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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需要发展我们在主里的信 

和我们对祂的爱 

诗歌： 

读经：彼前一8，加五6，三2，弗六23，来十二2上，罗五5，八39，约壹四8，16 

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有说不出

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加5:6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效力；唯独借着爱运行的信，才有效力。 
加3:2 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你们接受了那灵，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仰？ 
弗6:23 愿平安与爱同着信，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 
来12:2 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

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罗5:5 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罗8:39 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

督耶稣里的。 
约壹4:8 不爱弟兄的，未曾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约壹4:16 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

也住在他里面。 

壹 我们需要发展并成全我们在主里的信和我们对祂—我们没有见过的这位—的

爱—彼前一8，来十二2上，约壹二5，四12，17～18： 
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有说不出

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来12:2 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

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约壹2:5 然而凡遵守祂话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在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

祂里面。 
约壹4:12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祂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

了成全。 
约壹4:17 在此，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祂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约壹4:18 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成

全。 

一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耶稣基督〕，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

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彼前一8： 
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有

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1 我们虽然从未见过主耶稣，却是爱祂；我们如今不得看见祂，却是信入祂—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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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

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a 信徒爱他们所没有见过的一位；这是个奇迹，也是个奥秘。 

b 我们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这是因着信，因着那借听见活的话而注入到我们里

面的信—加三2。 

加3:2 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你们接受了那灵，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

仰？ 

2 信徒“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彼前一8： 

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

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a 我们因着有一种浸没在荣光里的喜乐而欢腾。 

b 这喜乐乃是浸没在主这荣光里的喜乐，因此满了主的彰显—林后三18。 

林后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

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

的。 

3 我们借着信入主并爱祂，就得着极大的喜乐。 

4 基督徒正常的光景乃是“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彼前一8。 

彼前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

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二 “借着爱运行的信，才有效力”—加五6： 
加5:6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效力；唯独借着爱运行的信，才

有效力。 

1 活的信是活跃的，借着爱运行作工。 

2 “信”接受了生命之灵，因此满有能力—三2。 

加3:2 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你们接受了那灵，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

仰？ 

3 信借着爱运行，完全了神的定旨，就是完成神儿子的名分，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

基督的身体—四3～5，罗十二4～5。 

加4:3 我们也是这样，为孩童的时候，受奴役于世上的蒙学之下； 
加4:4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出祂的儿子，由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加4: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好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

此。 

4 爱与我们对基督的珍赏有关—弗三8，17～18，西二2：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

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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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弗3: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 
西2:2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富富地在悟性上有充分

的确信，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a 没有这样的珍赏，信就无法运行—加五6。 

加5:6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效力；唯独借着爱运行的

信，才有效力。 

b 听信仰，唤起我们爱的珍赏—罗十17，加三2，5。 

罗10:17 可见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 
加3:2 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你们接受了那灵，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

仰？ 
加3:5 这样，那丰富供应你们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本于行律法，

还是本于听信仰？ 

c 我们越爱主，信就越运行，带我们进入那包罗万有之灵的丰富里—14节，弗三8，
腓一19。 

加3: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

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

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腓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

叫我得救。 

三 “愿平安与爱同着信，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弗六23： 
弗6:23 愿平安与爱同着信，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 

1 爱同着信，是我们有分于并经历基督的凭借—提前一14。 

提前1:14 并且我们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又有爱。 

2 我们需要信来配合、支持我们的爱—多三15。 

多3:15 同我在一起的众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信爱我们的人安。愿恩典与你

们众人同在。 

贰 “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来十二2上： 
来12:2 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

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一 信和爱乃在基督里之信徒难以拆双的优越美德—提前一14，提后一13，多三15，加五

6： 
提前1:14 并且我们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又有爱。 
提后1:13 你从我听的那健康话语的规范，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和爱持守着。 
多3:15 同我在一起的众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信爱我们的人安。愿恩典与你们

众人同在。 
加5:6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效力；唯独借着爱运行的信，才

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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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是叫我们接受主，爱是叫我们享受所接受的主—约一12，十四21，二一15～17。 

约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约14:21 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

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 
约21: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

深么？彼得对祂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

的小羊。 
约21: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对祂说，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 
约21:17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

他说，你爱我么？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

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2 我们借着信，接受主而得神的喜悦；我们借着爱，享受主而遵守主的话—来十一6，
约十四23。 

来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

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约14:23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

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 

3 我们借着信，接受并得享约翰福音所启示并供应给我们的神圣生命；我们借着爱，

爱主和属祂的人—三16，36，二十31，二一15～17，十三34～35。 

约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远的生命。 
约3:36 信入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不信从子的人不得见生命，神的震怒却停留在

