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信 稱 義

-- 愛 篇



愛與 因信稱義 的關係

因信稱義 的信，是根源於神的愛，也是人生命中

愛的源頭；

因信稱義 的義，是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滿足；而愛
是律法的充滿添足。

因信稱義 的稱義，是神在愛中恩典的行動。

因信稱義 的結果，是成聖，使人得與神的性情有

份；而神在至聖所彰顯的極致就是愛---自隱，犧
牲，赦免--- 一個與人迥然有別的性情。



什麽是 愛 ？

什麽是神的 愛 ？

神爲什麽要人愛祂？

神爲什麽要人彼此相愛？



愛是 ….                -- 性質 --

詩52:1 …神的慈愛是常存的。

詩86:13 因為你向我發的慈愛是大的；你救了我
的靈魂，免入極深的陰間。

羅 8:39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弗 3:17~19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
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
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
充滿了你們。



愛是 ….                -- 本質 --

羅13:10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林前13:4~8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
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提前1:5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
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約壹4:7 …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
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人天然本性中的愛，

是否是就是 神的 愛 ？



人天然本性中的愛

君臣之愛

父子之愛

夫婦之愛

兄弟之愛

朋友之愛



聖經中，神的確以人天然本性中人倫的關係，

來闡述祂與人的關係，並以人天然本性中的愛，
來闡述祂對人的愛。

君臣：表達生命權柄 的關係

父子：表達生命承襲 的關係

夫婦：表達生命合一 的關係

兄弟：表達生命同源 的關係

朋友：表達生命互動 的關係



人天然本性中的愛，的確與神的愛
在性質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但，人天然本性中的愛與神的愛，
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

提前 1:5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
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約壹 4:7 …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
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人本性中最大的愛

約 15: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
個大的。

到於(她)更大的 從屬(她)那同一者 到於(她)愛 (他)然而也
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為要 (他)任何什麼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魂意念 從屬(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
時(也是)應該置放擺設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他
們)那些 從屬(他們)朋友 從屬(他)同一者。



人本性中沒有的愛

太 5:44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太 5:45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
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
人，也給不義的人。



神本性的愛

羅 5:7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羅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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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5:9 現在我們既靠著(en)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dia)

他免去神的忿怒。

羅 5: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dia)神兒子的死，
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en)他的生得救了。

羅 5:11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dia)我主耶穌基督，得與
神和好，也就藉著(dia)他，以神為樂。



愛是神的性情，也是神工作的法則。

但要避免以人天然本性裏對愛的經歷和理解，去
解釋神的作爲，或去闡釋神的性情。

約 2:13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約 2:14 看見殿裡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
坐在那裡；

約 2:15 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
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

約 2:16 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
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

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愛是神的性情，也是神工作的法則。

但要避免以人天然本性裏對愛的經歷和理解，去
解釋神的作爲，或去闡釋神的性情。

路 23:33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
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

路 23:34 當下耶穌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

(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他/她/它當時持續道說， 阿,(他)父
親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同一者； 不
是/不 因為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到於(它)任何什麼
呢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徹
底地分開了的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衣服 從屬
(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投擲 到於(他們)骰子籤份。



愛是神的性情，也是神工作的法則。

也要避免以人的傳統對神的定規和看法，去解釋
神的作爲，或去闡釋神的性情。

路 13:11~16 有一個女人，被鬼附著病了十八年；腰彎
得一點直不起來。耶穌看見，便叫過他來，對他說：女
人，你脫離這病了。於是用兩隻手按著他；他立刻直起
腰來，就歸榮耀與神。管會堂的，因為耶穌在安息日治
病，就氣忿忿的對眾人說：有六日應當作工；那六日之
內，可以來求醫，在安息日卻不可。主說：假冒為善的
人哪，難道你們各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驢，牽去
飲麼。況且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
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他的綁麼。



