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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壹 2:28-3:24) 
 

吕振中译本 ESV MSG 

28如今小子们，住在主里面吧。这样，

主无论什么时候显现，我们总可以有

坦然无惧的心，在他御临的时候、不

至于羞愧而不接近他了。29你们既知

道他是义的，就深知凡行义的人都是

由他而生的。3:1你们看，父将何等的

爱爱了我们；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

女！我们也真地是。世人之所以不认

识我们，是因为没有认识他。2亲爱

的，我们现今是神的儿女；将来怎样，

还未显明；我们只知道他无论什么时

候显现，我们总会像他、因为我们必

见他，照他的真样子。3凡向他有这

指望的，就使自己清洁，像他那样清

洁。4凡犯罪的、就是行了不法之事；

不法之事就是罪。5你们知道主曾经

显现，是要把人的罪除掉∶在他里面

并没有罪。6凡住在他里面的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

他。7小子们，别让人领你们走迷了

路了；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像主是义

的；8犯罪的乃是出于魔鬼，因为魔

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

来，就是要毁灭魔鬼的作为。9凡由

神而生的不犯罪，因为神的种长存在

他里面∶他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

而生的。10凡不行义的、不是出于神；

不爱兄弟的、也不出于神∶在这一点、

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显出来了。
11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信息就是∶我

们应当彼此相爱；12不像该隐；出于

那邪恶者、而屠杀了他的兄弟。为什

么屠杀他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邪

恶，而他兄弟的行为却是正义。13弟

兄们，世人若恨你们，别以为希奇。
14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从死里越到生

Children of God 
28

And now, little children, abide in him, so 
that when he appears we may have 
confidence and not shrink from him in 
shame at his coming. 

29
If you know that he 

is righteous, you may be sure that 
everyone who practices righteousness has 
been born of him. 
3:1

See what kind of love the Father has 
given to us, that we should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and so we are. The 
reason why the world does not know us is 
that it did not know him. 

2
Beloved, we are 

God's children now, and what we will be 
has not yet appeared; but we know that 
when he appears we shall be like him, 
because we shall see him as he is. 

3
And 

everyone who thus hopes in him purifies 
himself as he is pure. 

4
Everyone who 

makes a practice of sinning also practices 
lawlessness; sin is lawlessness. 

5
You 

know that he appeared in order to take 
away sins, and in him there is no sin. 

6
No 

one who abides in him keeps on sinning; 
no one who keeps on sinning has either 
seen him or known him. 

7
Little children, 

let no one deceive you. Whoever practices 
righteousness is righteous, as he is 
righteous. 

8
Whoever makes a practice of 

sinning is of the devil, for the devil has 
been sinning from the beginning. The 
reason the Son of God appeared was to 
destroy the works of the devil. 

9
No one 

born of God makes a practice of sinning, 
for God's seed abides in him, and he 
cannot keep on sinning because he has 
been born of God. 

10
By this it is evident 

who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who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devil: whoever does not 
practice righteousness is not of God, nor is 
the one who does not love his brother. 

Love One Another 
11

For this is the message that you hav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we should 
love one another. 

12
We should not be like 

Cain, who was of the evil one and 
murdered his brother. And why did he 
murder him? Because his own deeds were 
evil and his brother's righteous. 

13
Do not 

be surprised, brothers, that the world hates 
you. 

14
We know that we have passed out 

of death into life, because we love the 
brothers. Whoever does not love abides in 
death. 

15
Everyone who hates his brother is 

a murderer, and you know that no 
murderer has eternal life abiding in him. 
16

By this we know love, that he laid down 
his life for us, and we ought to lay down 
our lives for the brothers. 

17
But if anyone 

has the world's goods and sees his brother 

Live Deeply in Christ 
28

And now, children, stay with Christ. Live deeply 
in Christ. Then we’ll be ready for him when he 
appears, ready to receive him with open arms, with 
no cause for red-faced guilt or lame excuses when 
he arrives.

29
Once you’re convinced that he is right 

and righteous, you’ll recognize that all who 
practice righteousness are God’s true 
children.

3:1
What marvelous love the Father has 

extended to us! Just look at it-we’r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That’s who we really are. But that’s also 
why the world doesn’t recognize us or take us 
seriously, because it has no idea who he is or what 
he’s up to.

