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会周讯 

THE CHURCH OF GOD IN KUCHING 

 

地址：古晋肯雅兰张君光路，洛一○八三三号      

             Lot 10833, Jalan Chong Kiun Kong, Kenyalang Park 93300,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电邮： churchinkuching@gmail.com              网址：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 

04/12/2022 

电话： 6082-482258/335484   

传真： 6082-335445  

633 

Serving Faithfully            Following Closely            Coordinating with the Same Heart             Foste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1 

 

 

 

召会 2022 年往前方向˙Directions of the Church in 2022 

 
信 息  2022年七月份半年度训练⸺『列王纪结晶读经』 

我们要成为有活力的；有活力就是活而

满了活动的，与我们活而行动的神是一。

借此我们就成为桥头堡，主作为荣耀的

王要借以回来据有全地作祂的国。除了

祷告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达到基督

身体的实际。以弗所书启示，凭着活在调

和的灵里，我们就能活在基督身体的实

际里。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圣经拔尖的

启示，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出来。

（一 17，22 ～ 23。）这实际首先乃是在

调和之灵里的生活；这灵是神的居所、

神的家、今日的伯特利、天的门和至圣

所。其次乃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

是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

记载的，借着信徒心思的更新，重复在祂 

许多肢体身上，作为得了成全之神人的

团体生活。（四 1 ～ 6，15 ～ 16，20 ～ 

24，加二 20，腓一 19 ～ 21 上，四 11 ～ 

13。）过程中我们需要被那美化、豫备新

妇的那灵所充满并调和，使我们能成为

基督圣别、美丽、彰显神的新妇。并且经

历击杀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使我们里

面与神敌对的一切都被杀死，而使我们

能在那灵的神圣生命里施行神的管治

权，管治撒但、罪和死，并使我们过健康 

的身体生活，就是健康的召会生活。 

 

 

 

 

锡安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就是那作神

在地上居所的殿建造的所在。耶路撒冷豫

表召会，锡安豫表召会中的得胜者。锡安

乃是耶路撒冷的高峰与美丽，豫表得胜者

是召会的高峰、中心、拔高、加强、丰富、 

美丽和实际。得胜者作为锡安，乃是基督

身体的实际，并且终极完成众地方召会中

身体的建造，带进永世里终极完成的圣城

新耶路撒冷，就是作神居所之终极的至圣 

所。召会生活乃是今日的耶路撒冷；在召

会生活里必须有一班得胜者作今日的锡

安。地方召会不是神的目标，乃是神达到

祂目标的手续；地方召会把我们引进基

督身体的实际。主恢复的最高峰，能完成

神经纶的，不是叫神以有形的作法产生许

多地方召会，乃是让神产生生机的身体作

祂的生机体。（林前十二 27，弗四 16。） 

 