愛是神的性情，也是神工作的法則。

也要避免以人的傳統對神的定規和看法，去解釋
神的作爲，或去闡釋神的性情。

可 2:27~28 又對他們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
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人的約，也是永遠的證據，
使他們知道神是叫他們成為聖的。守安息日，
是要以色列人記得他們曾在埃及為奴，勞苦不

得安息；而今在神的憐憫中得享安息的同時，
也當在憐憫中，將安息帶給周圍的人---愛你的
鄰舍如同自己。



什麽是 愛 ？
中文代表字：

為摯愛(為愛=愛)

Strong’s # 0026
agape (ag-ah'-pay); from NT:25; love, i.e. affection 

or benevolence; ……

Strong’s # 0025
agapao (ag-ap-ah'-o); perhaps from agan (much) [or compare 

OT:5689]; to love (in a social or moral sense):

Agapao的愛，是帶有社會與道德的意識。



愛
中文代表字：

為摯愛(為愛=愛)

是由動詞<愛>衍生而來
摯愛(愛)

就字義的角度簡單地說，愛是一個表達動作的名詞；
名詞的愛是一個動詞“ 摯愛(愛) ”的動作，名詞的愛
是透過動詞的愛來發表。正如 Vine's 字義的解釋：

Love can be known only from the actions it prompts.

愛，只有從它所產生的行動才能被知道。



神就是光；神就是愛

正如同光是一種持續的發表與彰顯，愛也是在持

續的行動中訴説自己；

正如同光是一種發表與彰顯，使人得以因看見而

認識，愛在行動中的發表與彰顯，使人得以因經

歷而認識—認識神，認識基督，認識自己。



主的命令 -- 彼此相愛

約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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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 15: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
是我的命令。

羅 13: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
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約壹 3:23 神的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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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裏面生命的律

太 6: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
尊你的名為聖。

太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 6: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太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太 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
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有古卷無因為至阿們等字〕

太 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
過犯。



愛裏面生命的律

太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太 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
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有古卷無因為至阿們等字〕

太 6:14 <因為>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
們的過犯。 <和合本省略>

太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
的過犯。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
那些 到於(它們)所積負之債務 從屬我們， 正如地 並且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
(他們)積欠負債者 從屬我們。



愛裏面生命的律

不同的生命階段，對神話語的領受，會有不同的體驗。

太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
犯。



生命 不同的體驗 1

太 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
犯。

這是一個命令；也是一個條件 ----

我們饒恕人的過犯，是天父也饒恕我們過犯的
條件；

我們若不饒恕人的過犯，天父也必不饒恕我們
的過犯。



生命 不同的體驗 2

太 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
犯。

生命裏的自覺 ----

我們若不饒恕人的過犯，又怎麽好意思求天父
饒恕我們的過犯呢？！



生命 不同的體驗 3

太 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
犯。

生命裏的經歷 ----

不饒恕他人的過犯，就是得罪神，使人的心靈
受壓受綁；

而饒恕他人的過犯，使人的心靈得釋放，得平
安，經歷神饒恕人的喜樂。



生命 不同的體驗 4

太 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
犯。

生命裏的認識 ----

因著天父的慈愛與恩典，藉著主耶穌基督的寳
血，祂已經饒恕了我們的過犯，我們怎能不饒
恕他人的過犯呢？！

況且，彼此相愛是主的命令，也是我們對祂的
愛的回應。



生命 不同的體驗 5

太 6:1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
犯。

生命裏的洞察----

天父要求人愛祂，

天父要求人以愛祂的心，彼此相愛，

天父要求人彼此饒恕，彼此憐恤……

…… 這裡有神生命的律運作在其中。



以賽亞書 58:2~5    愛裏面生命的律

賽 58:2 他們天天尋求我，樂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義的國民，
不離棄他們神的典章，向我求問公義的判語，喜悅親近神。

賽 58:3 他們說：我們禁食，你為何不看見呢；我們刻苦己心，
你為何不理會呢；看哪，你們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
人為你們作苦工。