2
But friends, that’s exactly who we are: 

children of God. And that’s only the beginning. 
Who knows how we’ll end up! What we know is 
that when Christ is openly revealed, we’ll see 
him-and in seeing him, become like him. 

3
All of us 

who look forward to his Coming stay ready, with 
the glistening purity of Jesus’ life as a model for 
our own.

4
All who indulge in a sinful life are 

dangerously lawless, for sin is a major disruption of 
God’s order. 

5
Surely you know that Christ showed 

up in order to get rid of sin. There is no sin in him, 
and sin is not part of his program. 

6
No one who 

lives deeply in Christ makes a practice of sin. None 
of those who do practice sin have taken a good look 
at Christ. They’ve got him all backwards.

7
So, my 

dear children, don’t let anyone divert you from the 
truth. It’s the person who acts right who is right, 
just as we see it lived out in our righteous 
Messiah. 

8
Those who make a practice of sin are 

straight from the Devil, the pioneer in the practice 
of sin. The Son of God entered the scene to abolish 
the Devil’s ways.

9
People conceived and brought 

into life by God don’t make a practice of sin. How 
could they? God’s seed is deep within them, 
making them who they are. It’s not in the nature of 
the God-begotten to practice and parade 
sin. 

10
Here’s how you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d’s children and the Devil’s children: The one 
who won’t practice righteous ways isn’t from God, 
nor is the one who won’t love brother or sister. A 
simple test.

11
For this is the original message we 

heard: We should love each other.
12

We must not be 
like Cain, who joined the Evil One and then killed 
his brother. And why did he kill him? Because he 
was deep in the practice of evil, while the acts of his 
brother were righteous. 

13
So don’t be surprised, 

friends, when the world hates you. This has been 
going on a long time.

14
The way we know we’ve 

been transferred from death to life is that we lov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yone who doesn’t love 
is as good as dead. 

15
Anyone who hates a brother or 

sister is a murderer, and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eternal life and murder don’t go together.

16
This is 

how we’v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experience 
love: Christ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us. This is why 
we ought to live sacrificially for our fellow 
believers, and not just be out for ourselves. 

17
If you 

see some brother or sister in need and have the 
means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but turn a cold 
shoulder and do nothing, what happens to God’s 
love? It disappears. And you made it dis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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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来，是因为我们爱弟兄。不爱弟兄

的、还住在死里面。15凡恨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凡杀人的、没

有永生存（与『住』字同字）在他里

面。16主替我们放弃了性命∶在这点、

我们就认识了爱了。我们呢、也应该

替弟兄们放弃性命。17凡有人有世上

养生之资，见他弟兄有缺乏，却关闭

着怜悯的心肠，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

里面呢？18小子们，我们爱人、别只

用话语了，也别只用舌头了，却要用

行为和真实。19在这一点、我们可以

知道我们属于真实；20就使我们的心

怎样责备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仍可自

安，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万

事。21亲爱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

们，我们在神面前就有坦然无惧的心

了。22这样，凡我们所求的，我们都

从他得着，因为我们守他的诫命，行

他眼中所喜欢的事。23我们要信神的

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

们的诫命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诫

命。24守神诫命的、住在神里面，神

也住在他里面。在这一点、我们就知

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由于他所赐给

我们的灵。 

in need, yet closes his heart against him, 
how does God's love abide in him? 

18
Little 

children, let us not love in word or talk but 
in deed and in truth. 

19
By this we shall 

know that we are of the truth and reassure 
our heart before him; 

20
for whenever our 

heart condemns us, God is greater than our 
heart, and he knows everything. 
21

Beloved, if our heart does not condemn 
us, we have confidence before God; 

22
and 

whatever we ask we receive from him, 
because we keep his commandments and 
do what pleases him. 

23
And this is his 

commandment, that we believe in the 
name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and love one 
another, just as he has commanded us. 
24

Whoever keeps his commandments 
abides in God, and God in him. And by 
this we know that he abides in us, by the 
Spirit whom he has given us. 

When We Practice Real Love 
18

My dear children, let’s not just talk about love; 
let’s practice real love. 

19
This is the only way we’ll 

know we’re living truly, living in God’s 
reality. 

20
It’s also the way to shut down debilitating 

self-criticism, even when there is something to it. 
For God is greater than our worried hearts and 
knows more about us than we do ourselves.

