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翰壹書（5:1-21） 

神的生命 
 

1. 信心與愛心（1-5） 

5: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5:2 我們若愛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 

5:3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5: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5:5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 

 

1「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約翰福音裏面提到「約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

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和「約 1:12,14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

有真理。」所以這裡的「信耶穌是基督」不但相信耶穌就是那位將來統治世界的彌賽亞，也相信祂

是神的兒子，是宇宙的創造者，是道，祂成了肉身來到世界。不但理智上相信，也在行動上接受祂

作我們的主、我們的神。有這樣的信心，就能得到神所賜的新生命（重生），成為神的兒女。這個

生命使我們能夠活出神的形像來，能夠彰顯出神的公義、聖潔、慈愛。這個生命使我們能夠愛神，

也能夠愛其他的神的兒女—「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2-3 約翰在第三節裏清楚的告訴我們「愛神」和「遵守祂的命令」是不能分的。一個愛神的人一定

會遵守祂的命令，而遵守神命令的人也就是一個愛神的人。參約 14:23-24「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本節的「誡命」是複數，代表耶穌一切的吩咐

，自然也包括「彼此相愛」在內。因此一個愛神的人也應該會愛主內的弟兄姐妹。約翰在第 3 節末

了特別強調神的誡命不會成為我們的重擔（burdensome 難守），因此「彼此相愛」並不是那麼難做

到的事。 

 

4-5「因為」表示前一節的「遵守誡命」就是「勝過世界」。因為我們有神的生命，所以能夠遵守

祂的命令，也因此能夠勝過世界。有時基督徒不遵守神的誡命（軟弱跌倒），主要原因就是被世界

引誘離開神。參約壹 2:15「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勝過世界」乃是現在式，表示我們得勝的生命彰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勝了世界」乃是完成

式，表示我們當初信主得救的信心（5 信耶穌是神的兒子）已經勝過了這個世界。這個信心使我們

得到了這個得勝的生命，因此我們現在的得勝乃是這個信心的延續。 

 

請與組員分享討論下列詞句的意義﹕  

 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1,5, 參約 20:31, 1:12,14） 



 愛神與遵守祂的命令（2-3, 參約 14:23-24） 

 難守（3） 

 勝過世界（4, 參 2:15） 

 勝了世界（4） 

請與組員分享討論下列生活應用的問題﹕  

 我愛神嗎？我是否從心裡自發性的愛神？ 

 我愛弟兄姐妹嗎？有什麼弟兄姐妹是我不愛的嗎？ 

 我覺得神的命令難守嗎？最難遵守的命令是什麼？為什麼？ 

 世界對我最大的誘惑是什麼？它對我有什麼影響？ 

 

2. 三個見證人（6-8） 

5:6 這藉著水和血而來的，就是耶穌基督；不是單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5:7 並且有聖靈作見證，因為聖靈就是真理。 

5:8 作見證的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6-7 本段可能是約翰壹書裡面最難解的一段經文，主要就是如何解釋「水」、「血」、和「來」是

什麼意思。解經家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一般較為人接受的解釋認為「水」代表耶穌受洗，「血」代

表耶穌受死。耶穌受洗時聖父聖靈都出現，見證祂是神的兒子，似乎與第 7 節吻合。祂釘死時，遍

地黑暗、磐石崩裂，百夫長也說：「這真是神的兒子了！」（太 20:54）也見證祂的身份。按這種

解釋，「來」就是顯明的意思。 

 

另外有人認為「來」應該照字面解，就是耶穌藉著馬利亞降世為人，祂的出生和一般人一樣，因此

有水與血伴隨。因此再次強調耶穌乃是真正的成為肉身來到世界，和一般人完全一樣。祂的受孕，

受洗，復活都有聖靈的參與，因此聖靈也見證祂的身份。 

 

7「聖靈就是真理」意即聖靈的本性就是真理，因此祂所說所作的也都完全合乎真理。主耶穌在世

常稱聖靈為「真理的聖靈」（約 14:17, 16:13）。 

 

8「也都歸於一」就是這三方面的見證都是一致的。 

 

