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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关系的神 
 
各位晚上好， 

请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  

我将要带领各位一起关注 

我们今晚的重要话题， 

那就是“喜爱关系的神。” 

我想以一个简单的问题 

开始今晚的学习，  

这个问题是关于一个体育项目， 

数百万甚至数以亿计的人追随、关注 

这项体育。这东西你不然就 

爱得深切，不然就恨之入骨。 

我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它就是足球。我们来看看， 

在座的哪些人热爱足球哪些人憎恶足球？ 

谁是足球的爱好者？ 

有一、两个吧。那有谁， 

足球一出现在电视上，你就想， 

“我一点都不想看”？ 

有那么几个吧，那边有两个人举手。 

那么接下来让我告诉你，你不需要  

热爱足球，也不用是一个足球内行 

就能回答我的问题。 

你准备好了吗？很简单的问题。 

你认为在足球运动中 

那个球本身有多重要？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难吧？ 

球本身有多重要？ 

谁认为“没错，很重要”？ 

必不可少。 

除了球之外，足球运动还包括其他方面 

我们知道。 

还有满场奔跑， 

朝队友呼喊。 

当然，这些都是 

足球运动的一部分， 

但那个球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如果没有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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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称不上足球了，不是吗？ 

想想拿掉球之后还剩下些什么。 

有22个满场奔跑的人， 

彼此呼喊。 

你就再也不会在电视上 

看到足球这项运动了。 

球真是太重要了。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呢？ 

因为我曾遇到很多人，他们认为 

做一个基督徒 

就是要相信神 

然后要过虔诚的、 

讨神喜悦的生活。 

那我会如何回应呢？ 

的确那是做一个基督徒的一部分。 

相信神并竭力过 

讨神喜悦的生活， 

它们是做一个基督徒的一部分。 

但缺失了一些最最主要的部分。 

那是什么呢？在足球中， 

球是关键。那么做一个基督徒呢？  

最最重要是 

个人对耶稣的委身。 

如果缺少了这一点，你剩下的就只有 

满场奔跑了。 

我猜现在 

你正在想:“你所说的我知道，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也希望你不是第一次听说这些， 

但或许你还有另一个问题。 

你或许在想：“好,  

这些我明白，但在实际应用中 

是怎么样的呢?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让耶稣掌权，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讨论的话题。 

我想让大家看约翰福音中的 

几节经文， 

让我们拿起约翰福音， 

然后翻到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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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让我为大家从第9节读到13节。 

这些是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 

之前数小时的事情， 

耶稣正在预备他的门徒们 

没有他的日子将是什么样子。 

而且这些经文也最好的显明了 

跟随耶稣在 

实际行动中是什么意思。 

让我从第9节开始读起。 

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我们已经发现人们是 

多么容易就误解基督教。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把 

基督教误解为一些需要 

遵循的仪式或律法，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心与心的关系。 

但是即便你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即便你在心里想 

“我知道基督教强调的是 

与耶稣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很容易就误解耶稣所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让我们试想， 

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我们与人相处也是 

通过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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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有些人的关系 

是很正式。 

你有那种关系吗?很正式、 

专业的、有很大的距离感。 

这没什么不好， 

这只是一种相处方式。 

我与另一些人的关系 

是很亲密、充满激情的。 

关键是， 

不可以混淆这两种关系。 

你想想那些很专业的关系， 

不知道你跟你的医生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样的。 

当我去见我医生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好、很敬业的医生， 

他也是让人心悦诚服的人。 

但我不会跑进诊室里拥抱亲吻他。 

这样做并不妥当。或者我走进了一家 

自助家装店去询问一些问题。 

我对自助家装一窍不通， 

但如果我走进一家自助家装店 

问一些关于钉子之类的问题， 

并且得到了满意的答覆， 

我不会因此拥抱他们， 

给对方一个巨大的熊抱。 

有些关系就应该有 

距离感，保持在专业关系内。 

另一些关系是亲近、亲密的。 

那问题便产生了， 

神想要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再看一下第9节。 

再听一听耶稣是怎么说的。 

耶稣说: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这句经文足以让我们 

驻足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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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耶稣所要表达的是， 

“看看我与父 

亲密的关系， 

这种关系便是我要赐予 

那些跟随我之人的样板。” 

换言之，他就是在说: 

“好好想想吧，想想父 

对我的爱是多么的充满激情! 

想想我与父之间的关系! 

想想我是如何 

回应父对我的爱。 

想想我们之间的关系。” 

耶稣所要说的是： 

“这种关系便是 

我要赐予你们的。 

这便是我对你的激情。 

你会如何接受它呢?” 

你想到父与子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不存在距离感、不是冰冷的、 

不是只存在专业间的，是不是? 

在圣经中你看到的完全不是 

这样的关系。那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一种亲密的家庭关系。 

甚至“父”和“子”这两个字 

都体现出亲切感，体现了激情。 

有一种亲密感。 

在他们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它是强烈的， 

他们彼此之间有喜乐，有委身， 

有激情。 

父与子之间 

存在着甜蜜的团契关系。 

耶稣说：“你明白 

父对我的激情吗?  

