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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立的爱或恨

Love or Hate: The Non-

existent Middle Ground

1 John 约翰一书 3:11-24

3:11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

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3:12

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

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

为是善的。

3:13

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

为希奇。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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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

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

他里面。

3:16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3:17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怜恤的心，爱　神的心

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3:18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

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

实上。

3:19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

且我们的心在　神面前可以安稳

。

3:20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

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

3:21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

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

3:22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

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

他所喜悦的事。

3:23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

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3:24

遵守　神命令的，就住在　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

面。我们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

我们的圣灵。

大家好！下周开始我们有我们一

年一度为期一周的儿童暑期圣经

班，非常感谢今年的主任庄姊妹

和副主任们还有参与的志愿者，

今年疫病后，其实严格的说是疫

病中，停顿两年后再次恢复的活

动，需要考虑的事情比疫病前要

多，挑战也更大，我们感谢神赐

给我们这个机会、感谢我们当中

的负责弟兄姊妹们，志愿者、还

有整个教会的支持。下主日我的

讲道是儿童暑期圣经班圣经班的

导向分享，不敢说是主旨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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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每个工作组，每次讲故

事的讲员，每天、每刻都在作主

旨的分享，用口、用行动用见证

，在说上帝爱世人的故事。

今天我的分享不是给儿童的，是

给比较成熟，在世界上经历过许

多人生厉练、甚至风霜雪雨的弟

兄姊妹们、还有慕道的朋友们的

。是我上周分享的延伸，我上周

分享的主题是我们要怜悯人，就

蒙上帝的怜悯，我们饶恕人，就

蒙上帝的饶恕，这个道理在圣经

里是重复出现的，所以是绝对重

要，里面的规则也是绝对被上帝

执行的，因为耶稣说（马太福音

6:14,15）：「“你们饶恕人的过

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

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

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里面的「必」的出现，我

分享过是我自己亲身、透过惨痛

的教训，经历过的，所以我饶恕

，因为我知道，我不饶恕，上帝

也要追究我的罪，是所有的罪，

这个后果绝对是没有人能够承担

的。我也分享了我们作守望者，

持守圣经的真理，和神的公义，

不容忍罪恶，但是千万小心在这

个过程中不要掉入魔鬼的陷井，

不愿意饶恕人，特别是犯罪跌倒

但悔改的弟兄姊妹们，因为如此

，我们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了，

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在恨我们的

弟兄了，我们也就坠落了，会失

去上帝的怜悯，如同启示录第二

章里面的以弗所的教会，是被上

帝责备且警告的。

今天我们的读经取自约翰一书3:

11至23节。里面提到的该隐，是

圣经里面第一个拒绝作他弟兄守

望者的人。守望着意味著一个人

要看顾，保护，上帝委托他去守

望的人，该隐拒绝上帝给他的委

托，对他的期待，拒绝作他弟兄

的守望者，他表现的不仅仅是爱

的失去，爱被恨所取代，恨带出

来的，不再是看顾保守，而是伤

害，最后该隐把他的弟兄杀死。

这段经文，发人深省，不仅仅是

该隐的故事，也是圣经里，人对

神保持中立的不可能性，人不能

不相信神却不抵挡神，人对神不

能不爱却也不恨，不顺服神、却

也不会不平安。所以这段经文在

两个极端切换，我们也看不到一

个中立的可能：这些两个极端包

括爱与恨，生与死，安稳或受到

谴责（3:19,20)得到神的恩惠与

得不到，还有、在主里（包括主

的计划、主的恩典里）或不在主

的里面。

讲到爱与恨，3:11说到爱是没有

中立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命令是绝对的，还有3:17,1

8：「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

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　

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

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

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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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对我们爱或不爱也是

知道的，不是不闻不问，模菱两

可的，说而不作，传讲却自己不

奉行，上帝也是分得清的。

说到生与死也是没有中立的：3: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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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安稳与责

备，3:19,20说：「…我们是属

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

可以安稳。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

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

说到得到神的恩惠或得不到，3:

21,22说：「亲爱的弟兄啊，我

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

　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

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

他所喜悦的事。」

说到在主里面或不在主里面，3:

