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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讲  神就是爱 

 

耶稣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自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在最后的晚餐中，是

他依偎在耶稣的怀里。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耶稣把母亲亲口托付给他的。而且他是 12

门徒中最后一个离世的，也是唯一的一位寿终正寝的。他又是圣经的封卷之作，启示录

的作者。 

这个约翰很重要的，在耶稣这里是很重要的。那么他，就是约翰，基于对耶稣的深

厚的理解，就喊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神就是爱。（约一 4：8）是在他晚年的时候

喊出来的。 

你们知道吗？这四个字，神就是爱，意义非凡，从来没有人这样以爱来定义神，定

义得这么大胆，这么干脆，空前绝后。如果约翰没说，如果圣经没说，我们胆敢说神就

是爱吗？你如果这么说了以后把你绞死。神是公义，你不能光说神就是爱！约翰可不管

你那一套，他什么都不说，只说一句话，神就是爱。 

同样，我们反过来讲，以神来定位这个爱，定位得如此之高，如此之尊贵，也是惊

天动地。定位，爱的位置有多高，神多高，它就多高。神就是爱嘛。 

那么反过来刚才我也讲了，用爱来定义神是非常大胆的，是非常大胆的。神是什么？

神就是爱。他绝不是说神有爱，神很爱，不是形容词，你们注意啊，是，神就是爱，划

等号了。 

你读托尔斯泰，俄国的作家，他的小说里边写得非常清楚，他说神就是爱。他跟爱

因斯坦也很像，哪里有神哪里就有爱。哪里没有爱一定没有神。来自老约翰的定义，神

就是爱。 

神在哪里爱就在哪里，在神里的就是在爱里。 

你要对不信的朋友们讲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阿们，非常阿们。因为这是良知告诉他

们，因为他们最饥渴的就是缺少爱。你告诉他，你饥渴着爱，就是你在饥渴着神。 

神就是爱这一声宣告，真的像一只爱手，将无神论的面纱掀去了。让神的笑脸向世

人展露出来，指给他们看。 

神在爱里边向你展开了笑脸。阳光是爱，空气是爱，大地是爱，飞鸟是爱，野花是

爱。神用这些爱向你展露笑脸。 

那么这一声宣告又像一只爱手将宗教的浓妆也卸下来了，露出信仰那个单纯可爱的

面容。信仰的单纯就在于就是以爱为核心的。 

 

 

第一节 神是我们的父亲 

 

我讲第一点，神是我们的父亲。因为在旧约圣经里边，耶和华的名字要避讳，写到

这个神字的时候，前面要空一个格，以表示敬畏。 

那个时候的人对神诚惶诚恐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竟然不敢听神的话。他们听

摩西的话，跟摩西喊，我们宁肯听你的话，不要听神的话。那个时候更没有人敢自称为

神的儿子，敢直呼神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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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脑里边，你们回去可以试试，在旧约里边你搜，天父、天上的父、父神等字

眼，我保证旧约一个也搜不出来。而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把这个父字说得习惯得比自己

的亲爸爸还亲。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 8：15） 

这个巨大的转变是什么呢？就是宗教向信仰的一个转变，是律法向恩典的一个转变

的重要的标志。这个转变是耶稣带来的，就是上帝藉着耶稣向世人显明，他是我们为父

的本像。 

耶稣说了很多这样的话，耶稣说：上帝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说得非常明确。

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太 6：8） 

还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太 6：9） 

他也讲，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太 6：14） 

他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太 6：4） 

还有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

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太 6：1） 

讲了多少父啊。耶稣是按照我们做儿女的本来面目，对我们说话，他说的是真话，

是真相。 

耶稣告诉我们，上帝不是一个无情的审判官，他是我们的父亲。 

耶稣告诉我们，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他是我们的父亲。 

上帝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老师、教诲师，他是我们的父亲。 

你要注意到，父亲这个名称，这个含义是多深啊，味道多浓啊。当然有的人从小受

父亲的打骂，可能对父亲印象不好。我父亲对我也很严厉，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

他爱我。那个爱，是外边的人、外人没法比的。 

不仅如此，耶稣还把这位天上的父亲跟我们地上的父亲做了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什

么呢？是天父比地上的父亲更好。耶稣怎么说的？ 

耶稣第一说，天父会将更好的东西给我们。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

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

父，岂不更把好东西（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太 7:9-11) 