主的恢复乃是要建造锡安，因为耶路撒

冷的特色、生命、祝福、建立，都是来自

于锡安。（王上八 1，诗五一 18，一○二 

21，一二八 5，一三五 21，赛四一 27，珥

三 17。）主所要的并主所要建造的，乃是

锡安，就是得胜者；这是神的圣言中属灵

启示的内在实际。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拚上

去，不惜代价地祷告，像使徒保罗那样付

代价。（西四 2，腓三 8 ～ 14。）其次，

第十篇 主的恢复—建造锡安 



上行之歌说到在圣民的经历和赞美

里，锡安和耶路撒冷的宝贵。诗篇一百三

十二篇题到七个与得胜者上锡安时有关

的宝贵项目；这些项目是召会生活的高

峰，描绘在锡安之得胜者的光景：与神

一同安息、与神同住、饱得食物、荣耀的

衣服、得胜的角、照亮的灯、发光的冠冕。

当锡安如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所描述的被

建造时，我们就有了聚集的地方，并且能

在一里和睦同居；这是何等的善，何等

的美！每当有一些得胜者，就必有神的 

祝福；神总是从锡安，从最高峰，从达到

了顶点、达到了得胜者地位的人，祝福祂

的子民。（一三四 3。）今天在召会时代，

得成全并成熟的神人乃是锡安，就是得

胜者，也就是召会中的活力排；但在新

天新地里，整个新耶路撒冷将成为锡安，

（启二一 16，）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

（7 节与注 1。） 

得胜者乃是那些『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

人。过程虽有剥夺与流泪，但结果乃是带

进对神殿之可爱和甜美的享受。我们流泪

时，就被那灵充满，那灵也就成为我们的

泉源和秋雨。想往锡安大道，表征我们想

要进入作为神殿的召会里，其中有两座

坛，表征成为肉体之三一神，就是基督作

神的具体化身，为着祂的扩增所完成的主

要工作。我们住在神家里所蒙的福，乃是

享受成为肉体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日

头供应我们生命，作盾牌保护我们脱离神

的仇敌，作恩典给我们享受，并作荣耀以

彰显神的威荣。锡安豫表召会中的得胜

者，是建造在豫表众地方召会之『圣山』

的最高峰，众召会的根基乃是基督；属天

的锡安，有荣耀的事是指着它说的，乃是

得胜者最终安息的地方。（启十四 1。）

锡安的门是为着进出，表征神的圣城满了

交通。基督这独一的一位，乃是众圣徒

（『这一个』和『那一个』）的总和，祂

是众圣徒，又在众圣徒里面。（西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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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罗 10:16-11:10 11:11-22 11:23-36 12:1-3 12:4-21 13:1-14 14:1-12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51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26~27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四十七篇（请参阅周讯第 7~9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列王纪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十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九册：第 10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十六

 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圣经的核仁”：第一篇（开始至亚伯拉罕，以撒和 

 雅各加上约瑟。） 

 

 
进 度 

【摘自：新北市召会 

周讯，第 57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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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造就成全聚会 

  日期： 05/12/2022      

  时间： 7:30PM      

  地点： B 二楼会厅 

  备注：请弟兄姊妹踊跃出席若无法出席请务必向黄夏俊弟兄请假。 

 
2. 2022 年小六训练饭食服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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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2/12 

（周一） 
13/12 

（周二） 
14/12 

（周三） 
15/12 

（周四） 
16/12 

（周五） 
17/12 

（周六） 

服事会所 一、九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八 五、七 六、十 

早餐 

(8:00AM) 
— 

炒面/粿条 
美禄 

包/面包类 
奶茶 

茄汁面/粿条 

美禄 

包/面包类 

奶茶 

炒面/粿条 

美禄 

午餐 

(12:00PM) 

奶油鸡 
番茄蛋 
树仔菜 

姜葱鸡 
乌龟豆 
茄子 

炸鸡 
椰菜花 
黄瓜 

酸甜鸡 

苦瓜 

大白菜 

咸菜猪肉 

黄瓜 

小白菜 

卤肉 

羊角豆 

甜菜心 

晚餐 

(6:00PM) 

姜丝猪肉 
南瓜 

甜包菜 

蒸肉碎 
甜菜心 
杂菜 

姜丝猪肉 
蓊菜 
羊角豆 

肉碎马铃薯 
芙蓉蛋 
杂菜 

紅糟鸡 
南瓜 

番茄蛋 

咖哩鸡 
树仔菜 
甜包菜 

用餐人数 95 95 95 95 95 95 

备注： 1. 请各会所自行交通并安排配搭人位前往会所服事（包括煮白饭，清洗大

 器皿和厨房的整洁）。 

 2.  各会所需自行购买当天的肉和菜类（除了早餐的饮料）。召会将会

  提供所需用的米和配料。 

 3.  每人每餐的预算为 — 早餐： RM3 ；午餐： RM5 ；晚餐： RM5。 

 4.  所有的菜肴和白饭需在每餐用餐前的 30 分钟预备好，并分配到各组的

  餐桌上。 

3. 2023 年马来西亚相调特会 
 日期： 22-24/01/2023 

 地点：梳邦再也之伊甸园 
 费用：入住者 - 单人房： RM800，双人房： RM500，四人以上套房： RM350 

  不入住 - 用餐者： RM180，不用餐者： RM100 

 报名截止： 05/12/2022（周一） 
 备注： 1.  所有的参加者必须在来到训练的前一天（21/01），进行 RTK-Ag 自检 
    并确保结果为阴性。 
   2. 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MBC”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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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所公共区域整洁轮值表： 
 
