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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2 主日信息大綱 

西門, 你愛我麽? 
 

今日經文: 約 21:1-22, 約壹 4:7-21, 太 10:34-39, 西 3:12-17, 提后 2:24-26 

神最大權能的彰顯就在於愛, 魔鬼撒但絶不能模倣的也就是愛, 使人最快靠聖靈趕鬼恢復天國的也是愛. 愛能遮蓋

許多罪, 愛能趕逐一切的災難, 愛能召來天上地上永遠的祝福. 唯有愛才能聯絡全德, 唯有愛才能拯救`醫治`造就人. 

阿們! 目前, 無論被困於任何問題裏, 無論帶着任何禱告題目, 若首先恢復愛, 我們就發現問題很快挪開, 禱告很快蒙

應允. 若我們只願意, 在任何情況裏, 愛是可以作到的. 本週, 我們眞盼望: 我們與天父`主基督`聖靈之間恢復更完整

的愛, 我們與配偶`兒女`父母兄弟`肢體`親友之間恢復更完美的愛.  

  

在西門彼得的一生裏, 我們能發現我們的樣子. 他的蒙召就是我們的蒙召, 他的失敗就是我們的失敗, 他的轉機就是

我們的轉機, 他的見證就是我們的見證. 我們的主耶穌當時如何帶領了他的生命, 就是今日也是一樣如何地帶領我

們的生命. 主永遠無限的大愛顯明於他的一生裏, 同樣的大愛正在顯明於我們的日子裏. 當西門失敗的時候, 主安慰

他, 也呼召他; 當西門告白信仰的時候, 主稱讚他; 當西門軟弱的時候, 主扶持他; 當西門驕傲`血氣的時候, 主敎訓他; 

當彼得跌倒的時候, 主又來賜能力給他. 當他受苦難的時候, 就想起主的愛而喜樂了; 當他受委屈的時候, 就想起主

的愛而悅納了; 當他看見人的軟弱的時候, 就想起主的愛而包容了; 當他來到殉道之處的時候, 他就想起主的十字架

而感謝了. 我們也蒙受了主那豐盛的愛, 當我們被困於血氣`驕傲`競爭`跌倒的軟弱的時候, 我們也蒙受主那無人能

了解的特別的愛. 願我們也能成爲愛的化身, 愛的天使; 好叫我們在我們的家庭`敎會`親友中間彰顯能彰顯主耶穌

的愛, 能使矛盾變爲接納, 能使爭競變爲謙讓, 能使定罪變爲包容, 能使分黨變爲和睦. 阿們!  

  

1. 我們已看到最大的愛, 也正活在這愛裏!<約 21:1-22, 約壹 4:7-21>  

 1) 我們正活在神的愛裏! 神是愛. 神的愛是看得見`摸得着的, 也是能看見其能力和功效的. 我的生命本身就是從神

而來的愛, 我的父母兄弟`配偶`兒女就是神的愛, 永遠的同路人我的肢體們就是神的愛. 整個宇宙萬物, 就是神向我

們顯明的豐盛多彩的愛; 從互古到永遠的歷史, 就是神向我們述說的愛的故事了. 當我們遇見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時

候, 神那永遠`無限`無條件`聖潔的愛向我們大大顯明了.  

  

 2) 就像彼得所擁有每一個條件是蒙召`蒙愛`蒙重用的條件, 我們的所擁有的一切條件`關係`經歷也都是蒙召`蒙愛

的, 也將要蒙重用的! 每一個人都擁有着獨特的使命, 帶着榮神益人建國的終極目標, 在自己所擁有的關係`角色`職

業裏有心尋找的時候, 我們必定會發現主呼召我的使命, 也能得着主所賜的恩賜和賞賜. 每天早上`中午`晩上, 我們

帶着愛神順從神的心察驗的時候, 我們就能發現主爲我們所豫備的愛和恩典, 也能發現主爲我們每天所豫備的"愛

神愛人"的使命.  

  

 3) 然而, 我們生命裏尙未得醫治的有些屬靈問題, 使我們不能發現主在我們生命條件裏的大愛! 我們尙未認識基督

福音生命, 叫我們不能脫離內疚, 不能發現而享受主那永遠無限的大愛. 我們生命裏的貪心和野心, 叫我們不能滿足

神所賜的條件, 叫我們不能發現主所豫備豐盛的恩惠和慈愛. 我們生命裏的驕傲, 叫我們要求過於主爲我們豫備最

好的條件, 叫我們常常與人比較, 容易輕視別人或被困於自卑, 不能發現主在我們身上的大愛. 我們自私的生命叫我

們只追求自己的益處, 因此叫我們不能恢復主在我生命裏所安排的使命和恩賜, 所以我們不能得着主在我們事奉中

所賜的豐盛的慈愛和恩膏. 我們時常着急`慌忙的生命, 叫我們不能發現默然愛我們`醫治我們`造就我們的主那完全

的愛....  