第二，天父不会叫我们缺乏。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

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太 6：26-

32）所以天父不会让我们缺乏，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天父永远不会丢弃我们。 

他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

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

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太 18：

12-14） 

天父的心肠，耶稣用这个迷羊的比喻讲得多透彻，多清楚明白。 

第四，天父对我们了如指掌，爱我们体贴入微。 

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太 10：29-30） 

你看，不仅是了如指掌，而且是体察入微啊。你别以为天父不知道，天父什么都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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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父随时向我们敞开怀抱。这就是浪子回家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即使你

悖逆他，你离家出走，糟蹋他的资产，败坏他的名声，即使世界上的人都鄙视你，亲兄

弟也嫌弃你，但是你的这位父亲依然深情爱着你，日夜守望，你一回家他就远远地迎上

去拥抱你，亲吻你，恢复你的尊荣，这早就超过了地上的父亲了。地上的父亲，如果一

个浪子挥霍家财，败坏名声，一回家先揍一顿，要不然的话，家风到哪去说。但是天上

的父不这样，天上的父什么都不顾啊，上去就亲吻。 

耶稣爱的心肠，通过他的言行，通过他用的一些比喻，一些寓言故事，表达得这么

清楚，这么清楚，让每个人都为之感动。 

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历史上感动这么多人？基督教的影响，我下面会谈到，基督教的

影响全靠耶稣了。没有耶稣，基督教什么影响都没有。没有耶稣就没有基督教，这很简

单，只有犹太教。犹太教几千年就在一个小圈子里头封闭着，这耶稣一来，马上圣经传

遍全世界，马上耶和华神的名被高举，在全世界高举。所以这是因为耶稣的爱会飞。 

 

 

第二节  神不能不爱我们 

 

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不能不爱我们。 

我们常常以为，爱和恨一样，是一种情感的取向，是一种意志的选择，错了。对人

来说的确是如此，你爱不爱一个人，你可以选择的，是吧。而且根据你的情感，你来做

决定。但是我要告诉你，神不是这样，神什么样？神是不能不爱我们。 

如果是他的选择，如果他随着他的意思，想爱我们就爱我们，不想爱我们就不爱我

们，那他就是可变的，他就是可变的，他就可以选择不爱我们。但是，我们根据约翰的

定义，神就是爱。你们知道这个定义意味着什么吗？他不能不爱我们，他不能不是爱。 

很简单的逻辑嘛，神就是爱，他就不能不是爱。就像他既然是神，他就不能不是神

一样，对不对？ 

所以在爱我们这件事上，上帝别无选择。你有这个信心吗？一个基督徒如果有这个

信心，你才真的得救了。他别无选择，他不能不爱我，全世界都不爱我了，我亲爹亲娘

都不爱我了，上帝不能不爱我。就是这道理。 

我们都知道母爱就是这样，母亲不能不爱自己的孩子。母爱不是母亲的选择，你们

知道这一点吗？不是母亲选择了爱自己的孩子，她天性就是如此，不然她就不是母亲。 

是谁断案，是所罗门断案哪，是吧？亲母亲就是不一样。即使在那种法庭里，她也

不能掩藏她对孩子的爱，她一点都没法掩藏。 

当我们说神不能不爱我们，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他若不爱我们，他就不

是神。另一方面是说：他若不爱我们，我们就活不了。 

他如果不爱我们，他就不是神。所以你们知道宗教里头，哪里没有爱了，哪里神就

缺席了。那就是被人的道理，人的血气，被人的一些理论的构架所代替了。 

从另一方面说呢，我们离了神的爱就活不了。看大自然就很清楚了，阳光、空气、

雨水、大地，这都是神的爱。而且这个爱的意思就是说，给好人也给歹人，给义人也给

不义的人，是这样一种爱。如果上帝的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植物，所有的这些供应只供应

好人，不供应坏人，那结果是什么？你不能说结果是坏人都死光，NO，全人类都死光，

因为没一个好人。所以这种爱是我们活着的保障。 

神就是爱，神不能不是爱，神不能不爱我们，这个真理多么宝贵，多么真实，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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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鼓舞人心。认识到这一个真理，并且活在这里头是有福的，是单纯的，是平安喜乐。 

这是我讲的第二层意思，是神不能不爱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一点。不管你主观感觉

多么痛苦，不管你觉得好像神把你遗弃了，我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是没有，神不可能遗弃

你。 

旧约都讲了，焉有母亲不爱惜吃奶的孩子，是不是？即使有这样的母亲，神也不会

这样，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节  神的公义也是爱 

 