21
And 

friends, once that’s taken care of and we’re no 
longer accusing or condemning ourselves, we’re 
bold and free before God! 

22
We’re able to stretch 

our hands out and receive what we asked for 
because we’re doing what he said, doing what 
pleases him. 

23
Again, this is God’s command: to 

believe in his personally named Son, Jesus Christ. 
He told us to love each other, in line with the 
original command. 

24
As we keep his commands, 

we live deeply and surely in him, and he lives in us. 
And this is how we experience his deep and abiding 
presence in us: by the Spirit he gave us. 

 

分段﹕ 

1. 我们是神的儿女(2:28-3:10) 

2. 我们要彼此相爱(3:11-18) 

3. 当在神面前坦然无惧(3:19-24) 

观察、解释、应用﹕ 

我们是神的儿女(2:28-3:10) 

28孩子们哪，你们要住在基督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临的时候，在他面前

不至于惭愧。29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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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哪」再度提醒所有有属神生命的神的儿女们，生活的基本原则。「住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穿戴基督，别人看我们就好像看到基督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表现彰显基督的样式。如果生活表

现像基督有什么好处？可以坦荡荡的，而不怕主突然的再来而觉得羞愧。怎么会羞愧呢？自己觉得做得不

够，还有能力可以做得更好而不做。反过来说，如果自己已经尽心尽力，就好像使徒保罗向着标杆直跑，

为了要得到上面的奖赏一样，我们就可以坦荡荡没有任何畏惧了。基督有些什么属性？这里特别提到神公

义的属性。既然我们知道祂是公义的，真正属神有神生命的弟兄姊妹必定过行公义、好怜悯，正常基督徒

的生活。 

思想：「孩子们哪」对我有什么意义？我是真正神的儿女吗？怎么确认？自己怎么住在基督里？在生活上，

会有哪些表现不讨主的喜悦？有些什么习惯表现乃是神所喜悦的？如果现在主耶稣就再来，你的反应会如

何？坦然无惧？还是惧怕、惭愧？怎么知道自己是神所生的？ 

应用：发掘自己作神的儿女最缺欠的地方，订定计划开始改善。 

3:1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

的理由，是因他们未曾认识父。 
2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所知道的是：

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因为我们将见到他的本相。 
3凡对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是洁

净的一样。 

看哪！我们的天父多么的爱(爱加倍式的圣爱)我们，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爱(参弗 3:18-19)。称为神的儿女是

名分上的转变，从没有关系到儿女与父亲的关系。如果只是名分上的转变，有时没多大意义，就好像被领

养却没有真正被爱就没有亲情的实质。在教会中的基督徒被称弟兄姊妹，但是只有少数真正有亲兄弟姊妹

的亲密关系。天父与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名分上的，而是真正对我们的新生命新生活产生实际深厚积极的

影响力，所以说我们也真是祂的儿女。这种生命本质的改变，不是未信的人可以理解的。「亲爱的」这个

称呼再度出现。這個稱呼在約壹與約叁兩本書信中出現了 10次之多，可见使徒约翰对爱加倍式圣爱体会

之深切。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作神儿女的福分，未来的展望虽然并不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基督

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形体会改变从朽坏变成不朽坏(参林前15:35-54)，就好象主耶稣复活的形体一样。凡对

主耶稣有这个指望的人就会马上离恶行善、追求圣洁，把生活中所有一切不好的习惯都去除干净，继续不

断追求像主耶稣那样无暇无疵、完全圣洁。这里所说的「指望」有两种可能性：1. 盼望主的再来，2. 盼望

我们身体的改变从朽坏变成不朽坏的。 

思想：自己知道不同层次的爱吗？自己与一般不信的人有些什么不同？能确信是神的儿女吗？对将来能有

些什么盼望？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作用？ 

应用：自己有些什么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惯？选一、二件开始操练去除而过更新更讨主喜悦的生活。 

 
4凡犯罪的，就是做违背律法的事；违背律法就是罪。 

5你们知道，基督曾显现是要除掉罪；在他并没有

罪。 
6凡住在他里面的，不犯罪；凡犯罪的，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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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犯罪」不是指偶发一、二次的过犯，而是指习惯性的犯罪。而「违背律法」是指习惯性地作出不