  

 3) 唯有在基督裏, 我們才能發現那"在任何情況裏都能發現而享受, 也能作到"的眞愛! 祂因着愛, 願意撇棄榮耀尊貴

的寶座, 來到人間, 出生在馬槽裏, 作木匠, 成爲罪人`病人`窮人`卑微之人的親友, 洗他們的脚, 獻上自己全部的生命, 

代受審判`咒詛`刑罰, 被釘死於十字架, 被埋葬, 從死裏復活, 昇天, 恢復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 正活在基督徒生命裏, 

仍然服事萬民! → 無論我們的條件和情況是如何, 當我們得着與基督同死同復活的新造生命, 就能發現在我們生命

裏`也在條件情況裏所顯明的大愛<羅 8:31-39>, 而能享受祂的恩惠和慈愛, 也能在我們的條件裏發現那祂藉我們生

命要愛神愛人的內容, 而能發出祂的愛來服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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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我們發現了主在我生命條件裏的大愛和所豫備的恩賜, 決斷"要愛主愛人, 服事主, 服事人"的時候開始, 我們

才能眞正發現而享受主的恩惠和慈愛, 也能傳出主的愛!  

  

2. 每當發現我軟弱的時候, 十字架的愛就更向我們顯明!<太 10:34-39> 

 1) 主耶穌因愛我們, 叫我們遇見許多矛盾和掙扎的事! 主說, "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太

10:34>! 愛怎麽會帶來爭戰呢? 因爲愛不能接納罪! 神是愛, 也是義. 神愛自己所愛的, 因此要把自己所愛的子民從罪

`死`邪靈的權勢裏拯救出來, 並要永遠除滅撒但一切不義的作爲! 在我們脫離罪而恢復神的義的過程裏, 我們會遇

見有些試探和逼迫所帶來的爭戰. 當我們從罪`死`邪靈裏, 要拯救`醫治`造就人的時候, 也會遇見許多爭戰-- 當我們

傳福音的時候, 就與抵擋福音眞理的人發生矛盾/當我們勸勉聖徒全然順從神的時候, 就與不順從神的聖徒發生矛

盾-- 關係和相交越密切, 會發生矛盾的機會也越多; 爲人的代禱和負擔越重, 會遇到的衝突也越多; 對福音的認識和

經歷越深, 會遇到矛盾的對象也越廣!  

  

 2) 每當遇到我個人生命的軟弱和有限的時候, 主十字架的愛就向我顯明! # 每當西門彼得軟弱`跌倒的時候, 主包容`

敎導`安慰他, 也賜能力給他. = 在我們生命裏也有無數的經歷.  

  

 3) 每當遇到我與肢體之間的矛盾`掙扎的時候, 主十字架的愛就向我顯明! # 每當西門彼得與人比較`爭競`驕傲的時

候, 主溫柔的敎導他. 耶穌基督死而復活, 彼得經歷五旬節聖靈之後, 他完全改變了. 爲基督的身體`爲自己的肢體願

意獻上自己的性命. = 我們也過去有許多經歷了, 也正在被精鍊的過程中.  

  

 4) 在這軟弱裏蒙主愛的過程裏, 我們逐漸成爲"能餵養主的小羊"的屬靈工人! 

  

3. 主叫我們禱告, 叫我們恢復主的愛! <西 3:12-17, 提后 2:24-26>  

 1) 診斷: 到如今, 我發現了主在我身上的愛多少? 如何才能恢復的更多?  

  

 2) 察驗: 如何才能愛人如己, 能與人和睦, 在基督的愛裏一同成長呢?  

  

 3) 祈求: 在我的家族`敎會`親友`聯絡網裏, 求主使我能成爲愛的天使. 阿們!  

 

結束的話 

禱告 

 

禱告題目 

1) 診斷: 到如今, 我發現了主在我身上的愛多少? 如何才能恢復的更多? 我能看見我正活在神的愛裏麽? 在我生命

裏有哪些因素是叫我不能看見主豊滿的愛呢? 貪心? 驕傲? 自卑? 自私? 內疚? 整理一下: 到如今向我顯明的主的愛! 

特別回憶一下: 在我生命得醫治`成長的過程裏, 主如何憐憫`包容`忍耐`等候`醫治我了呢?  
  
2) 察驗: 如何才能愛人如己, 能與人和睦, 在基督的愛裏一同成長呢? 我願意接納與肢體一同學習`成長的過程裏必

會發生的矛盾麽? 每當遇到矛盾的時候, 我就基督裏尋找答案麽? 像主對待我一樣, 我也願意祝福`期待`包容`期待`

幇助`等候人麽?  
  
3) 祈求: 在我的家族`敎會`親友`聯絡網裏, 求主使我能成爲愛的天使! 檢討: 目前, 我家庭恢復主愛的情況如何? 有

沒有更要蒙恩的地方? 主賜給我如何的角色? 在我與小組`團契`敎會肢體之間的關係和來往上, 有沒有我需要更新

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