請與組員分享討論下列詞句的意義﹕  

 「水」、「血」、「來」（6） 

 聖靈作見證（7） 

 聖靈就是真理（7） 

 三樣也都歸於一（8） 



請與組員分享討論下列生活應用的問題﹕  

 我曾經為耶穌作過見證嗎？我的見證和這裡所說的見證有什麼異同？ 

 我和聖靈的關係親密嗎？我能體會聖靈就是真理嗎？ 

 

3. 父為子作證（9-12） 

5:9 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神的見證更該領受（該領受：原文是大）了，因神的見證是為他兒子作的。 

5:10 信神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裏；不信神的，就是將神當作說謊的，因不信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 

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裏面。 

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5:13 我寫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9「人的見證」可以指一般生活中人與人間的見證。這裡也可以指使徒們的見證，因為是對信徒說

的。不論如何，如果我們能夠接受人的見證，那對於神的見證豈不更應接受嗎？因為神的見證一定

比人的見證更有力，更真實。神的見證就是為耶穌基督所作的，證明祂的兒子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

來到世界。父神在耶穌受洗和登山變像時都發聲為祂作見證。 

 

10「信神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裏」信神的兒子就是相信神對祂兒子所作的見證，接受祂作我

們的主、我們的神，這見證也就存在我們心裡。反過來說，不信神的兒子就是不信神，因為他不信

神為耶穌所作的見證。約翰說這些人其實就是認為神是在說謊話。 

 

11-12 這個見證具體的表現就是「永生」，就是神的生命。我們什麼時候接受主耶穌（信主，約

1:12），就什麼時候得到這個永遠的生命，而且只有在接受耶穌的時候才能得到。 

 

13「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可見一個人是否有永生是可以知道的。換句話說你自己可以體會生

命是否有所改變，是否能夠和神彼此相交，是否有愛在你心裡，是否能夠彼此相愛等等。 

 

請與組員分享討論下列詞句的意義﹕  

 人的見證與神的見證（9） 

 見證在他心裡（10） 

 將神當作說謊的（10） 

 見證與永生（11） 

 永生與生命（12） 

 永生與神子（11-12, a package） 

我是否有神的見證在心裡？為什麼有人會不相信神的見證？ 

我什麼時候得到永生？這永生對我有什麼意義？ 



一個人是否可能只要永生而不要神子？我是否「知道」我有永生？ 

 

4. 禱告蒙應允（14-17） 

14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15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16 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神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求. 

17 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罪. 

 

14-15「照他的旨意求」很多時候我們禱告不蒙應允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就如一個小

孩向父母要玩火柴，父母一定不會答應。另一方面，神的智慧遠遠高於我們的智慧，他又是愛我們

的天父，他知道什麼對我們最有益處，因此我們如果按照他的旨意祈求的話，他必定會垂聽。這也

是我們的信念（confidence, 這裡翻為坦然無懼的心）。 

任何明白神的旨意？可以參考羅 12:2。 

 

你的小孩是否無論求什麼，你都會給他們？什麼情形下你才會答應他們？ 

什麼樣的禱告才會蒙應允？（14）我是否有這樣的確信？（confidence） 

我如何明白我父母的心意？如何才能明白神的旨意？（羅 12:2） 

我是否明白神的旨意？我是否想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為什麼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與我的心意不合時，我會怎麼做？ 

 

16「至於死的罪」人難免會軟弱，有時會跌倒犯罪。而人一旦犯罪就與神有了隔閡，也就是死（死

的意義就是分離，對基督徒來說就是暫時與神失去了相交）。在一般狀況下（不至於死的罪），我

們看見弟兄跌倒時應該去扶持他，為他禱告。這裡說「神必將生命賜給他」，就是神會赦免他的

罪，恢復與神的關係。如果他犯的是至於死的罪，約翰認為不當為這罪祈求。 

17「凡不義的事都是罪」從屬靈的意義上來說所有的罪都是罪，而罪的工價乃是死。但對基督徒來

說，我們已經有永生，因此不至於永遠的與神隔絕。所以這裡的「死」有些解經家認為乃是指肉體

的死，而不是靈魂的死。因為對基督徒來說，有些罪的懲罰乃是肉體的死亡。參林前 5:5『要把這

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肉體，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11:30『因此，在你們