法的事。「罪」希腊文ἁμαρτία是不中鹄的意思。也就是说过与不及都是罪！这一节所提到的罪过是不该

做的去做了，如偷窃、奸淫、贪婪、醉酒等等。不及是指好事该做而不去做如读经祷告、关怀探访、帮助

有需要的肢体等等。「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4:17)。如今虽然主耶稣已经与

我们另立新约而不再需要服在律法之下，但我们仍旧得服从圣灵的引领，生活在讨神喜悦的大原则下。主

耶稣，完全无罪的圣子，曾经亲自来到这个罪恶充满的世界上，完成了救赎世人的工作，解决了罪的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蒙祂的宝血洁净，就当对罪敏锐、远离过犯。「不犯罪」也仍旧指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如

果仍旧继续不断的犯罪就是不认耶稣基督为主，也就是说根本不是基督徒。 

 
7孩子们哪，不要让人迷惑了你们；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基督是义的。 

8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

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毁灭魔鬼的作为。 
9凡从神生的，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

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所生的。10这就显明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了。凡不行义的，

不是出于神，不爱他弟兄的，也是如此。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分辨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魔鬼？当然，如果有分辨的能力也

就不容易受别人骗。「行义的」指生活的指标经常以神的话语为准则的人。真正的信主成为「义人」的人

绝对会十分珍惜这宝贝新生命的身份而追求讨神的喜悦、过圣洁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好像主耶稣在世时

一切听从天父的旨意、完全顺服、无可指责的义人一样。习惯于犯罪而经常活在罪中的人不是神的儿女而

是魔鬼的儿女，因为魔鬼是一切罪的源头。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就是受到魔鬼的诱惑而开始的。不过主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解决了罪的问题。从神生的是指经过圣灵的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有了永远属神的生

命。这样的弟兄姊妹不会继续不断地犯罪，因为主耶稣自己的话语在他们心中产生作用、继续不断生根建

造，去除不属主的渣滓。 

思想：你最容易被什么迷惑？如何防备？你怎么确认自己是属主的？如果你不爱你团契中某一位弟兄姊妹，

你觉得主会喜悦吗？ 

应用：的时间。 

我们要彼此相爱(3:11-18) 

11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 
12不要像该隐；他是属那邪恶者，杀了自己的弟弟。

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而弟弟的行为是正直的。 

【约壹三 11】「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原文直译〕「因为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信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原文字义〕「应当」为的是，那就是(连接词)；「彼此相爱」互相对待；「起初」起头，开端；「命令」

信息。 

    〔文意注解〕「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不爱弟兄的，既然是不属神的(参 10节)；我们这属神的人，当然

应当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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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意指从信主之初就已经听见过的话语信息(参二 7)，这是一种相

对的说法，即他们听见『彼此相爱』的教训，比异端假教师所给的教训更早。 

    〔话中之光〕(一)正如「恨」是世人的标志(参13节)，「彼此相爱」乃是信徒的标志(参14节；约十三 35)。 

          (二)基督徒从一得救之后，就应当一面传扬「彼此相爱」的信息，一面也行出「彼此相爱」的见证。 

【约壹三 12】「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甚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

弟的行为是善的。」 

    〔原文直译〕「不要像该隐；他是属于那邪恶者，谋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谋杀他呢？因为他的行为邪

恶，而他兄弟的(行为)却是义的。」 

    〔原文字义〕「那恶者」坏人，邪恶的人；「行为」行事，作为，工作；「恶的」邪恶(原文与「那恶者」

同字)；「善的」公义，义人。 

    〔文意注解〕「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嫉妒

而杀害弟弟亚伯(参创四1~8)；『属那恶者』意指出于那恶者，相当于『魔鬼的儿女』(参 10节)。 

          「为甚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本句指出该隐杀他兄弟的动机乃是

出于嫉妒，兄弟的良善突显出自己的邪恶。他自己的行为之所以是恶的，乃因他不接受神『用皮子作衣服

以遮盖人犯罪后的羞耻』(参创三 7，21)之启示，而想凭自己努力的结果(参创四 3)来讨神的喜悦；亚伯的

行为之所以是善的，乃因他顺服神的启示，献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参创四4)，意即献上基督代死的

功效。 

    〔话中之光〕(一)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约八 44)，不仅杀人者是属魔鬼，连恨人者也是属魔鬼(参15节)。 

