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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五月份教會統一查經 

經文﹕約翰壹書二章 28 節～ 三章 10 節             

主題﹕神的兒女與世人的分別 

查經目標﹕勸勉基督徒要珍惜被稱爲神兒女的尊貴地位, 在屬靈生命上越來越像主。 

建議程序﹕ 

一、 唱詩敬拜﹕                                                                    （二十分鐘）                                    

二、 禱告                                                                            （二分鐘）                                                                                            

三、 讀經                                                                            （一分鐘） 

四、 使用事先設計的問題 ，引起討論，帶動分享，以明白經文的真意，帶來心意的更新，激發生命的轉變 

                                                                                  （六十分鐘）                                                                                                                       

研經筆記要點 參考問題 

 
引言 

二章 28-29 節  住在主裏的益處 

● 使徒約翰在本章論到住在主裏有三条途徑： 

 

  1．遵守相愛的命令(二 5-8)。 

  2．常存起初所聽之真理(二 24)。 

  3．順從聖靈的引導(二 27)。 

 

  這三樣是互相關聯，互爲因果的。都有同樣的益處，叫我們與主更親

密，使仇敵無法加害。 

 

●「公義」是神的性情之一。行公義是神兒女屬神之性情的表現。不過神

的公義是與愛心相輔的。 

信徒與基督在屬靈生命方面如何

才能合一? 

聖經一方面告訴我們要讓基督住

在我們心裏(弗三 17)，另一方面

又告訴我們要住在主裏面。 

 

與主親密的結果是什麽? 

 

神的兒女一定要行公義嗎? 我們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行公義? 

 

在第三章,使徒從以下幾方面来比較神兒女與世人的分別: 

 

三章 1-3 節     神的兒女在生命和指望與世人的分別 

 

● 3:1神兒女尊貴的地位──現在 

使徒在這裏懇切地勸告信徒，要以自己的地位爲重。使徒深知信徒因愛

慕、追求或爭奪屬世的虛榮而失去聖別生活能力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未認識

神兒女地位之尊貴，不知自重，而甘心與世界同流合汙，這種情形跟以掃

輕看長子名分有些相似。 

 

 「我們也真是祂的兒女」這句話不但加強了上文的語氣。我們不是只在

地位上「稱爲神的兒女」，也該在實際生活上「真是神的兒女」。 

 

神兒女應有哪些特點和表現? 聖

經中有哪些經節注重神兒女跟世

人的分別? 

(出 11:7  林后 6:17) 

 
 

神把我們提升到何等的地位? 

我們是否珍惜這樣的地位? 

祂使我們成了祂自己的兒女。 

 
 

基督徒要怎樣在生活中做到與我

們的地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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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神」，他們既不認識神，自然

不看重作「神兒女」的地位。但我們決不可因此而去效法或羨慕世人，倒

該看重神的恩典和我們的地位，表現出該有的見證。 

 
 

 

 

● 3:2-3神兒女美好的指望──將來 

在這裏使徒再提另一樣信徒所特有的盼望。就是主再來的時候，我們必會

像主。雖然「將來如何，還未顯明」(参林前 15:35-41複活之形體)，但那

不過是像祂的榮耀的程度多少還未顯明而已！ 

 

我們今天在屬靈生命方面越像祂，將來在天上也越像祂的榮耀。而在「像

祂」的許多事上，最重要的是要潔淨自己像祂。(注:當時異端主張：肉身

犯罪是不會影響靈性的。) 

   

在這裏使徒似乎暗示他還未見過主真正榮耀之「真體」。他雖然曾見肉身

的主、複活的主，但未必「正如祂所是」的那麽榮耀。換言之，將來所要

見主的榮耀是比使徒異像中所見的更大。(參提前 6:14-16) 

 

 

信徒的生活是否會影響世人, 從而

使他們不認識神的慈愛? 

 

 

 

 

主給我們怎樣的盼望? 

 

 

 

我們若要像主,最重要是什麽? 