 
 
 
 
 
 
 
 
 
 
 
 
 
 

  备注：请各会所照着时段，划分范围安排圣徒前来，若有调整，务必通知 

       许信源弟兄。 
 

5. 第十二届中、壮年成全训练（第一学期）报名通启 

 

 

 

 

 

 

 
    

   训练地点：美里市召会会所 

   训练对象：年龄介于 36 岁至 78 岁的圣徒 

   报名截止： 26/12/2022（周一） 

   备注：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欲知详情请联络张佳健弟兄（017-7520671）。 

 

6.  石隆门和伦乐的召会已经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圣徒们可前去扶持与当地的圣徒 

   有更多的相调。石隆门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2:30PM-3:30PM，伦乐召会的擘饼 

   聚会时间是 10:00AM-12:00PM。 
 

7.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 
 

8.  整洁服事 
 
 

 

 
 

 

 

 

 

 

04/12 11/12 整洁范围 

4 ─ 1 11 ─ 4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4 3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5 9 ─ 4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1 ─ 1 1 ─ 2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时段 会所 范围和职责 

八 
范围： A 楼五个楼梯，电梯走廊，地下室停车场。 
职责：扫，抹地，地下层扫后用水清洗。 

04/12 
（主日）     

九 
范围： C 底楼走廊，四楼天台，C 楼前，后园艺 
职责：扫，抹地板和长板凳，修剪花圃，割草等。 

七 
范围： A 二楼大厅，四围厕所(包括半层)，两边外围走廊 
职责：扫，抹会厅和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十一  
范围： B 一、二楼(包括大厅，内饭厅，厕所，四围走廊) 
职责：扫，抹地板和走道，桌椅(长板凳)，蜘蛛网 

十二 
范围： A 一楼走道，前门楼梯，旁边楼梯 
职责：扫，抹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十 
范围： A 三楼(羽球场)，三楼外面走廊及厕所。 
职责：扫，抹走廊，清理厕所，清理鸟粪。 

04/12/2022 一会所 

时间 费用 

  预训： 21/02-03/03/2023（实体） RM350 

  全程： 07/03-26/05/2023（实体或线上） 

实体：一个月 RM600 

线上：一个月 RM150 

  短期一： 07-31/03/2023 

  短期二： 04-28/04/2023 

  短期三： 02-26/05/2023 

11/12/2022 三会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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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主的话  

