父母洗 

• 僕人為主人洗 

• 猶太奴隸可免 

 

 

 

• 少同儕互洗 

• 脫下衣服以手巾束腰
：一個奴隸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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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 

自我認識(self-knowledge) 

與 

自我認同(self-identity) 

  

 
 

促使主耶穌能在最黑暗時刻的前夕， 
     極其鎮靜而從容地流露出 
          非常卑微但卻全然無私且利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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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知道… （1） 
• 1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
了。…3 耶穌知道父已把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
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回到神那裡去， 

• 知道（Knowing）--完全的意識、全然清楚。
Second perfect active participle, emphasizing the full 

consciousness of Christ.  

• 從那裡來—從父神那裡出來 

• 往那裡去— 回到父神那裡去 

• 何時去—時候到了 

• 到誰那裡—到父神那裡 

三一真神中的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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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知道…（2） 

• V.3 父已把萬有交在他手裡 —把所
有的權柄都給了祂！（had given all 

things into his hands; had put all 

things under his power, Had given him 

complete power. 

 主耶穌有絕對的權柄審判和救贖我們，
撒但和陰間的勢力終究不能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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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腳是主耶穌愛門徒的 

一個具體表徵 

• 1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

的時候到了。他一向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完全地／到
極至、永遠地）. （NET: to 

the very end;  

• 4就離席站起來，…5…洗門徒
的腳，…。 （因為沒人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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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加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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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加2:20） 

• 我活著就是基督 (腓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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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加2:20） 

• 我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你們因信基
督耶穌，都是上帝的兒子！加3：26） 

→  我可以像主耶穌一般愛______到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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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a. 罪的意義 

    不該做的做了—違背律法的就是罪(約壹
3:4) 

    該做的沒有做 —人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
，這就是罪(各4:17) 

→聖人都有三分罪〆人自以為的義，在聖
潔神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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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罪的結果〆發現自己的赤裸而覺得羞恥
（創三7） 

 



35 

  
 

 

 

 

 

 

 

 

 

犯罪的結果〆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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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 Pisto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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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c. 罪的遮蓋〆饒恕（利16:15-19、詩32:1
、詩85:2） 

〄利16:15-19 大祭司在贖罪日進至聖所的
時候，要在施恩座上彈公山羊的血，在
祭壇上塗抹公牛和公山羊的血，以遮蓋
以色列人諸般的污穢、過犯、罪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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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赦免其罪，遮蓋其過的，這人是有福
的。(詩32:1)  

〄你赦免了你的百姓的罪孽，遮蓋了他們
一切的過錯。(詩85:2)  

     愛能遮掩許多罪的「遮掩」與「赦
免」、「塗掉」、「除去」、「洗淨」
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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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切實相愛 

• 14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老師，尚且洗你
們的腳，你們也應當彼此洗腳。（約
13:14）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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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愛。（約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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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癌症女兒的父親 

〄一個八、九歲就吃安眠藥々十
來歲就割自己手腕々一走到高處
，就有衝動，想往下跳的女孩。 

〄一個被父母詛咒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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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愛，如同基督愛我們→給婚姻
、家庭、同工、親密人際關係最大
、最多、最好的機會 

★選擇〆彼得、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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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 無情荒地有情天 
He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
都為這事作見證。（徒2:32） 

★証明這事的（主耶穌）說，「是的
，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
我願祢來 COME！（啟22:20）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
自守、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
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彼前四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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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合一比「神學上正確」
更重要？！ 

• Andy Stanley: Church Un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Theologically 

Correct' 

• Christian Post  

•  Apr 27,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