23,24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

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

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遵守　神命令的，就住在　神里

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

以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

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

除了上面说到的许多两个极端，

还有一点我们也要看见，就是圣

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哪个极端，

是爱是恨，是生是死，是顺服是

不顺服，是安稳还是被谴责，是

得到上帝的恩惠，还是得不到，

在主里还是不在…是，我们自己

知道的。圣经说上帝会透过圣灵

，让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有许多此类的，上帝对

人类认知的宣言（就是上帝知道

人究竟明白什么的宣言），好比

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

，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

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是上帝对所有人类的宣言

，就是说，所有的人，其实都知

道有神，且知道神的属性如何，

而且知道到没有藉口说不知道的

地步。如果这是神的宣言，我们

就要认知思考，难道所有的人真

的都知道有神，而且知道谁才是

真神，也就是说人遇见了耶稣，

是会有感觉的，既使一开始陌生

，但是很快的会感觉除了耶稣，

没有其他的偶像，神明能够是真

神的。

圣经还有一个上帝对人认知的宣

言（这次是对基督徒的），就是

罗马书8: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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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　神

的儿女；」我们相信了耶稣，既

使一开始我们的信心是行动上的

，就是我们用祷告用心，作为行

动，我们告诉上帝，我承认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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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我愿意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

，求主饶恕我，也让我成为您的

孩子。」这个祷告是一个行动，

因为我们下面要得到的来自神的

信心，会带著证据的，带著感觉

的信心。上帝会负责完成的一个

任务，是我们自己不需要担心的

，就是他会把证据和感觉带给我

们的心，我们会得到上帝的证明

，我们是「他的孩子了」。大家

记得哦。

我们今天的读经3:24说：「遵守

　神命令的，就住在　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

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

赐给我们的圣灵。」里面我们要

圈出来的是我们是知道我在神里

面（在神的生命、计划、恩典中

）或是不在。这也是圣经，就是

上帝对我们认知的宣言。

我们如果彼此相爱，如同我们上

次提到的，我们彼此饶恕就体现

出爱了，不饶恕体现的就是没有

爱，我们今天又看到，爱与恨是

没有中立的，没有爱，我们心中

有的，上帝也必然让我们知道的

，是我们在恨我们的弟兄。我们

如果恨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没有

了平安，我们有的是谴责，我们

也没有了生（就是我们会感觉到

死亡，我们在死亡里），我们也

没有了上帝的恩惠，因为上帝就

不听我们的祷告了，然后我们也

必然知道我们已经不在上帝里面

了。

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也是基督

徒，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喝咖啡，

他曾经得了不不清的抑郁症，他

遇见事业上的困难，家庭的困难

，然后他祷告上帝，上帝也不听

他，他非常痛苦。我辅导了他几

次，其实就两次，第一次我向他

表达的是我对他的饶恕（就说我

知道他的一些问题吧），我感觉

他已经开始走出他的抑郁了，我

知道他走出抑郁是因为我辅导他

第二次的时候他对我说：「牧师

我看您好像也有压力，我都感觉

我都可以辅导你了」他这么说，

我没有不开心，我很开心，因为

我知道他说的很真实，他真的好

了，我也感觉，原来不原谅一个

人，我们真的没有在爱一个人，

我们也就把他留在痛苦，谴责的

监狱里了，我们饶恕，就是释放

我们的弟兄，让他得到自由。

在第二次的辅导中，我和他讨论

的就是饶恕的需要，他也需要饶

恕伤害他的人，让他的罪，也「

必」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然后

我们也谈到我们今天分享的，如

果我们不饶恕，不爱弟兄，我们

知道，上帝也更知道，然后我们

的祷告上帝就不听了，我们就进

入了死亡。这不仅仅是一个描述

，这是圣经的话。这位弟兄接受

了我的分享，他饶恕了他周围的

人，然后果然奇迹就发生了，一

周内，他折腾好多年的债务问题

，彻底得到解决，而且是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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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清债务的，不是申请破产或债

务豁免的哦。上帝是信实的！

我们有没有祷告不蒙上帝垂听的

时候，我们很早就分享过，我们

不能够对上帝说，你办好我的事

，我就相信你，这是行不通的，

相信我们的直觉都会核实这个理

解的，因为我们不能对上帝说，

我还不相信你，我需要你先帮助

我，我再相信。上帝一切的恩典

是透过继承，让他的孩子们得到

的，上帝不是派发一包包圣诞礼

物的圣诞老人，他要给他的孩子

的是他全备的恩典；一个人必须

先相信，成为上帝的孩子，才能

继承，得到上帝的恩典。

除此，我们今天讨论的，让我们

都记得，怜悯就得怜悯，饶恕就

蒙饶恕，爱就得到爱。最后让我

们在回顾上帝的话：

3:20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

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3:21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

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

3:22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

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

他所喜悦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