我每天必须注意的最大最先要作的事，就

是要在主里面喜乐。第一件事所该注意

的，并不在于我事奉主多少，我如何荣耀

主，而是在于我里面怎样得着喜乐，我里

面的人怎样得着滋养。我可以对未信的人

讲道，我可以造就信徒，我可以帮助受难

的人，我可以借着许多别的事工在这世上

表明我是神的儿子；但是，如果我不在主

里面喜乐，我里面的人不天天受滋养，那

我所作的一切事，就都不在一个对的灵

里。在我那一次明白以前，至少有十年之

久，我的习惯是每天早晨漱洗完毕就去祈

祷。那一次我才知道，我所当作的最要紧

的事，乃是读神的话，默想它，使我的心

能得着安慰、激励、警戒、责备和教训。

当我这样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的心就能

与主有经历上的交通。所以，我就每天清

早默想新约。当我用几句话求主祝福祂宝

贵的话语之后，我所最先作的，就是默想

神的话，在每一节圣经中寻求，要从它里

面得着祝福；并非为着在公众面前的讲

道，也不是为要传讲我所默想的话语，乃

是要使我自己的灵魂得着粮食。我所遇见

的不改变的结果，就是几分钟之后，我就

要认罪，或者感谢，或者代祷，或者恳求。

虽然我并不是存心要祈祷，我乃是要默

想，然而总是很快的、或多或少的转向祈

祷。当我认罪，或代祷，或恳求，或感谢

了一些时间以后，我就再读第二句或第二

节。所读过的，如有引导，我都用来为我 

读经：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至十七节：『并且知

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借着

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

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

教导，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

为着各样的善工，装备齐全。』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至十一节：『少年人

用什么使他的行径纯洁呢？是要遵行你的

话。我全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

的诫命。我将你的话珍藏在心里，免得我得

罪你。』  

 

十五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辞，看重你的道

路。』  

 

一百零五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

路上的光。』  

 

一百四十节：『你的话极其精炼，为你的仆

人所爱。』  

 

一百四十八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

开，为要默想你的话语。』 

 

【信息选读】 

 

『主曾乐意教导我一个真理，这不是由人

传给我的。到现在虽已过了四十多年，我承

认，我还没有失去那真理的益处。它的要点

是这样的：那一次我看得比以前更清楚，

交 通 



就越需要借着默想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

起来。我们如果这样作，就能使我们不至

心思流荡，比我们在没有默想以前就去祈

祷要好得多。』  

 

『我要注意这一点，因为我自己曾从这里

面得着了最大的属灵益处和滋养。我要亲

切的、严肃的请求和我同作信徒的人思考

这一件事。靠着神的赐福，借着这个方法，

要得着从神来的力量和帮助，使我能平安

的经历任何更深的试炼。我试行这个方法

已四十年了，所以我敢在敬畏神的心情中

介绍这个方法。在清早灵魂得着滋养和喜

乐的人，与那些没有属灵的预备而日中又

有工作、试炼、引诱加身的人相比，有何

等的不同！』（穆勒乔治，初信造就，上

册，第九篇）   

自己或别人祈祷；但是我仍然记着，我默 

想的目的是要我自己的灵魂得粮食。这样

作的结果，天天都有许多的认罪、感谢、恳

求或代祷调和在我的默想之内，就使我里

面的人常常有能感觉得出来的滋养和力

量。到了吃早餐的时候，很少有例外，我心

的光景若不是喜乐，也就是平安。虽然我的

默想不是为着在公众面前的讲道，乃是为

着我里面的人的益处，然而主所乐意赐给

我的，不久也就变成了别的信徒的粮

食。…』  

 

『神的儿女每天早晨所当作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为着他里面的人去得粮食。我们外

面的人不能不吃东西而作工，照样，在每天

早晨，我们里面的人也当有粮食。我们每一

个人必须承认里面的人应当进食。那么，什

么是里面的人的粮食呢？不是祈祷，乃是

神的话。这意思也不是单单读神的话，让它

经过我们的心思像水流过管子一般而已；

乃是要默想所读的话，并把它应用到我们

的心里。』 

 

『我们祈祷时，是对神说话。如果要使祈祷

继续到比通常的情形更久一些，自然需要

贝有许多力量与敬虔的心才可以；所以，

只有在里面的人借着默想神的话而得着了

滋养，在那里我们遇见了父对我们说话、勉

励我们、安慰我们、教训我们、降卑我们、

责备我们之后，才是祈祷最好的时候。因

此，我们应当在神的赐福中默想，虽然我们

在属灵方面是一直这样软弱。我们越软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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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篇 爱弟兄（一） 
造 就 

我们如果问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你

有永生？’他也许会回答说，‘神的话这

样说。’但这是不够可靠的，因为他可能

凭着头脑这样说，不一定真相信神的话。

所以约翰在他的书信里给我们看见，人如

果说他自己是有生命的，他必定有凭据；

人如果说他自己是属乎神的，在他身上必

定有一个彰显，必定有一个见证。 

 

