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小极限 
 

概观陈述： 

神一切的诫命都可以概括为：我们要爱神并且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展现对神的爱的主要方

法是通过爱上帝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邻舍”。若我们忽略了要去爱他人，神的爱就不在我们

里面了。 

 
基本概念： 

1.   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并且爱人如己；然而，律法最终在圣经中归纳于爱人如己这

句话中。 
2.   我们对神的爱是通过我们的顺服表现出来的，也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3.   倘若我们忽略了他人的需要，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4.   在我们里面最根本的神的形象就是付诸于行动地去爱人。 

 
预期效果 

1.   目前： 
a.   能够全面领会并且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课程的主要内容。 
b.   在接下来的一天中，计划并实行一个全新的，满有爱心的服事以回应神律法

中最根本的诫命。 
2.   将来： 

a. 认识到你在哪些方面忽略了别人的需要并为此认罪悔改，且从你最近新领受

的内容中委身去推进神的全部计划。 
b. 作为领袖去装备其他信徒来进行爱心的服事，将此作为他们门徒训练的一部

份，以遵行爱神和爱邻舍的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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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极限 
学员纲要 

I.          回顾 
 
 
 
 
II.        简介 
 
 
 
 
 
 
III.      主题经文：约翰一书 3:17 
 

A.        什么是爱神和爱人之间的关系？ 
  
 
 
B.        如果你只在乎属灵层面的需要，却不关心他人的物质及社交的需要，你能成

为门徒吗？ 
 
 
 
IV．    好撒玛利亚人: 路加福音 10: 25-37 
 
            A.         耶稣回答了哪两个问题？ 

 
 
 

B.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通常的答案是什么？ 
 
 

 
C.         耶稣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D.        耶稣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V.         这些爱的定律里都用了哪些词语？ 
 

A.        约翰福音 15:12 
 
B.         加拉太书 6:2 
 
C.        雅各书 2:8 
 
D         马太福音 22:36-40 
 
E.         路加福音 6:31 

 
VI. 什么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A.       马太福音 22:36-40 
 
B.        马可福音 12:28-31, 33 
 
C.        路加福音 10:27 
 
D.        马太福音 7:12 
 
E.         罗马书 13:9-10 
 
F.         加拉太书 5:13-14 

 
 
 
VII.      什么是神律法中“最小极限”? 
 
 
 
 
 
 
VIII.    了解“最小极限” 
 
            以下的这些经节如何阐明了为什么爱我们的邻舍这条诫命包括了“律法和先知的总

纲”？ 
 

雅各书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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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4:20-21 
  
 
 
耶稣对于祂门徒的期望是什么？服事最需要具备的美德是什么？这种品格是一种感

觉，一种责任，或是一个决定？盲目顺从律法和源于爱心的服事，这两者之间的差

别是什么？ 
 
马太福音 5:43-45 
 
 
 
歌罗西书 3:12-14 

 
 
 

约翰一书 4:16 
   

 
IX. 关键概念的巩固 
 
 
 
 
 
 
 
 
 
X.        应用计划 
 

A.        思考：今天你会如何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向你的“邻舍”表现神的爱？ 
 
 
 

B.         具体：四要素 
• 事件 
• 人物 
• 时间 
• 地点 

 
 

C．      和他人分享你的计划并且相互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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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极限 
 课程叙述  
 
圣经约翰一书 3:17 节问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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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爱神和爱人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若神的爱在我们里

面，我们就会去服事我们的弟兄，也就是我们那些有需要的邻舍。我们服事弟兄不仅仅是出于责

任，乃是因为神那怜悯的爱激励着我们。事实上，这节经文挑战到，倘若我们心中没有怜悯，也

不能展现神对那些破碎的人们在物质和社交层面需要上的关注，我们是否还可以成为耶稣的门

徒。反之，当我们确实地去服事我们周遭那些有需要的人时，这乃是我们里面神的爱流向那个

人。耶稣称门徒是以爱著称的人。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标志。请看祂在约翰福音 13:34-35 节中所

说的话：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去爱！从爱这一神的性格的极致表现，人们就能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

办公室、公司或市场中，我们都应象基督那样去爱。我们在爱中变得更象神，并且通过爱将神的

国度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好撒玛利亚人 

一个犹太律法师一次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智慧地回问他说，“律法上

写的是什么？”律法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

己。”耶稣肯定他回答的对，并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问了耶

稣第二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回答了他。 
 
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是圣经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比喻之一。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从一个城市下到另一

个城市。他在路上遭到抢劫、毒打，然后被丢弃在路上等死。有一个祭司看见这个被打的人，但

没停下帮助他。又有一个利未人也从这个受伤的人身边走过。也许他们急着赶路，也许他们害怕

强盗，亦或者假如这个人已经死了，他们不想因此而成为礼仪上不洁净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