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當你看見自己的家人走路跌倒時，是否會主動將他們扶起來？ 

我曾否在教會的弟兄姐妹軟弱跌倒時扶持他們？如何扶持？ 

約翰教導我們如何幫助弟兄？神的應許是什麼？（16） 

這應許是根據什麼來的？（14） 

什麼是至於死的罪？什麼是不至於死的罪？（林前 5:4-5） 



我能否分辨弟兄所犯的罪是那一種罪？ 

如果不能分辨時，我當如何做？ 

 

5. 屬天的保障（18-21） 

18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作那從神生的必保護他),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 

19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20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裡面,就是

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21 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 

 

18『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參約壹 3:6,9。這裡的犯罪乃是繼續不斷的犯罪，甚至沉迷於罪中之

樂。但基督徒既然有了神的生命，而這生命是一個不會犯罪的生命，因此就不會像得救之前的光

景，繼續不斷的犯罪，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同性戀？）。 

『那從神生的必保護他』很多時候基督徒會跌倒是因為魔鬼的試探或攻擊。但這裡應許我們，那從

神生的必保護我們，就是主耶穌基督會保護他的羊（參約 17:12,14,17; 14:16），魔鬼『也就無法害

他』，就是無法讓我們永遠的留在罪中。 

 

你是否會因汽車有保險而去撞車？ 

為什麼從神生的不會繼續犯罪？犯罪的滋味如何？ 

我會否享受罪中之樂？如果我很享受罪中之樂，代表什麼情形？ 

那惡者為什麼無法害我們？基督如何保守我們？ 

我是否把握這個應許？是否經歷這個應許？ 

 

19『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不信的人以為自己是主人，可以掌控一生的道路，其實整個世界都

是被魔鬼控制的，每一個不信的人都是屬他的。主耶穌稱魔鬼是『世界的王』（約 14:30） 

 

為什麼我們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屬神和屬世的區別在那裡？ 

我是否知道我是屬神的人？ 

我是否與世人不同？我的目標、價值與不信主的同事、朋友有何不同？ 

我的親友是否可以從我身上看見神？ 

 

20『將智慧賜給我們』這智慧不是屬世的智慧，不是所謂的『心靈雞湯』之類的智慧（參林前 2:6-

7），乃是『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智慧，就是認識神的智慧。這裡的認識乃是指有親密的個人

關係，不只是頭腦或知識上面的認識。 



『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裡面』就是在耶穌基督裡面。參 2:5,6,24,27,28; 3:6,24; 4:13,15,16。這裡用

『真實 true』來形容主耶穌，乃是強調真理就在他裡面，沒有任何虛謊的存在。參 2:21-22。 

『這是真神,也是永生』這是一個極其有力的宣告。約翰毫不含糊的指出，主耶穌就是那位真神，

就是我們的生命（永生）。 

 

21『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約翰提醒我們，要時常警醒，因為我們乃是與魔鬼時時爭戰。因此要

自守，遠避偶像（guard yourselves from idols）。 

 

你覺得最有智慧的人是怎樣的人？一般所謂的智慧是什麼智慧？ 

神所賜給我們的智慧是怎樣的智慧？與世人的智慧有什麼不同？（參林前 2:6-7） 

這智慧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那位真實的」指誰？「認識」是什麼意思？ 

我是否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對祂的認識到什麼地步？ 

我是否知道祂的心意、喜好，及對我的要求？我的回應是什麼？ 

得到基督有什麼好處？我是否享受到這些好處？ 

我是否有時相信人的言語勝過聖經？可否舉例說明（不科學、過時…）？ 

我有這見證在心裡嗎？這見證對我的生命生活有什麼影響？ 

我在今天的查經中學到什麼功課？是否激勵我更加愛神愛人？ 



 

和合本 

5: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5:2 我們若愛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 

5:3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5: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5:5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 

5:6 這藉著水和血而來的，就是耶穌基督；不是單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5:7 並且有聖靈作見證，因為聖靈就是真理。 

5:8 作見證的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5:9 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神的見證更該領受（該領受：原文是大）了，因神的見證是為他兒子作的。 

5:10 信神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裏；不信神的，就是將神當作說謊的，因不信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 

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裏面。 

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5:13 我寫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14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15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16 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神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求. 

17 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罪. 