          (二)在黑暗的世界里，不能容许善行存在，难怪许多机关团体，洁身自爱的人不受欢迎，有时甚至会

被陷害。 

13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惊讶。 
14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爱弟兄。没有爱心的，

仍住在死中。15凡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住在他里面。 
16基督为我

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17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关闭了恻

隐的心，神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呢？ 
18孩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以行为和真诚

表现出来。 

【约壹三 13】「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希奇。」 

    〔原文直译〕「我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希奇。」 

    〔原文字义〕「恨」憎恨；厌恶；「以为希奇」惊奇，诧异。 

    〔文意注解〕「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世人恨我们的原因如下：(1)因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参 12节)；

(2)因我们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参弗五 11)；(3)因他们可耻的行为被我们的光显明出来(参弗五12~13)。 

          「不要以为希奇，」意指世人恨基督徒乃是理所当然的正常情形。 

    〔话中之光〕(一)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提后三12)，这是基督徒的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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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督徒若不被世人所恨，反受他们欢迎，倒要以为希奇。 

【约壹三 14】「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原文直译〕「我们知道我们因为爱弟兄，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不爱弟兄的，仍住在死里面。」 

    〔原文字义〕「晓得」看见，察觉；「出」离开，搬迁；「入」到，在…里；「爱心」慈爱，亲爱(agapao)；

「住在」长存，居住，安家。 

    〔文意注解〕「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意指爱弟兄的表

现乃是一个凭据；『出死入生』指从属灵的死亡中活过来(参弗二 1，5)，而进入生命的领域中。 

          「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仍住在死中』意指虽然已经重生，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却仍旧凭「老

我」的生命活着，也就是活在死的光景中(参启三1)。 

    〔话中之光〕(一)「爱」是神生命的特质，难怪刚刚蒙恩得救的信徒，特别觉得弟兄姊妹们非常可爱。 

          (二)「恨」是死行(参来六1)中主要的一个项目；「爱」则是新生命要道中最大的一项(参林前十三 13)。 

          (三)若要知道一个基督徒是否靠神的生命而活，只要看他是不是爱弟兄。 

          (四)正如拉撒路当日虽因主的声音而活过来了，但若尚未从坟墓出来，并且还被裹尸巾包裹着，他就

仍住在死中(参约十一43~44)；同样的，基督徒若没有爱心(即仍被恨所包裹)，就仍住在死中。 

          (五)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八 6)。 

【约壹三 15】「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原文直译〕「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并且你们知道，凡杀人的，就没有永远的生命住在他里面。」 

    〔原文字义〕「恨」憎恨，厌恶；「杀人的」谋杀者，杀害别人的；「晓得」看见，察觉；「永」永远

的。 

    〔文意注解〕「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恨他弟兄』指内心向弟兄怀怨、厌恶、愤恨；『就是

杀人』怀恨乃是心中怀着一把刀，虽然在外面并未实际杀人，但在主看来，等同杀人(参太五21~22)。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杀人的』指恨人的(参上句)；『没有永生存在他里

面』意指没有让那永远的生命自由的在他里面居住、活动、号令。 

    〔话中之光〕(一)恨人是杀人的起点，杀人是恨人的极点；藏在内心里的恨意，若不消除，终会导致外面

杀人的行动。 

          (二)对得罪自己的人心怀仇恨，这仇恨就会在我们里面成为毒瘤，最终会毁灭我们。 

          (三)人若常怀仇恨之心即表示没有神的生命、并且结局非常可怕(参二9，11)。 

          (四)基督徒的里面虽然已经有了永生，但有可能行事不理会里面的永生所给的感觉，这就仍像外邦人

一样，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参弗四 17~18)。 

【约壹三 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原文直译〕「因祂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了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们舍命。」 

    〔原文字义〕「舍」放下，放弃，安放；「知道」认识，明白，晓得。 



7 

 

    〔文意注解〕「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舍命』指牺牲自己；『何为爱』指爱的定

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林前十三5)，是对所爱的人无私的施与，而不望对方的回报。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为弟兄舍命』并非指真的为弟兄而死，而是指甘心乐意与弟兄分享生命