第三点，神的公义也是爱。 

这是我要讲的重点。有些基督徒习惯说神是爱也是公义，似乎只有这样说才稳妥，

是吧。但是，使徒约翰，他只说神就是爱。那么神的公义往哪里摆呢？公义跟爱是什么

关系呢？我列了几条出来。 

第一条，公义是爱的一种反映。 

就是它属于爱这个大的范围之内的。神就是爱，当神的爱被拒绝的时候，这个爱就

显为公义。 

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光。光就是光，它纯粹就是光，没有黑暗，对不对？但是，当

它遇到阻挡的时候，就产生了投影，就产生了暗。我们就会说，光不再纯粹是光了，它

是跟暗影共存的，是不是这意思？但是光本身永远是光，是因着人的罪，才产生了公义

的要求。如果人没有罪，那神本身就是爱，纯粹的爱。有了罪，会产生公义的投影。 

还有我再举个例子，可能更清楚一点。好像父母爱孩子，这爱是纯粹的爱，但是一

旦遇到孩子悖逆，不理解不接受父母的爱，父母怎么办？管教孩子。管教的时候，父母

的爱有没有改变？你们说有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改变。她的爱心反而比没有管教的时候

更迫切。那个时候的爱不再是以呵护的方式，而是以管教的方式表达出来。 

圣经上也说了：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你看，神恨恶罪，管教罪人，这是公义，

但是更是爱。 

这个公义不是跟爱相抵触的，相反对的，而是爱的一种方式。 

有时候管教在肉身，爱护在心灵。 

有时候管教在当下，爱护是永恒的。虽有怒气却转瞬之间，是不是？他的恩典是一

生之久。 

有时候管教在这一个点上，但是爱护是在全人。他管叫你某一点，爱的是全人。他

剜掉你一只眼你们知道为了什么？为了你全人进天国。一会儿我会讲，这一点我们很多

基督徒不懂这个道理。切除肿瘤一样，切肿瘤对肿瘤来说太残酷了，这是公义啊，容不

得你。但是它哪里知道，这是大爱的一部分，大爱的一部分。 

所以说耶稣说，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

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可 9：45-46） 

是吧?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

眼被丢在地狱里。（可 9：47） 

很多的人从这段话里边，只看见神的砍腿、剜眼的公义，却看不见神让瘸腿进永生，

让独眼进天国的爱。我砍你剜你，是为了让你进天国。公义是为了爱，是以爱为目的的。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受神的管教的时候，不要以为被遗弃，不是被遗弃,是被爱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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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要紧的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失去信心，就是不会失去神爱我，神不能不爱我

这个信心，永远不动摇。 

接下来我会讲到大卫的，大卫就是这么一个榜样。大卫之所以得胜得胜再得胜，就

是因为这一点。这一点就让他立于不败之地。什么时候他都是相信神爱他。 

第二点，公义是罪人的一种感受。 

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代代在律法下挣扎的罪人们来说，他们眼中的神主要是一位公

义的神。因为你一直在律法下挣扎，在罪中挣扎，可不是你担心的就是神的审判，神的

刑罚，就是神的公义嘛！都是担心这些东西，因为你活在律法下。但是人所看见的公义，

在神那里仍是慈爱！ 

光仍然是光，只是人自己站在阴影中，满目全是阴影。 

母亲的爱依然是爱，但是孩子在被母亲管教的时候，他会觉得母亲很无情。没有一

个孩子聪明到这个程度，母亲打他一下，母亲哪你真爱我呀！我知道你打我是爱我。把

母亲吓一跳，母亲说打你白打了。所以当神履行公义的时候，会让罪人感到痛苦的，这

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好多基督徒在痛苦的时候祷告说，主啊，给我挪去痛苦！我告诉你挪不去的。

挪去痛苦就没有疗效。连耶稣痛苦的时候，都是痛苦得汗珠像大血点一样掉下来。神不

是挪去我们的苦难，是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战胜苦难。这个很要紧。我们祷告

的时候千万不要祷告，挪去吧挪去吧，一旦神不挪去，你就以为神不爱你了。这个最可

怕，你一感到神不爱你了，你的信心就动摇了，你的信心一动摇，魔鬼就冷笑。我们站

立在神面前，完全是靠着信心，魔鬼攻击的全是信心。 

如果神不是以爱为本，如果他是以公义为本，我们想想，结局是什么？人类早就灭

亡不知多少次了，你们知道。因为人类一再地悖逆神，一再地在罪恶里挣扎，神怜悯我

们。起码如果不是因着爱，大洪水之后绝不会出现彩虹，灭了就灭了。上帝留了个彩虹。

耶稣也不会在摩西颁布律法一千年以后，还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命，这全是因为爱。凭

着公义我们都该死。但是因着爱，他让我们有活的机会。 

第三，这是公义跟爱的关系，公义是爱的仆人。 

公义就是服务于爱的。请想一想，当犯奸淫的女人被法利赛人抓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如果神就是公义，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审判、定罪、处死，是这样吧。但感谢神，