人可能凭着知识在那里说，‘我信，就有

永生。’人可能把‘信就有永生’演成一

个公式：第一，我听福音；第二，我明白

了；第三，我相信了；第四，我知道有永

生。但这种公式的‘得救’是靠不住的。

圣经告诉我们，在保罗的时候，就已经有

假弟兄了。（林后十一 26，加二 4。）什

么叫作假弟兄呢？就是有人自称是弟兄，

其实不是弟兄；有人自称是属乎神的人，

其实是没有生命的人。他们混到教会中

来，是凭着道理进来的，是凭着知识进来

的，是凭着公式进来的。那么我们怎能知

道一个人的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呢？我

们怎能知道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信心是活

的，或者是一个公式呢？我们有什么方法

去证明谁是属乎主的人，谁不是属乎主的

呢？约翰的书信替我们解决了这个难处。

约翰给我们一种鉴别的方法去认识，什么

种的人是真弟兄，什么种的人是假弟兄；

什么种的人是从神生的人，什么种的人不

是从神生的人。现在我们要来看约翰告诉

我们的这个鉴别的方法。 

 

壹 爱的生命 

 

全部圣经只有两个地方用‘出死入生’

这一句话：一处是在约翰五章二十四节， 

 
 
 
 
 

读经：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

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

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

的，仍住在死中。’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中最后写的，约翰书信

也是所有书信中最后写的。在约翰福音之

前，有马太、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讲到主

耶稣的许多事迹和教训；到约翰写福音书

的时候，就把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那一个

最高、最属灵的点指给我们看见。他特别清

楚的告诉我们，什么人能够得到永生。他一

直给我们看见，信的人有永生。在约翰福音

里，充满了信。人一信主，就得着永生，这

是约翰福音的题目，这是约翰所注重的点。

别的福音所没有特别注重的，约翰福音就

特别的注重。约翰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

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

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

入生了。’换句话说，听而信的人，就是出

死入生的人。这个福音的门，是开得很大

的。 

 

到了书信，保罗、彼得和其他使徒也来把

‘信’解释得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每一

个信主的人，都能得着恩典。可是到最后，

约翰写的书信却注重到另一方面。当其他

的书信都注重在神面前的信心的时候，他

却注重在神面前实际的行为─爱。其他的

书信说信的人得著称义，信的人得着赦免，

信的人得着洁净，约翰的书信却说信的人

必须有凭据─爱。 

 



是真的，所以你就有了这一种说不出来的

‘爱’。这一个爱弟兄的心是很特别的，

不是因为别的缘故而爱，只是因为他是弟

兄而爱。不是因为他与你意气相投，所以

你爱他，只是因为他是你的弟兄，所以你

爱他。在这里有一个人，与你教育不一样，

脾气不一样，家庭不一样，意见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但是你爱他。就是因为他是

一个信主的人，你也是一个信主的人，你

和他都是弟兄，你就自然而然与他有交

通，对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味道。这一个感觉，这一个味

道，就是你出死入生的凭据。你如果爱弟

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不错，信心使你遇见神，信心使你出死入

生，使你作一个神家里的人，使你得着了

重生；但是，信心不只使你遇见父，信心

也使你遇见弟兄。你一得着生命，就自然

而然觉得全世界有这一个生命的人多得

很，这一个生命就自然而然要你亲近那些

与你得着同样生命的人。这生命使你喜欢

接近他们，喜欢与他们来往，自然而然就

有一个爱他们的心。 

 

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给我们看见，神所

安排的是：‘信’使我们出死入生；出死

入生的人，就能够‘爱’。我们凭着爱弟

兄，就能知道自己是出死入生的人。这是

一个非常可靠的方法，能试验出神的儿女

在地上到底有多少。能相爱才是弟兄；如

果不相爱，就不是弟兄。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必须看见这

件事，就是说，爱弟兄，是真信心的凭据。

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分别什么人的

信心是真的，什么人的信心是假的。如果

我们没有辨别的能力，那么福音传得越完

全，假冒的危险就越大；福音传得越透

彻，假冒的人就越容易混进来；福音越是

传得满了恩典，马虎随便的人就越 

另一处是在约壹三章十四节。我们把这两

节圣经拿来比较一下。 

 

