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懼怕人

第六講：新的思路——愛神與愛人



第一周—什麼是懼怕人？

第二周—什麼是敬畏神？

我們懼怕人是因為我們不敬畏神，或者我們不夠
敬畏神。每一次我們屈服於懼怕人的心理之下，
都是我們選擇愛自己勝過愛神的時候

敬畏神就是要充滿敬畏地降伏於神，並順服神。
敬畏神是歡喜快樂地順服神，敬畏神是智慧的開
端，神配得你一切的敬畏，神配得你獻上一切的
敬拜。



第三週：對被暴露和羞辱的懼怕

我們害怕被揭露，因為我們都是罪人，我們知道
我們不希望別人告訴我們我們其實是什麼樣子的。
基督不單單遮蓋我們的罪，而且赦免我們的罪。

耶穌被人拒絕，所以耶穌能夠同情和理解我們的
被拒絕。不但如此，因為他是大祭司，所以我們
可以帶著我們的懼怕來到他的面前，請求他幫助
我們、拿走我們對人的懼怕，幫助我們敬畏神。

第四週：對被拒絕的懼怕



第五週：對被傷害的懼怕

被傷害的最嚴重的結果已經被基督勝過了。當我
們為自己的罪悔改，並且信靠基督的時候，我們
就要意識到我們的罪是他受死的原因。當我們跟
隨基督的時候，我們也會面對受苦，這是成為一
個基督徒必須經歷的部分



導論

•將神看得比人更大"是這個故事的結束嗎？
解決懼怕人的方法就是敬畏神、停止懼怕
人嗎？恐怕不是那麼簡單，正如聖經所教
導的，懼怕人的反面不是不再懼怕他們，
而是去愛他們。

•今天，我們會探討以愛鄰舍的態度來活出
新的生命意味著什麼

•我們今天要考慮的是一個新的關係，是神
所期待我們活出的關係：愛神和愛鄰舍



導論

•在敬畏神和愛人、愛鄰舍這件事上成長並
不是馬上成就的事情，不是一夜之間你就
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這件事上的成長同樣是我們走在成聖的
道路上，學習將我們的目光專注在耶穌身
上，對耶穌和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有信
心的一個過程。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除非我們理解和活出一個被改變了的、正
確的和神之間的關係，否則我們不可能真
實地理解何謂愛人和愛鄰舍，我們只會懼
怕他們。

•因為神愛我們，所以我們應當敬畏祂和愛
祂。因為祂愛我們，所以我們應當愛別人，
我們欠了愛的債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我們該如何愛別人和正確的懼怕關係最有
關的經文是在約翰壹書4：7-5：3。

•當我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思想約翰怎樣
描述神對我們的愛，和成為我們愛的榜樣，
以及我們該如何愛別人。請注意經文中怎
樣講到理解神對我們的愛是我們如何愛別
人的基礎，也注意到愛和敬畏之間的聯繫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約翰壹書4：7-5：3。

•7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
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
而生，並且認識神。

•8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
愛。

•9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
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10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
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約翰壹書4：7-5：3。

•11親愛的弟兄阿，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
們也當彼此相愛。

•12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
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
得以完全了。

•13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
是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我們裡面。

•14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
且作見證的。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約翰壹書4：7-5：3。
•15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裡面，
他也住在神裡面。
•16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
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
神也住在他裡面。
•17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我們就
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如何，
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18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
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
裡未得完全。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約翰壹書4：7-5：3。

•19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20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
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
沒有看見的神（有古卷作：怎能愛沒有看
見的神呢）。

•21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
受的命令。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約翰壹書4：7-5：3。

•1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
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2我們若愛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
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

•3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
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在基督道成肉身和受難代贖上，基督向我
們顯明瞭一個愛的榜樣，一個以最昂貴的
方式去愛別人的榜樣，一個願意付出艱難
和痛苦去愛人的榜樣

•當我們重新調整對神的態度時，我們需要
意識到神是有揀選的，而且神揀選了我們。
揀選不能讓我們自我感覺更好，或者驕傲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保羅在以弗所書1：5-6說：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
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
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保羅後來繼續說道，因為神在揀選上的恩
典，所以沒有自誇的資格。

•如果神這樣愛我們，我們怎能不愛別人呢？

•如果神在基督裡接納了我們，為什麼我們
還要容許自己被想要被人接納的慾望所轄
制呢？



調整對神的態度：從神而來

•保羅在以弗所書1：5-6說：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
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
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如果我們理解我們是以神為中心的，我們
就不需要靠被別人接納來證明自己，而是
願意愛別人以至於別人也可以看到在基督
里他們能夠得到真正的接納。
•唯有當我們正確理解神的愛，重新調整對
神的態度，我們才能夠理解說我們該如何
正確面對別人