 

三章 4-7 節 神的兒女對罪惡態度上與世人的分別 

 

這幾節說明信徒在對付罪惡與行義這兩件事上與世人有完全不同的步驟、

標准和方法。並且由于罪惡的徹底解決，所以信徒不但成了被算爲義的

「義人」，且是「行義的」。在這裏論及信徒對罪方面有三點跟世人不

同： 

 

●  知罪的標准跟世人不同（三 4） 

 

這裏的不法當然是以聖經的話爲標准，但也包括違犯世界政府的律法。違

背聖經的話就是違背神的旨意，也就是犯罪。信徒對罪的標准是以聖經爲

准則─ 這才是神所承認的標准。世人不但犯罪，而且他們對罪的標准(什

麽算是罪)，也是神所認爲不合格的。 

 

基督徒對罪的標准是根據不改變的聖經。但世人對罪的標准是根據人自己

所定立的規則，而這些規則隨時會改變，或降低標准以迎合人的喜好。信

徒起碼不作世人觀念中認爲是犯罪的事，才不至羞辱主。 

 

●  除罪的方法跟世人不同（三 5） 

 

如果我們對罪的標准很高，卻沒有妥善的除罪方法，就比世人更苦了。但

 

 

這裏「凡犯罪的…」是指哪些人? 

 

是一種原則性的講法，不論是未

信主的人、是傳異端的假師傅、

是信徒，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

法，並無例外。 

 

 

按聖經罪的標准是什麽? 

 

基督徒對罪的標准跟世人有何不

同? 

 

 

這裏的「顯現」指什麽?  

 

 

使徒如何繼續第三節的意思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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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有世人所沒有的救法。這救法是借著主的「顯現」，爲罪受苦而

成功的。 

 

「在祂並沒有犯罪」─ 本句加強說明基督的降世受死不是因自己的過

失，而全是因著要除掉人的罪。 

 

 

 

 

●  勝罪的途徑跟世人不同（三 6-7） 

 

上─節(5節)只是勝罪的消極方法，而「住在主裏」才是勝罪的積極方

法。所有不能勝罪的原因無非是由于人離開主與主疏遠的原故。   

 

這裏「犯罪的」指不信的人，是與下句「行義的」對照。前者指不信的

人，後者指信徒。這「犯罪的」也可能指當時傳異端的人。注意七節的第

一句「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使徒寫信就是要提醒信徒，防備那些

誘惑人的，那些人本身就是「犯罪的」那類人。 

 

第七節「行義的」暗示當時那些傳異端的人，不是慣常行義的。他們雖或

能僞裝出一些義行，卻不是出于生命的。凡是僞裝的必都一定不能持久；

但出于生命的才是「慣常」的，傾向于義的。 

 

信徒? 

要潔淨自己, 不要受異端之誘惑。 

 

 

 

 

 

我們應該如何除掉罪?  

我們又該如何勝过罪? 

 

要是我們無論作什麽，在事前和

事後都把心思回到主那裏，或藉

禱告、或藉默想，保持與主不斷

的聯系, 就叫我們能勝過試探了。 

 

第 6節的「看見」是指什麽? 

屬靈的看見。意思是說一個慣常

犯罪的人，是根本未曾真正看見

過主、認識過主的。 

三章 8-10 節   神的兒女在生命與性情上與世人的分別 

 

●「犯罪的是屬魔鬼」，這是指生命方面的歸屬而說的。 

世人以犯罪爲樂，信徒犯罪卻覺得痛苦。前者傾向惡，後者傾向于善。所

以那些誘人的假師傅，自以爲屬靈高超，別有心得，卻在行事生活方面，

繼續犯罪，那就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了；因爲這正是屬魔鬼的兒女的表現。 

 