所拥有的(参17节)，亦即愿意为弟兄而活。为别人而死，死了就了了；为别人而活，相当不容易，因为须

要顾到别人的感受，甚至须要放下自己的愿望，而以别人的愿望为优先。 

    〔话中之光〕(一)主为我们舍命的爱，乃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榜样；彼此相爱的表现，就是肯为弟兄牺牲

自己，不求回报。 

          (二)只有甘心乐意的付出，而不望别人偿还的人，才懂得爱的真谛实意。 

【约壹三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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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直译〕「任何人若拥有世上养生之物的，看见他弟兄有需要，他却向他塞住(怜悯的)心肠，神的爱

怎能住在他里面呢？」 

    〔原文字义〕「财物」养生的，生计，产业；「穷乏」有需要；「塞住」关闭，闭塞；「怜恤的心」内

脏，强烈的情感；「爱神的心」神的爱；「存」住在，居留，长存。 

    〔文意注解〕「凡有世上财物的，」『有』字是与下句的『穷乏』相对，故不一定是指富有，而是指有

没有的有；『世上财物』指存活在世上所需的养生之物。 

          「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穷乏』意指没有，即表示已到了能否继续存活的关头；『塞

住怜恤的心』意指不理不睬。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爱神的心』按原文是『神的爱』(参二5)，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单

方面的施与，而不求回馈；『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意指这样的人里面不可能有神的爱，也就是他活着不像

是从神生的。 

    〔话中之光〕(一)看见弟兄姊妹缺乏身体所需用的，却无动于衷，这种人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所以是死

的(参雅二14~17)。 

          (二)神把别人的需要摆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亲眼「看见」了，用意是要我们里面有所回应；「视若

无睹」并不是一个真信徒所该有的态度。 

          (三)若非神的同情体恤，就没有一个人能蒙恩站立神面前(参来四15)；如今这个同情体恤的心肠就活在

我们的里面，我们怎能硬心置之不理呢！ 

          (四)神的爱心的特性就是主动的去爱人；我们绝不能把神的爱关闭在里面，不让它爱及于人。 

          (五)要增加爱神的心的方法，就是爱弟兄；怜恤穷乏的弟兄，就能激发自己爱神的心。 

【约壹三 18】「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原文直译〕「我的小孩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或在舌头上，却要在行为和真诚上。」 

    〔原文字义〕「小子」小孩，孩子；「相爱」亲爱，慈爱(agapao)；「言语」说话，讲道理；「舌头」说

方言，弄舌；「行为」行事，作为，工作；「诚实」真实，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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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意注解〕「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只在』意指除此之外，还要加

上；『在言语和舌头上』意指用言语来表达爱心，亦即口头上示惠、表同情。这项行动并非不须要，有时

能对人产生很大的激励，但我们不能仅止于此，而须加上实际的帮助。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行为』指爱心的实际行动表现，包括身体的照顾、财物上的济助等；『诚

实』指真心关怀。 

    〔话中之光〕(一)相爱不仅要在言语上，且要在行为上；不仅要在舌头上，且要在诚实上。言语若没有行

为，便显得空洞；舌头若没有诚实，便显得虚假。 

          (二)有时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是出于假冒伪善的动机和态度，所以爱心的言行必须出自内心的诚实、

真诚，神的爱在人里面才算是完全的(参二5)。 

          (三)「诚实」又可译作「真理」；信徒要在真理里相爱(参约贰 1~2)，切切不可爱那不合乎真理的异端

假教师(参约贰10)。 

思想：气氛？ 

应用：的时间。 

当在神面前坦然无惧(3:19-24) 

19从这一点，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出于真理的，并且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安心， 
20即使我们的心责备自己，

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 
21亲爱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 

22我们

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约壹三 19】「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原文直译〕「并且藉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而且我们的心在祂面前可以安然。」 

    〔原文字义〕「属真理的」出于真实的，发自诚心；「心」心肠，内心；「安稳」深具信心，说服，安

心。 

    〔文意注解〕「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属真理的』真理与虚谎相对(参二4，21)，而虚谎乃出

自魔鬼(参约八44)，故属真理的即指属神的。 

          「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指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意指向神

坦然无惧(参21节)。 

    〔话中之光〕(一)真诚的爱心印证真理，真理引导并产生真诚的爱心，彼此相辅相成。属真理的必然有真

诚的爱心行为。 

          (二)无亏的良心才能保守真道的完整(参提前一19)，也才能在神面前安稳、宁静。 

【约壹三 20】「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原文直译〕「即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当知)神比我们的心大，并且祂知道一切的事。」 