理由，但我们知道他们没有伸出援手。随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这里，纵然他是一个被人看

不起，不信神及有着错误的宗教理论的人！虽然根据圣经，他的神学思想并不正确，但耶稣却认

为他行了当行的事。他停下来，包扎了那人的伤口，带他去一家客栈，并付了他住店所需要的费

用。 
 
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回答那个律法师的第二个问题，同时也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

答案都与爱有关，并且这两个答案都与我们意料中的答案有所不同。如果有人问我们，“我必须怎

么做才能得救？”我们通常都会给他看相关的圣经经节，并且带领他作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但在

路加福音 10:27 节却说道，“爱神和爱你的邻舍！”并且现在就“去照样行吧”。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多做少说！彰显神的爱。将神的怜悯和关爱带给那些破碎的人。”同样的，若有人问我们，“谁是

我的邻舍？”我们通常会回答他“邻舍”就是那些住在我们附近的人。“邻舍”指的是住在同一个社

区，相互帮助，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的人。但是在路加福音 10:37 节中并没有提到种族或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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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或地域位置上的相近。“邻舍”是神放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需要我们以实际行动去怜悯或

爱的人，当我们以实际行动去怜悯人的时候，我们也成为“邻舍”了。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好像要展开一场神学上的辩论？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不是行为！但倘若我们

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会通过爱我们的邻舍来展现我们与神的真实关系。(如果我们因为神学上的

辩论而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则可能会象马可福音 10:17-23 节中的富有的少年官一样。我们可能

在神学上是正确的，但我们可能抵挡了正是神要求我们所行的那件事：即向其他人展现神对他们

的爱和怜悯。) 耶稣特别用这个牺牲的爱的比喻作为祂对于如何承受永生这个问题的部份回答。 
 
用于爱的定律的词语 

爱的命令在圣经中出现了许多次。若我们查看新约圣经中五处关于“爱的定律”的经文，我们就能

够发现每一段经节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约翰福音 15:12 节中，耶稣告诉祂的门徒说“我的命

令”是要像祂爱他们那样地彼此相爱。加拉太书 6:2 节告诉我们若我们彼此相互担当重担，就完全

了“基督的律法” 。在雅各书 2:8 节中提到“至尊的律法”就是要爱人如己的命令。根据马太福音

22:36-40 节所述，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路加福音 6:31 节告诫我

们，我们若愿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如此待别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这被称为“黄金法则”。
在这五段经文中，有四节要求我们要爱人，一处命令我们要爱神和爱邻舍。 
 
新约中有六处的经文是神所有诫命的总结。它们被称为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其中三处经文可

归结为爱神和爱人如己。事实上，马可福音 12:29 节说到“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但其余三处新约经文却说神话语的总纲是要爱人如己，而省去了耶稣称之

为两者中最重要的一条。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呢？ 
 

爱神和爱邻舍 爱邻舍 

• 马太福音 22:36-40 • 马太福音 7:12 
• 马可福音 12:28-31, 33 • 罗马书 13:9 
• 路加福音 10:27 • 加拉太书 5:14 

 
为什么呢？也许神了解我们会认为当我们爱祂时我们就完全了律法，并且若我们爱神，其他就都

迎刃而解了，包括爱我们的邻舍。我相信神想要我们注意，强调若我们不爱邻舍，我们就不能真

正爱神。爱我们的邻舍是神想要我们表达对祂的爱的最主要的方式。爱神是我们最大的诫命，而

爱人如己则是爱神最大的表现方式。所以，爱我们的邻舍就是对于神所有命令最简单的归纳。事

实上，是神所有诫命总结的归纳。 
 
最小的极限 

在爱人如己这一条总结性诫命里，神已经把祂一切的诫命浓缩到最小的极限。最小的极限/不可或

缺的就是某事物最基本的概括。它是所有概括叙述中最简单的总结归纳。这里意味着一个概括性

的诫命：爱神及爱人如己，进而又压缩精简为最简练的表达形式：爱人如己。（如想更多了解最

小极限，可参阅本课程叙述的最后部分所提供的其他例子。） 
 



圣经的其他经节也证实了神诫命中这最小极限。雅各书 1:27 说到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

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约翰一书 3:17 指出若我们不尽所能地满足兄弟的需要,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

面。约翰一书 5:3 对爱的定义就是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通过遵行神的旨意来表现我们对天父的爱。 
 
我们爱人是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但是爱本身超越对律法的盲目顺从。爱不仅仅是一种责