同样的激情我也会赐给 

那些跟随我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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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我是如何回应 

父的爱了吗? 

我想要的就是从你们那里来的 

同样的回应。”耶稣要给我们什么? 

不是存在距离感、冰冷的关系, 

而是与他的跟随者之间 

强烈的、有激情的、充满喜乐的关系。 

现在你明白耶稣要赐予我们的是什么了吗? 

耶稣所赐的不单单是完全的原谅， 

光这样已经足够伟大了。 

不是说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他对我们说: 

“好吧,让我告诉你， 

你所有做错的事， 

加上那些你会持续做的错事， 

我都已经解决了。 

我已经在十字架上全部还清了。” 

这很不可思议，是不是？ 

依靠耶稣的死， 

人们得到了完全的原谅。 

但这不仅仅是我们到他那里去， 

然后他说:“我原谅你, 

现在你可以走了。”而是我们来到 

耶稣面前，他说: 

“我已经完全原谅了你， 

现在来加入我， 

并且享受与我之间的团契。” 

这听起来帮极了，是不是! 

耶稣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什么? 

这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本人！ 

他说：“我要用我的死 

来使你进入与我之间亲近、 

亲密的团契关系中。” 

这周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想到与我妻子之间的关系， 

就很明白了。 

你可能不会相信， 



Identity Session 5 Talk - Chinese 

© Lee McMunn, 2011    7 

我有时候惹我太太生气。 

很多时候我做傻事， 

我太太却觉得很好笑而已。 

她有一个本子， 

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 

她把这本子叫作“我的容忍度”。 

我做这些事， 

我太太把它们写下来。 

这本子写了太多， 

我没有办法一一念出来。 

我会做各种各样的傻事， 

但偶尔 

我会做一些让她非常生气 

非常恼怒的事情。 

当我鼓足勇气， 

来到了她所在的厨房， 

气氛有些冷冰冰的。 

那么我想要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我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太太原谅我吗？是的，想要。 

我当然想要太太的原谅。 

但仅仅是原谅而已吗？不是的。 

因为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她回来。 

我想要亲密感和团契。 

对神，我们也应当想要这种关系。 

确实，我们都得罪了他， 

但是我们最终想要什么呢？我们只想 

得到原谅，然后被赶得远远的吗？不是的！ 

我们当然是希望神张开他的双臂 

对我们说：“回来吧， 

回到与我的团契中来。” 

这也确实就是耶稣所说的。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所以就享受这种亲密吧。 

对于这样的亲密关系 

我们明白绝不能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第９节的内容不应该 

让我们觉得惊讶，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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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他说，你们要维持这种关系， 

你们要保持这种亲密。这种关系是 

多么的宝贵，多么的美善，多么的亲密， 

但你们要维持这种亲密的关系。 

是的，你以个人的方式来到我里面 

但你要维持这种亲密的关系。 

但是问题是：要怎么做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第１０节。 

耶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答案。他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里。” 

这里这些关于命令的说法 

也许让你感觉很奇怪， 

但是在这里它要提醒我们的是 

在与耶稣的关系中， 

是谁在掌权？是耶稣，他是主宰。 

我们向他降伏了。 

但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立刻的改变。 

这并不是说你委身耶稣的 

第二条早上起床后， 

来到镜子前，说： 

“我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人”， 

这样的人是没有的。 

这个变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耶稣承诺了我们 

一件美好的事情， 

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时，他赐下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作工， 

改变我们，这种变化 

才会一天天的产生。但这也需要 

我们每一天对耶稣掌权的顺服， 

我会提醒自己 

命令我的那位耶稣 

也是爱我的那位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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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顺服耶稣的样式又是怎样的呢？ 

你有没有再一次看到？ 

这就是父与子的样式 

耶稣说：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耶稣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想长久维持与他 

亲密的团契关系 

我们就要照他说的做。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因为不然的话就会⋯⋯ 

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 

就会产生问题。 

我们在父与子的关系中 

能看到这一点。 

有时候那个小可爱 

做出的事情让父亲微笑。 

他们做了傻事，事情过去以后， 

父子可以以此为谈资笑料。 

但有时那个小可爱 

真是非常叛逆，是不是？ 

你看到父与子的互动关系 

受到了损伤。 

爱仍然存在，但是那甜美、互动， 

不一样了。 

我们明白这一点。 

耶稣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想保持与他的亲密团契， 

我们就要遵守他所说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说了什么呢？ 

也许你还会暗自认为 

所有这些遵守命令的话题⋯⋯ 

听着很无聊， 

有些让人沮丧，我不喜欢这样。 

我们看一下第１１节耶稣所说的。 

这真是太奇妙了。看看。 

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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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两次提到“喜乐”。你在 

寻找喜乐吗？你当然想要喜乐。 

你想要内心深处长久的喜乐。 

耶稣说：“顺服我 

那不是只有沮丧、 

无聊和乏味。” 