他就是爱，所以耶稣不是以公义的名来定罪，反倒是以公义的名，干什么呢？驱散了那

些要定罪那人的人群。 

耶稣用什么驱散他们的？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可以扔第一块石头，是吧？ 

耶稣不是用公义来定这个妇人的罪，而是用公义驱散那些要定她罪的人，把他们赶

走。真深刻啊！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那些

人从老到少一个个出去了。（约 8：7,9） 

然后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 8：11） 

在这里，耶稣很从容地向人类亮出了底牌。什么底牌？神就是爱。 

公义是爱的仆人，是爱的手臂。耶稣用公义驱散了那些要定罪的人。你要按照公义，

这个女人死定了。一条人命没了，但是神就是爱，让她活过来。神就是爱，让她活过来，

而且活下来之后，她的生命彻底改变了。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每一个公义背后都是爱。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被赶出伊甸园，不能吃



 

耶稣颂 120讲  大爱篇 

～～～～～～～～～～ 

6 
 

生命树的果子，免得他们吃了就不死，就是让他们死，这件事是公义，是不是？这是人

类第一个公义的事件，最残酷的一个公义事件，因为你犯了罪，因为你悖逆了我，所以

我让你死，这是多么大的公义，多么无情的公义。 

但是你知道这个公义也是一个爱。如果你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犯了罪，

而又永远不死，那结果是什么？完全是地狱。所以神让我们死，也是一种爱。 

这么说吧，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神所做的事，他对人类所做的事，大大小小没有

一件不是出于爱。 

你知道死亡这件事情本身，包含着很深的含义，因为神有永恒。如果没有永恒，过

了这个村没这个店，那死亡就非常残酷，但是神知道我掌握永恒，我让你今生早死晚死

惨死或者是乐死，不管怎么死，你死了之后我有安排，这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们想起约伯记里头，约伯的孩子们都死光了，又生了同样多的孩子，他的财

富加倍了，但是他的孩子没加倍。有人说这不公平，为什么财富加倍了，孩子不加倍？

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孩子也加倍了，因为先死的那些孩子并没有死，在天国呢。 

上帝你看，上帝全部安排好了，全部安排好了之后，我们着啥急？也就是说，让人

类死这件事儿，不是结局，不是结局。所以说不要觉得它只是一个公义事件，它背后也

是一个慈爱的事件，而且在一个大的慈爱的框架内，来做了这件事情。 

犹太人常常被神管教，被外邦人击打，流离失所，没有家园，是吧？我们说这是公

义。神是公义的，因为以色列人老悖逆神，是不是？先知也骂他们，悖逆神。但是我告

诉你，这件事不能用神是公义的来解释，只能用神是爱来解释。神爱犹太人胜过爱全人

类其他所有的人。神是用管教来爱他们，不叫他们迷失，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不在严厉的管教中，让以色列人意识

到，他们是何等可怜无助，把他们的自以为义给彻底打垮，他们怎么可能生出自己的绝

望？怎么可能对弥赛亚抱着盼望？ 

你们知道这个很要紧哪，就是为了让他们仰望恩典，仰望耶稣的救恩，仰望弥赛亚。

所有的先知在宣告弥赛亚来临的时候，都是恩典宣告。 

耶稣的福音怎么能够从犹太人孕育而出，传遍全地呢？就是靠着这种管教所产生的

绝望，绝望中所产生的盼望，通过先知对弥赛亚的盼望。而且神对犹太人的爱意还不止

这些，就像圣经里面说的，神以艰难给他们当饼，以困苦给他们当水。（赛 30：20）要

将他们喂养成世界上出类拔萃的，就像鹤立鸡群一般的一个民族，向天地显明，他们不

愧为上帝的选民。 

上帝说以色列，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民 23：9）他跟我们人类其他的

民族不一样。 

犹太人的能力、智慧，他的成就跟其他民族比，不是一个水平线上，他是第一不错，

但是第二比他差一大截，如果他是一百分，第二名三分。这个我不用多举例子了，他一

千多万人，他得诺贝尔奖的有一百个人了。我们所能数算出来的最伟大的人物几乎都是

犹太人。这不是爱是什么？这个爱是怎么来的，管教来的，严厉来的，公义来的。由公

义而来的爱何等伟大。谁说公义只是公义，每一个公义背后都是爱！ 

上帝从来不让公义停留在公义。就像父母打孩子，纯粹不是为了打孩子而取乐，一

定是有他爱的目的，在里头。而且他管教谁多谁就有福了。耶稣说，凡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修剪干净。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在爱里拥抱公义。 