賽 58:4 你們禁食，卻互相爭競，以兇惡的拳頭打人；你們今
日禁食，不得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上。

賽 58:5 這樣禁食，豈是我所揀選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麼？豈
是叫人垂頭像葦子，用麻布和爐灰鋪在他以下麼？你這可稱
為禁食為耶和華所悅納的日子麼。

禁食與安息是以賽亞書58章的主題，是猶太節期中最大的贖
罪日的兩大要求。而贖罪日是神施行憐憫的高峰。



以賽亞書 58:6~8    愛裏面生命的律

賽 58:6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
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麼。

賽 58:7 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
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
而不掩藏麼。

賽 58:8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
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
必作你的後盾。

在施行慈愛與憐憫中，你的光就必發現，你的醫治
就要速速發明。

---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以賽亞書 58:9~10    愛裏面生命的律

賽 58:9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
這裡。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
的事；

賽 58:10 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
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

賽 58:11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
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賽 58:12 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
毀累代的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

箴 4:18 但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箴 12:28 在公義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並無死亡。



以賽亞書 58:9~10    愛裏面生命的律

彼前 4: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
許多的罪。

雅 2:13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在愛的施行中，有真正的醫治與成長；

在愛的施行中，有生命的權能，得以吞滅死亡，
向審判誇勝。



有愛 到 是愛

對基督徒而言，這恐怕是許多人的經歷…

人有愛，神是愛；

人有愛，但經常枯竭；神是愛，卻永不衰殘；

人有愛，如巨池儲水，但終免水盡池乾；神是愛，
如活水湧泉，湧流成活水江河，直流到海。

從有愛，到是愛，乃是基督徒一生之久的成長與
學習。



至聖所外，在金燈台的餘暉中，當幔子揭開
的刹那間，驚鴻一瞥……

• 愛是為了他人的好處而隱藏自己，隨後
在他人的好處中喜樂相逢。

神是光，卻是自己隱藏 ---

為著人的醫治而隱藏自己，隨後在人的痊
愈中與人喜樂相逢。

冥想後記



至聖所内，在基路伯翅膀的陰影下，當幔子
揭開的刹那間，驚鴻一瞥……

• 愛是為了成全他人而捨棄自己，隨後在
他人的成全中喜樂相逢。

基督是神的兒子，卻是與罪犯同列 ---

為著人的醫治而捨棄自己，隨後在人的痊
愈中與人喜樂相逢。



受造之物的切望

羅 8: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羅 8: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
那叫他如此的。

羅 8: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
由的榮耀。〔享原文作入〕

在對(她)那 因為 在對(她)空虛墮落 (她)那 (她)創造建立 他/她/它
那時(也是)被使服膺服從， 不是/不 (她)心甘情願的， 但乃是 <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了
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是這樣 並且 (她)同一者
(她)那 (她)創造建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成自由自主 從那裏
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奴役為奴 從屬(她)那 從屬(她)朽敗朽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自主自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當然的。

羅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
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我現在持續勸勉請求 這樣 到於你們 阿,(他們)弟兄 <徹
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有同情憐恤 從
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在旁邊 到
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身體 從屬你們 到於(她)犧牲祭
物 到於(她)現正持續活了的， 到於(她)聖的， 到於(她)
可喜悅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到於(她)那 到於(她)
合乎道理話語的 到於(她)事奉敬奉 從屬你們。



• 愛是為了他人的好處而隱藏自己，隨後
在他人的好處中喜樂相逢。

• 愛是為了成全他人而捨棄自己，隨後在
他人的成全中喜樂相逢。

或許這些我們都還做不到 !!!

但至少有一點我們應該做
到 ……



愛是不加害與人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



愛神 是關鍵

羅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
被召的人。



愛 是神行動的準則

林前 16:14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

……

林前16:22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愛 也當是我們行動的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