    〔原文字义〕「责备」谴责，归咎；「大」更打，伟大；「知道」认识，明白，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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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意注解〕「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我们的心』指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指良心有所不安与

定罪，有时候我们的良心若过敏，可能会接受撒但的控告，而产生了错误的感觉。 

          「神比我们的心大，」良心乃是神所放在人里面的一个自我管制的功能，只不过是神的代表，所以神

比我们的良心大。 

          「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一切事』指超出良心所能判定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指神无所不知。 

    〔话中之光〕(一)良心乃是辅助管理人间事物的机关；世人虽说他们作事凭良心，但他们的良心并不可靠。 

          (二)人会错，但神永不会错；神知道我们的每一实际情况，所以祂的判断完全正确。 

【约壹三 21】「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原文直译〕「亲爱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原文字义〕「坦然无惧」放胆明说，率直交代。 

    〔文意注解〕「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的心』指我们清洁的良心；『不责备

我们』指良心不定罪我们自己。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信徒的良心若因软弱而定罪我们自己，尚且因神知道一切的真情而可以

安然，更何况良心不定罪，岂不更有把握，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前(参来四16)？ 

    〔话中之光〕(一)认识神的人，一面凭良心在神面前行事为人(参徒廿三 1)，一面放胆信靠神的睿智和宏

恩，毋须向祂恐惧战兢。 

          (二)凡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蒙洗净(参来十22)，所以只管坦然无

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坐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四 16)。 

【约壹三 22】「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祂得着；因为我们遵守祂的命令，行祂所喜悦的事。」 

    〔原文直译〕「并且凡我们所求的，我们就从祂领受，因为我们遵守祂的命令，行祂看为喜悦的事。」 

    〔原文字义〕「求」祈求，要求；「得着」领受，拿着；「遵守」保守，看守；「命令」诫命，条规；

「喜悦」合理的，喜欢。 

    〔文意注解〕「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祂得着，」『一切所求的』指一切合理的祈求；『从祂得着』

指得着祷告的答应。 

          「因为我们遵守祂的命令，行祂所喜悦的事，」『因为』说出祷告得答应的先决条件；『祂的命令』

指信靠主名又彼此相爱的命令(参 23节)；『行祂所喜悦的事』指惯常遵行神的旨意。 

    〔话中之光〕(一)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太七8)。 

          (二)神乐意垂听属祂之人的祷告(参约十四13~15；十五7)，但属神的人也当全心遵行祂的旨意。 

          (三)神所喜悦的事就是：住在主里面，行义且彼此相爱(参 6~7，10~11节)。 

思想：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属真理的？ 

应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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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神的命令就是：我们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24遵守神命令的，

住在神里面，而神也住在他里面。从这一点，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由于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總括的說，神要我們什麼呢？祂要我們「信祂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指接受祂儿子耶稣基督作唯一的救主、

生命的主宰，「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 4:12)

除此以外，还要「彼此相爱」。也就是说「信」與「爱」是不可分割的！当一个人信耶稣成为教会的肢体

后，他的生命与教会其他的肢体连接到同一个生命的源头主耶稣基督。所以彼此相爱是生命的互动、互相

得造就。当我们持续不断殷勤地遵行神的命令时，神的荣耀借着这些愿意被祂使用的器皿而显露。神也喜

悦我们这般的顺服而更加与我们同行！当然，当我们信主耶稣时，圣灵已经永远内住在我们心中，不过完

全被圣灵管理控制、被圣灵充满却是每天每时每刻的功课。 

思想：「信祂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到底有些什么意义？「彼此相爱」容不容易？什么时候最不容易？为什

么？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住在主里面？怎么知道神也住在自己里面？ 

应用：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请你现在就告诉小组长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赎主、生命的主。让他带

领你信主、作决志的祷告。已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对任何人有嫌弃或有成见，计划在两、三个星期内与

对方化解之间的成见问题。如果你从来不曾感受到圣灵的催逼或引领，请多多花时间安静（每天至少 15

分钟）在神面前称颂、赞美、感谢，与神建立更亲密互动的关系。看看几个星期后是不是比较能够体会到

圣灵的感动或催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