把耶稣的命令实践出来， 

之后你找到的是喜乐。 

那么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最好从基督徒称作 

新约圣经的地方开始寻找答案， 

在那里我们能找到 

耶稣的话语和 

耶稣的发言人们的话语。 

你会发现，并且正确的明白， 

耶稣在那里对他的子民说话， 

并治理他的子民。那么当你翻开 

新约福音时你会看到什么呢？ 

你不会找到 

一张写满我们生活细节的单子。 

试想。 

你今天早上起来，我猜是这样。 

你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有几个决定要做，是不是？ 

我该穿什么衣服？你怎么决定？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会去打开圣经 

然后想：“好吧，圣经上 

告诉我该穿什么衣服的部分在哪来着？” 

我决定穿什么的方法是 

问我的太太。 

因为在我们开始交往后不久， 

我们第三次约会的时候 

我记得我曾很清楚地 

对她说： 

“我觉得我因为自己在公共场所的 

着装不当让你难堪了。” 

她说好极了， 

于是便给我改换了一下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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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这依旧是我决定 

穿什么的方法。但其他的事情， 

早餐吃什么？你不需要 

从圣经中找答案。 

但在圣经中寻找耶稣的命令时 

你发现了什么？ 

他为我们设了一些边界， 

一些很广阔的边界，他说： 

“这便是我要你生活的方式。 

这是你可以居住的领域。” 

但他想要我们 

在信心中成长。 

他想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 

他喜欢什么，他做些什么， 

他想要我们成长， 

自己做决定。我非常爱这一点。 

这真是充满了自由。 

但你或许还是会问：“好，这点我明白了， 

不过有没有具体些的？” 

那就让我以耶稣一个具体的命令 

来作为结束， 

在第１２，１３节里。 

这是耶稣说的话：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这里的重点是， 

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们 

在他离开后，他们当如何 

彼此照顾。 

他把所有这些关系、 

所有他们要做的 

归纳为一个简练的命令：要彼此相爱。 

把握这点异常重要，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成为一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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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于与耶稣之间个人的关系， 

这关系需要亲自的进入， 

但这并不代表个人主义。 

因为成为一名基督徒 

意味着你加入了一个家庭。 

我们亲自来到主面前 

他说：“来见你的弟兄姐妹。” 

这其中有互相的责任。 

耶稣说， 基督徒不能 

孤立的生存。 

他要我们彼此相爱。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彼此相爱？ 

让我告诉你对这个的错误理解。 

而且我觉得你会觉得这是个好消息。 

爱其他的基督徒 

不代表每当你遇到他们 

就要给他们大大的满是口水的吻。 

现在看看你周围的人。 

看看与你同桌的人。这样做合适吗？ 

你环顾四周，心想： 

“我可以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满是口水的吻， 

这太好了。”那样的话⋯⋯你就会逃跑了！ 

爱其他的基督徒 

确实表示我们需要关心， 

确实表示我们要怜悯其他的基督徒， 

但这里强调的 

是行动。耶稣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当你看到这本书里记录下来的 

耶稣的一生时， 

你看到耶稣一次又一次在行动上 

很实在地 

服事并帮助他的门徒们。 

当我们思索爱其他基督徒 

的意义时，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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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最终意味着什么呢？ 

圣经一遍又一遍的提到， 

贯穿历史， 

甚至在如今的社会， 

一种最好的爱基督徒的方式就是 

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与他们在一起，通过工作来服事他们， 

为了与他们见面，为了照顾他们， 

放弃自己的一些时间， 

那是相当充满爱的事情。 

另一件你在整本圣经中 

经常看到的事情是， 

基督徒通过给予金钱 

来彼此帮助， 

以这种方式彼此照顾。 

现在你或许会问： 

“所有这些事情，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耶稣所立的标准是 

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这就是耶稣所做的。 

耶稣即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作为对他的门徒爱的行动。 

我认为“牺牲” 这个词 

在我们思索如何爱其他基督徒的时候 

有很大的帮助。 

想想。在我们的社会里， 

人们紧抓不放的两件珍贵事物是什么？ 

我觉得是时间和 

金钱。牺牲又是什么呢？ 

是很昂贵的，是不是？ 

牺牲意味着放弃一些东西。 

意味着因为某件事情而不能做 

另外一些事情。 

为了爱我们在耶稣全世界大家庭中 

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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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要牺牲一些自己的 

时间和金钱， 

这样我们才可以 

把我们的时间和金钱 

浇灌到需要帮助的 

主内弟兄姐妹身上。 

注意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要强调一点， 

耶稣说，这一切是为了你的喜乐。 

不要听到这里，心想：“不是吧， 

怎么这么烦闷！”这些是为了我们的喜乐。 

耶稣说，这也是维持与他 

亲密团契的方式。 

这便是他所供应的： 

与耶稣亲近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 

而且他想要我们维持这样。 

如果我们把他的命令 

运用在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就能做到。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足够让你思考了。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桌边去 

讨论一下我刚才 

所讲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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