任、感觉或是决定。我们对于他人的爱与服事应该源于神在我们里面塑造的那一颗爱心。哥林多

前书 13 章告诉我们，若没有爱，再大的属灵恩赐、巨大的信心、丰功伟业、慷概的行为，甚至是

殉道，都与我们无益。富于怜悯的爱的行动，是透过耶稣的门徒，带着反映出基督怜悯之心而行

出来的。这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

怒，不计算人的恶。爱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和忍耐。保罗总结道，爱是最大的，

爱是诫命中最小的极限！ 
 
很明显，神要我们用贯穿整本新约圣经中同样的纯正和动机来展现祂的爱。爱神放在我们生命中

的那些人，是我们向祂显明我们的爱的一个基本且实际的方式。事实上，我们若不爱人就不能爱

神。爱神最大的诫命，而爱人如己是最好的表现方式。因此，爱人如己是所有诫命的总纲，也是

神一切诫命中最小的极限。 
 
这点到底有多重要？请看马太福音 7:21-23 节记载的耶稣所说的话。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

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祢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

鬼，奉祢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

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我们需要明白天父的旨意！我们是否会错过祂真正向我们所要的关键呢？我们是否可能奉耶稣的

名行了伟大的事，但祂却不认识我们？耶稣在这段经文前的马太福音 7:12 节中做了一些说明：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

理。”这里再一次说明，这就是神所有诫命的概括。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们遵行祂的律法，祂的律法

就是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当怎样待别人。 
 
综上所述，约翰福音 13:34-35 节透过基督的命令将这点讲的很清楚，那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

爱，如同基督爱我们一样（这就是最小的极限），如此，世人就会认出我们是祂的门徒了!! 有人

曾经说大使命取决于最大的诫命。在马太福音 28:18-20 节，耶稣的大使命里，耶稣给祂的信徒权

柄，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教训他们遵守主的所有诫命。最大的诫命劝诫我们要爱神和爱人。爱是

独特的一条特征，并且正如主耶稣教导的那样，我们一切的教导都必须以爱为核心。爱是最基本

的，是必不可少的，是最小的极限。 
 
总结： 

• 神关注人们物质层面的需要，所以祂要祂的门徒也有同样的关注。 
• 爱邻舍也关系到我们的救恩。我们不是凭着行为得救。但是，若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爱邻

舍就能够显明神的爱。倘若我们忽略了他人的需要，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 我们的邻舍就是我们所遇到的人，他们有一些需要可以透过我们的服事来满足。换句话

说，当我们服事他们时，我们就成为他们的邻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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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术语来形容爱的定律：耶稣的命令，基督的律法，至尊的律法，最大的诫命以及

黄金法则。这些不同的术语相互补充，帮助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爱的定律有一个更广的认

识。 
• 神诫命中最基本的概括，也就是神律法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透过爱人来展现那在我们里面

的对神的爱。 
这个课程不应只是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应用！我们可以在遵行爱人如己这条神最根本的诫命上

一点一点的开始。我们可以先求问神哪些人是祂放在我们身边，要我们去爱的？我们能为他们做

哪些创新且实际的事？我们当怎样服事我们身边某个在物质或社交层面有需要的人？将你的想法

写下来会有帮助，将它分享给别人并就此一起祷告。 
 
主，我们相信遵行祢的旨意和被祢所认识与“爱人如己”是休戚相关的，而这方面在我们的生命中

体现得还不够。求祢帮助我们，使我们懂得如何能够遵行祢的旨意。求祢帮助我们，让我们象希

望别人爱护和对待我们一样爱护和对待别人。因着祢的怜悯和爱，帮助我们停下来、察看，并帮

助那些祢放在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破碎的人们。阿门。 
 
 
 
关于《最小的极限》的注释 
 
要想解释最小的极限，请看一些有经验的培训者所提供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 职责：考虑一下员工当做些什么才能履行合同，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得到薪

水？或者考虑一下人们在家里应做些什么才能把家管好并使家中的每位成员都满意？亦或

是考虑一下作为一位好公民最基本的是什么？这一系列的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好员工、好家

人或好公民的一系列的“最小的极限”。 
 

• 数学：考虑一下数学上的等式或分数。例如，化简 4/6 就是将两个数都分别除以 2，所得

的结果就是 2/3。2/3 和 4/6 在数值上是相等的，但是被化简了。我们不能再将 2/3 化简

了，所以，2/3 就是“最小极限”。 
 

• 生物：一个反对进化论的论点被称为“无法简化的复杂性”。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需要一定

最少数量的机体功能来存活：如呼吸，进食，等等。它同时也需要一定最少数量的机体组

织结构：如细胞壁，染色体，等等。这些最少的机体功能和机体组织结构都是如此复杂以

至于科学无法理解它们，但是它们却是最基本和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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