有人说，希特勒的灭亡难道不是上帝的公义惩罚吗？难道也有爱意在其中吗？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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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仔细想想，有爱意啊。是基于上帝对全人类的爱护，是不是？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要

惩罚希特勒，为什么要让他灭亡，为什么对他行公义。对希特勒行公义是对全人类的爱

的一部分，挖肿瘤一样。对肿瘤的无情，是为了对你全人的一个爱护，一个医治。只有

基于上帝对全人类的爱护，才能解释这一惩罚的必要性，而且才能确认这一惩罚的公义

性。所以每一个伟大的公义都被一个比他更大的爱拥抱着，或者是孕育着一个更大的爱，

在后头。 

又有人问，那末日呢？那末日审判不纯粹是一场公义的审判吗？末日审判有什么爱

在其中？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我们，基督徒可能也不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你仔细看看末

日审判的那些教导，那些圣经，神依然是爱。 

即使在审判的时候，他依然是爱。凭什么这么说？ 

第一，老约翰说得好：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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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 4：16-17） 

你们注意，审判的时候千万不要脱离神的爱，脱离神的爱你死定了！你如果不是凭

着神的爱站立在神面前，你如果是凭着你自己的行为站在神面前，那就惨死了。 

为什么说审判也是爱呢？一方面，耶稣讲末日审判，到底审判什么？最终进天国得

永生的是哪些人？他怎么说的？ 

他说：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

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太 25：35-36） 

门徒说，主我们哪里对你做过这些事呢？ 

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

25：40） 

这是何等感人的一种审判，这是何等感人的审判！这种审判正是以爱为动机的，以

爱为事实的，以爱为准绳的。 

我们知道，所有的公义审判的事件，都是出于神的爱，神从来不在爱之外行事的。

神行的所有的事都是在爱之内。但是在人看来，在我们人间的眼光看来，有可能这件事

是爱，这件事是公义，其实在神那里都是爱，全是爱。 

当然，神的公义有时候是针对撒旦的，这一点我专门提出来讲。神的有时候有些公

义不是对人的，是对撒旦的。但是你要想一想，上帝越是对撒但无情，对撒旦公义，他

对人的爱就越是深情。因为他是为了保护人免受撒旦的攻击、迷惑、控告。 

这就好像一个背着孩子驱赶狼群的一个父亲，他驱赶狼群的狠劲，跟他对孩子的爱

意是成正比的。他越爱自己背上的孩子，他跟狼奋斗的打狼的时候就越有力量，越勇敢。

上帝也是这样，他越爱我们对撒旦越狠。 

总之一句话，神是我们的爱。有人说十字架是公义，但是你要知道十字架更是爱。

十字架是在爱中成全了公义。本来公义说实话是惩罚罪人，是不是？但是耶稣没有犯过

罪，按道理说你惩罚耶稣是不公义的，你不应该惩罚耶稣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凭什么

他担当我们的罪？凭什么无罪的成了有罪的，有罪的反而成了无罪的。是不是上帝颠倒

黑白，混淆是非吗？这叫什么公义？ 

且慢，你琢磨琢磨，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爱，他替你承担了公义的惩罚。所以说十

字架最重要的是爱，是在爱中成全了公义。 

那么圣经最后总结的是这样总结，就是约翰一书里边，罗马书里边说：神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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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 4：17-1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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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保罗，包括约翰，这些使徒们，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教会啊，要记住这一点。

神就是爱，不要失去这个信心，不要把信心建立在律法上，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上，建立

在自己的意志力，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上。一代又一代的先知告诉我们，那是靠不住的。

我们自己也告诉我们，靠不住的。但是活在神的爱里，神是靠得住的。在他的爱里我们

活出爱来。你吃的是神的爱，你活出来就是神的爱。  

 

祷告 

天父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不仅仅是在圣经里，你不仅仅是在理论上，不仅仅是

在言语中，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 

你在四周围环绕着我们，这外边的阳光，这外边的植物，这外面的空气，蓝天，都

是你的爱。我们活着是你的爱让我们活着，我们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在你的爱的怀

抱当中，你有统筹的安排，你的大爱包含了一切的一切。 

主啊，在你之外没有爱，在你之内全是爱，哈利路亚！ 

感谢你，把我们召集到这里来！让我们藉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显明出来的你的爱

的本相，我们一点点吃，一点一点喝，我们来吸收，让我们来领受，让我们能有爱的样

子。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爱我们，恩待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005讨论题 

a. 你怎么理解神对我们别无选择的爱？ 

b. 你如何理解公义和爱的关系？ 

c. 谈谈你对公义的真实感受？ 

d. 试想如果神的爱不含公义，世界将会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