調整對人的態度：愛和服事，而不是懼怕和
需要

•因為神給我們代價高昂的愛，所以我們可以
在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上承擔風險。人們還會
傷害我們、利用我們、暴露我們、拒絕我們
嗎？當然，他們可能仍舊會這樣對我們。

•當我們讀約翰壹書4章的時候，我看到如果
我們被神所愛，我們彰顯我們愛神的方式之
一就是愛別人。

•世俗文化說你要先關心自己的需要，你要滿
足自己的需要，成功的衡量標準不是你服事
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服事了你。這和基督
對我們說的是相反的



誰是我們應該愛和服事的人呢？

•聖經讓我們看到一些我們應當去愛的人。
•仇敵：仇敵是指那些想要傷害你，或者曾經
傷害過你的人
•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
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
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有人打
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
的外衣，連裡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給
他。有人奪你的東西去，不用再要回來。你們
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你們
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
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若善待那善待
你們的人，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
這樣行。(路6：27-33)



誰是我們應該愛和服事的人呢？

•聖經讓我們看到一些我們應當去愛的人。
•仇敵：仇敵是指那些想要傷害你，或者曾經
傷害過你的人

•這是一個很高的標準。愛仇敵是給自己帶來傷
害的，愛仇敵是很不安全的，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順服耶穌，想要按著他所命
令的去做，如果我們想要愛人而不是懼怕人，
我們會將神的愛傳遞給那些抵擋我們的人。



誰是我們應該愛和服事的人呢？

•聖經讓我們看到一些我們應當去愛的人。
•仇敵：仇敵是指那些想要傷害你，或者曾經
傷害過你的人

•不僅如此，當我們思想基督怎樣在他的仇
敵手中受苦，當我們認識到自己也曾經是
基督的仇敵時，這會讓我們的眼光超越我
們的仇敵，他們給我們的傷害與我們給基
督的相比簡直不值一提。

•愛敵人和愛朋友的方式可能會是不同的。
如果你糾結於該如何愛仇敵，你應該和有
智慧的、屬靈的、你所信任的基督徒朋友
討論和尋求智慧。



誰是我們應該愛和服事的人呢？

•聖經讓我們看到一些我們應當去愛的人。
•鄰舍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英文NEIGHBOR)如己。再
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可12：31)
•耶穌所說的鄰舍可以包括附近的鄰居、同事、
跟你有關係的人、還有那些教會以外的人
•律法師的問題："誰是我的鄰舍呢？"他試圖定
義愛鄰舍的邊界，這樣他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他滿足了神的要求，不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了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耶穌說鄰舍沒有種族、
膚色、社會經濟地位、政治、年齡、個性或是
其他邊界的定義，不是只有我們想要去愛的人
才是我們的鄰舍。



誰是我們應該愛和服事的人呢？

•聖經讓我們看到一些我們應當去愛的人。
•弟兄姊妹
•新約聖經里有大量的命令，要我們在神的家中
盡到自己的本分
•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
的人更當這樣。(加6：10)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
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
好，然後來獻禮物。(太5：23-24)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
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
意，彼此相合。(林前1：10)



誰是我們應該愛和服事的人呢？

•聖經讓我們看到一些我們應當去愛的人。
•弟兄姊妹
•事實上，在教會中不應當有懼怕的關係
•我們也被呼召向我們自己的家庭和兄弟姐
妹展現出我們的愛



誰是我們應該愛和服事的人呢？

•聖經讓我們看到一些我們應當去愛的人。
•神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
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太22：37-38)
•世俗世界不需要我們調整對神的態度，而
是要我們調整對自己的態度："認識自己、
活出自己
•聖經給我們另一個方向：認識神、認識自
己的鄰舍、愛神和愛自己的鄰舍，你就能
夠理解認識自己是什麼意思。



應該如何愛人和服事人

•如果你想要理解如何愛人和服事人，那麼你應
該到聖經中去找愛的定義，而不是從世俗文化
中去尋找愛的定義

•在哥林多前書13章，保羅寫下了愛是什麼和不
是什麼
•如果沒有愛，溝通和教導的品質再高也不算
什麼。
•如果沒有愛，犧牲和付出再多也不算什麼。
換句話說，犧牲不等於愛。



應該如何愛人和服事人

•在哥林多前書13章，保羅寫下了愛是什麼和不
是什麼
•愛是：
•忍耐
•恩慈
•不嫉妒
•不自誇
•不張狂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應該如何愛人和服事人