「因爲魔鬼從起初就犯罪」，也就是說，它向來就是犯罪的，犯罪從不改

變，從起初到如今它都在犯罪及引人犯罪，是這方面的「老祖宗」。我們

只有倚靠神的兒子「顯現」時所成功的救恩，才能勝過它。主的救恩不但

叫人脫離罪惡，並且除滅試探人的魔鬼的作爲。所有叫人犯罪的事，都是

魔鬼的作爲。(参创世纪) 

 

這「道」原文是「種」(sperma)，不是「話」，與太 13章 24節和彼前一

章 23節的「種」同字。這句與 15節「永生存在他裏面」對照，說明有永

生存在裏面的人，他們永生的「種」是不能「犯罪」的。 

 

「不能犯罪」指信徒內在之新生命是不能犯罪的。 

 

●恨弟兄的是屬魔鬼的 

 

 

信徒所有的生命和世人所有的生

命有何區別?  

信徒在生命上與世人有極大的分

別，世人所有的是屬魔鬼的犯罪

的生命，而信徒卻是從神生的，

也就是在生命上是屬神的，是不

犯罪的生命，有分于神聖潔的生

命(彼後一４)。 

 

 

 

爲什麽信徒偶然還會犯罪? 

因隨從肉體, 體貼舊生命的緣故。 

 

 

爲什麽說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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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之間彼此相愛，乃是信徒們與世人的最大分別，這是教會性的見證。

這是「從起初」自古至今，教會傳福音最有效的方法(約 13:35)。跟著使

徒舉出「該隱」的例子作爲警告，說明恨弟兄就是行惡而屬魔鬼，愛弟兄

就是行善而屬神。 

 
 
 

愛是神的性情，恨是鬼的性情。

既有神的生命，就不該表現像魔

鬼的行爲。因爲生命、性情、行

爲是密切相關的。我們既是神的

兒女，有神永生的生命在我們裏

面，就該活出神兒女的樣式。 

 

 

 

附錄 

 

A. 按聖經罪的標准是： 

   

1. 知善而不行的就是罪(雅四 17，二 9) 

2. 不信耶稣是救主就是罪(約三 18) 

3. 違背律法就是罪(約壹三 4) 

4. 凡不義的事都是罪(約壹五 17) 

5. 虧欠神的榮耀是罪(羅三 23) 

6. 不幫助無辜的人是罪(提後四 16，參利五 1) 

7. 隨從世俗順從魔鬼是罪(弗二 1-3) 

8. 各種私欲和不義的事都是罪(可七 21-23；羅一 24-32；加五

19-21)。 

 

B. 我們應該如何除掉罪? 

 

1. 接受主的除罪之法。 

2. 一犯了罪就要立刻求赦罪。有了赦罪的方法，竟不悔改求赦

免，真是罪上加罪。 

3. 不要遮掩罪惡，爲自己推诿辯護；要誠實認罪。 

4. 認罪悔改之後，不要再犯罪(約八 11)。 

5. 不要因爲犯了罪而灰心，自暴自棄。 

 

C.  聖經裏面對于基督的無罪和祂的受死是爲擔當人的罪，曾多方證明，     

如： 

 

1. 主自己的見證(約八 46，十八 23) 

2. 大祭司該亞法的見證(約十一 49-52) 

3. 賣主的猶大的見證(太二十七 3-6) 

4. 彼拉多的見證(太二十七 24-25；路二十三 22；約十九 1-16) 

5. 彼拉多夫人的見證(太二十七 19) 

6. 十架上的強盜的見證(路二十三 41) 

7. 使徒彼得的見證(徒二 22-36；彼前三 18) 

8. 使徒保羅的見證(林後五 21) 

9. 司提反的見證(徒七 52) 

10. 使徒約翰的見證(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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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先知的預言的見證(賽五十三 4-6) 

12. 施洗約翰的見證(約一 29) 

13. 神自己的見證(太三 17；可九 7；參林後五 21) 

14. 百夫長等人的見證(太二十七 54)。 

 

 

六、禱告﹕求主幫助我們能把今天所領受的教導，具體實踐在生活中。                       （五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