他身上。 
约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就

可以在祂的名里得生命。 
约21: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

深么？彼得对祂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

的小羊。 
约21: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对祂说，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 
约21:17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

他说，你爱我么？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

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约13: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们

也彼此相爱。 
约13:35 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二 信是欣赏、质实并接受三一神无限的丰富—一12，弗三16～17上： 
约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弗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

里，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1 信是神所赐我们，要我们用以接受那作三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使我们进入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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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祂联结为一，得着祂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并一切—彼后一1。 

彼后1:1 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

督的义，与我们分得同样宝贵之信的人： 

2 我们借着相信主，就得蒙赦罪，并得着永远的生命—徒十43，约三16。 

徒10:43 众申言者也为祂作见证说，凡信入祂的人，必借着祂的名得蒙赦罪。 
约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远的生命。 

3 我们相信主的时候，乃是信“入”祂—15节： 

约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 

a 我们借着信入祂，就进到祂里面与祂成为一，分享祂，有分于祂为我们所成就的

一切。 

b 我们借着信入祂，就与祂联合，联于祂一切所是、所经过、所成就、所达到并所

得着的—林前一30，弗二5～6，西三1。 

林前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

义、圣别和救赎， 
弗2:5 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你们得

救是靠着恩典，） 
弗2: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西3:1 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

的右边。 

三 爱是经历、享受并活出无限丰富的三一神—可十二30，林后十三14： 
可12: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 
林后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1 爱是由信所发出来的，叫我们在那些与我们共同信入基督的人身上，活出三一神在

基督里的一切丰富，使三一神得着荣耀的团体彰显—弗三19～21。 

弗3:19 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弗3:20 然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

求所想的； 
弗3:21 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与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们。 

2 爱是信徒将三一神供给、传输同作信徒的人，使一切的信徒用神那神圣超人的爱，

彼此相爱，过那在基督里的团体生活—罗十二4～5，10。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罗12:10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互相争先。 

3 我们对主的爱必须绝对—太十37，约壹二15，启十二11。 

太10:37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 
约壹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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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12:11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

不爱自己的魂生命。 

4 在凡事上给主第一位，乃是以起初的爱，上好的爱来爱祂—西一18，启二4。 

西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

万有中居首位； 
启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 

5 “爱神的意思，是把我们全人，灵、魂、体，连同我们的心、心思和力量，（可十

二30，）都完全摆在祂身上。这就是说，我们全人都让祂占有，消失在祂里面，以

致祂成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实际地与祂是一”—林前二9注1。 

可12: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 
林前2:9注1 我们若要领略并有分于神为我们命定并预备之深奥、隐藏的事，就不仅需

要信祂，也需要爱祂。敬畏神、敬拜神、信神（就是接受神），都还不

够；爱祂是不可缺的。爱神的意思，是把我们全人，灵、魂、体，连同我

们的心、心思和力量，（可十二30，）都完全摆在祂身上。这就是说，我

们全人都让祂占有，消失在祂里面，以致祂成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日常

生活里，实际地与祂是一。这样，我们与神就有最亲近、最密切的交通，

能进入祂的心，领略祂心中一切的秘密，（诗七三25，二五14，）不仅晓

得，更经历、享受并完全有分于神这些深奥、隐藏的事。 

叁 “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罗五5： 
罗5:5 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一 神已将祂的爱随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作了我们里面的动力，叫我

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得胜有余—5节，八39。 
罗5:5 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

里。 
罗8:39 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

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二 神的爱就是神自己—约壹四8，16。 
约壹4:8 不爱弟兄的，未曾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约壹4:16 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

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三 是爱的神乃是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神圣素质—罗五5： 
罗5:5 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

里。 

1 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乃是神的素质的问题。 

2 因着我们蒙了重生，我们里面有爱—神素质的性质。 

3 身为信徒，我们心里深处有了神圣的素质，这素质就是父神在祂的爱里。 

四 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每个在基督里之信徒的心都是爱的心—弗三17。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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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在神的爱里经历并享受神是父，乃是经历并享受那是神素质之性质的爱，分赐到

我们心里—罗五5，8，八35，39，十五30，林后十三14。 
罗5:5 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

里。 
罗5:8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就在此将祂自己的爱向我们

显明了。 
罗8: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

么？是赤身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 
罗8:39 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

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罗15:30 弟兄们，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借着那灵的爱，恳求你们在为我向神

的祷告中，与我一同竭力， 
林后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