约翰五章二十四节：‘那听我话，又信差

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

出死入生了。’这里说，信的人是已经出死

入生了。 

 

约壹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

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里说，出死入

生是有凭据的，爱弟兄就是出死入生的凭

据。 

 

比方：你与许多人交朋友，你很喜欢他

们；或者，你佩服许多人，你很尊敬他们；

但是，你对他们的感觉，与你对同胞兄弟姊

妹的感觉，总是有些不同。若是有一个人是

你母亲生的，是你的兄弟或姊妹，你就很自

然的对他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有一个莫名

其妙的感觉。这一个感觉，是一个很自然的

爱的感觉。你有这一个感觉，就证明你和他

是一家。 

 

照样，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外貌，他的

家庭，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性情，他的兴趣，

也许与你完全两样；可是，因为他也是相

信主耶稣的，你对他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感觉，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这一位

是你的弟兄，好像比你的亲兄弟还要亲。你

有这一个感觉，就证明你是已经出死入生

的人。 

 

约壹五章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

从神生的。’这里的话非常宝贵。你如果爱

生你的神，你就必定爱神所生的，这是极其

自然的。你不能说我爱神，而我对弟兄没有

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事。 

 

在你里面有一个‘爱’，证明你从前那一

个‘信’是真的；因为你从前那一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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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

爱。’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

来的。有爱的人都是由神而生，没有爱的

人就不认识神，因为神自己就是爱。神生

我们的时候，也把爱生在我们里面。从前，

我们里面没有爱，但今天我们里面有爱。

今天有这一个爱，就是从神来的。每一个

从神生的人，神都把爱生在他们里面。神

给你有爱，神也给他有爱，所以能够彼此

相爱。 

 

从神生的就得着生命，这一个生命就是

神自己；神就是爱，所以从神生的，就有

这样的爱生在他里面。我们从神得着的那

一个生命，就是爱的生命。所有从神生的

人，都有爱在他们里面，每一个有爱的人，

就自然而然能彼此相爱。所以，如果我们

不能彼此相爱，那是希奇的事。神赐给每

一个基督徒一个爱的生命，神就根据这一

个生命，给一个命令说，‘应当彼此相

爱。’神先给爱，然后说要爱。神先给爱

的生命，然后给爱的命令，我们应该低下

头来说，‘感谢神，神的儿女能彼此相

爱！’ 
 
 
 
 
 
 

多。所以，我们总得有一条分别的路，总得

找出一个方法来，认清谁是真的信，谁是假

的信。约翰的书信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分别

真的信心和假的信心的路，不是在信心里，

而是在爱心里。不是问信心如何，而是问爱

心如何。信心如果是对的，就必定有爱心。

没有爱，就证明没有信；有爱，就证明有

信。我们从爱这一边去看信，就能看得清

楚。 

 

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只要看他

对于神其他的儿女，有没有一种特别的味

道，特别的吸引力。神所给我们的生命，不

是一个独立生存的生命。神所给我们的生

命，自然而然要我们与别的得着同样生命

的人接近，自然而然要我们与别的得着同

样生命的人相爱，有互相亲密的感觉。有这

一个感觉的人，就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 

 

贰 爱的命令 

 

约壹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

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还

有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

信祂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祂所赐给我

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乃是神的命令。神命令我们作两

件事：（一）信祂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二）

彼此相爱。我们已经把相信这一件事作了，

对于下面那一个爱就也应当作。神给我们

那一个爱，神也给我们一个爱的命令。神先

赐给我们那一个爱，然后给我们那一个爱

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今天我们要将神

所给我们的那一个爱，照着神的命令来彼

此相爱。神所摆在我们里面的爱，我们要按

着它的性质来用它，不应当毁它、伤它。 

 

还有四章七至八节：‘亲爱的弟兄阿，我

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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