•在哥林多前書13章，保羅寫下了愛是什麼和不
是什麼
•愛是：
•不要計算人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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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不止息



應該如何愛人和服事人

•如果你對別人感到懼怕，坐下來翻開哥林多前
書13章，拿著一張紙或者一個空白的Word文檔，
思考上面對愛的描述，思想你會怎樣將這樣的
描述應用在你所懼怕的人身上。

•將這些事情寫下來，為這些事情禱告，並且邀
請一位你所信任的肢體對你負責，監督你如何
在愛人如己上長進。

•思考某個特定的你需要去愛的人，而不是泛泛
的要愛人。思考某一個特定的人和特定的處境，
並且做出愛他的行動決定

•這將會給你和其他人的關係帶來深遠的影響，
這會讓你更好地看待教會中的其他弟兄姊妹。



應該如何愛人和服事人

•如果你是這間教會的成員，思想我們在加入教
會時所簽署的成員之約。我們承諾彼此相愛和
彼此關懷

•再次思想約翰壹書4章，思想神先愛了我們，神
也愛我們懼怕的人，我們願意愛他們嗎？



培養僕人的心：我們如何去愛？愛而不是懼
怕意味著什麼呢？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該離群獨居，也不該向佛
教那樣尋求消滅自己的慾望與熱情，只有自己
安靜和清修。
•神呼召我們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裡見證祂，愛和
服事別人意味著將自己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
攪和起來，這會讓我們自己覺得困難和不方便。
•即便當我們愛和服事別人的時候，也要鑒察自
己的動機
•如果有人對你的愛毫無反應，或是沒有照著你
想要的方式回應你的時候，你會怎麼做？如果
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愛別人，但對方卻不欣賞，
或是對你生氣，你會怎麼做？如果你對別人該
如何回應你有很高的期望，而對方沒有按照你
的期望回應你，你會怎麼做？



培養僕人的心：我們如何去愛？愛而不是懼
怕意味著什麼呢？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
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
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
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
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腓2：3-7)

•思想耶穌的一生吧，思想他愛別人和服事別人
的方法。當我們思想耶穌如何謙卑自己和愛我
們的時候，我們沒有藉口因為別人對自己的態
度而停止愛人



培養僕人的心：我們如何去愛？愛而不是懼
怕意味著什麼呢？

•學習常常為別人禱告，不是為了別人與你的關
係禱告，而是為別人與神的關係禱告

•禱告神可以給你一顆愛他的心，禱告神會挪去
你裡面被懼怕驅動的心，禱告他也同樣被神挪
走那懼怕的心，請別人為你禱告，讓你不再懼
怕

•保羅在以弗所書5：19就這樣做：他要別人為他
禱告，好讓他不懼怕人，能夠分享福音

•思想你可以怎樣服事別人。這是很奇妙的事情：
當我們思想我們可以怎樣服事別人的時候，我
們就會不再聚焦在自己身上*



培養僕人的心：我們如何去愛？愛而不是懼
怕意味著什麼呢？

•雖然我們不是為得到別人的愛而活，但當別人
樂意在我們身上操練愛的時候，我們也應當樂
意接納，這是我們愛他們的方式

•思想兩個人：一個人你非常熟悉也很樂意去愛，
另一個人你最好離他遠遠的。思考你怎樣將哥
林多前書13章應用在這兩個人身上，並且開始
付諸行動



愛與事奉取代懼怕與討好所帶來的結果

•合一
•如果我們追求的是愛與服事，而不是懼怕與
討好，那麼我們就能夠經歷在基督身體里的
合一

•如果我是一個被懼怕人所轄制的人，我就很
難給教會帶來合一

•合一不是僅僅指大家相處的不錯，而是說我
們都將我們的中心放在基督身上，就像我們
都將指南針指向北方——也就是基督



愛與事奉取代懼怕與討好所帶來的結果

•真實的尊敬和欣賞其他人的美麗和獨特
•當我們在愛人如己中成長時，我們就會更深刻地
了解別人

•我們常常懼怕那些我們還不太瞭解的人，或是在
我們還不太瞭解的領域里懼怕他們。

•當我們尋求如何具體地愛他們的時候，我們就會
具體地了解他們以讓我們更好地服事他們

•我們會發現，我們不會再把別人當作偶像或轄制
我們的，而是看到別人同樣帶著神的形象。我們
會停止給別人貼一些不完全的標籤，我們會看每
個人都是獨特的神形象的承載者，每個人都被呼
召來愛和服事這位愛我們的基督



愛與事奉取代懼怕與討好所帶來的結果

•和平、喜樂——聖靈的果子

•我們越敬畏神，就越能明白被聖靈管理、從
聖靈得力是什麼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