18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作那從神生的必保護他),那惡者也就無法害

他. 

19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20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裡面,就是

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21 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 

 

NIV NASB 

1Everyone who believes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is 

born of God, and everyone who loves the father loves 

his child as well.  

2This is how we know that we love the children of 

God: by loving God and carrying out his commands.  

3This is love for God: to obey his commands. And his 

commands are not burdensome,  

4for everyone born of God overcomes the world. This 

is the victory that has overcome the world, even our 

faith.  

5Who is it that overcomes the world? Only he who 

believes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6This is the one who came by water and blood - Jesus 

Christ. He did not come by water only, but by water 

and blood. And it is the Spirit who testifies, because 

the Spirit is the truth.  

1Whoever believes that Jesus is the 
[a]

Christ is born of 

God, and whoever loves the Father loves the child born 

of Him.  
2By this we know that we love the children of God, when 

we love God and observe His commandments.  

3For this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we keep His 

commandments; and His commandments are not 

burdensome.  

4For whatever is born of God overcomes the world; and 

this is the victory that has overcome the world--our faith.  

5Who is the one who overcomes the world, but he who 

believes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6This is the One who came by water and blood, Jesus 

Christ; not with the water only, but with the water and 

with the blood It is the Spirit who testifies, because the 

Spirit is the truth.  



7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testify:  

8the
[a]

 Spirit,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and the three 

are in agreement.  

9We accept man's testimony, but God's testimony is 

greater because it is the testimony of God, which he 

has given about his Son.  

10Anyone who believes in the Son of God has this 

testimony in his heart. Anyone who does not believe 

God has made him out to be a liar, because he has not 

believed the testimony God has given about his Son.  

11And this is the testimony: God has given us eternal 

life, and this life is in his Son.  

12He who has the Son has life; he who does not have 

the Son of God does not have life. 

13 I write these things to you who believe in the name 

of the Son of God so that you may know that you have 

eternal life.  

14 This is the confidence we have in approaching 

God: that if we ask any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s us. 

15 And if we know that he hears us--whatever we ask-

-we know that we have what we asked of him. 

16 If anyone sees his brother commit a sin that does 

not lead to death, he should pray and God will give 

him life. I refer to those whose sin does not lead to 

death. There is a sin that leads to death. I am not 

saying that he should pray about that. 

17 All wrongdoing is sin, and there is sin that does not 

lead to death. 

18 We know that anyone born of God does not 

continue to sin; the one who was born of God keeps 

him safe, and the evil one cannot harm him. 

19 We know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and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evil one. 

20 We know also that the Son of God has come and 

has given us understanding, so that we may know him 

who is true. And we are in him who is true--even in 

his Son Jesus Christ. He is the true God and eternal 

life. 
21 Dear children, keep yourselves from idols.  

 

Footnotes: 

a. 1 John 5:8 Late manuscripts of the Vulgate testify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Spiri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8 And there are three that 

testify on earth: the (not found in any Greek 

manuscript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7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testify:  

8
[b]

the Spirit and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and the three 

are in agreement.  

9If we receive the testimony of men, the testimony of 

God is greater; for the testimony of God is this, that He 

has testified concerning His Son.  

10The one who believes in the Son of God has the 

testimony in himself; the one who does not believe God 

has made Him a liar, because he has not believed in the 

testimony that God has given concerning His Son.  

11And the testimony is this, that God has given us eternal 

life, and this life is in His Son.  

12He who has the Son has the life; he who does not have 

the Son of God does not have the life.  

13 These things I have written to you who believe in the 

name of the Son of God, so that you may know that you 

have eternal life. 

14 This is the confidence which we have before Him, 

that, if we ask any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s 

us.  

15 And if we know that He hears us in whatever we ask,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requests which we have asked 

from Him. 

16 If anyone sees his brother committing a sin not leading 

to death, he shall ask and God will for him give life to 

those who commit sin not leading to death. There is a sin 

leading to death; I do not say that he should make request 

for this.  

17 All unrighteousness is sin, and there is a sin not 

leading to death. 

18 We know that no one who is born of God sins; but He 

who was born of God keeps him, and the evil one does 

not touch him. 

19 We know that we are of God, and that the whole 

world lies in the power of the evil one. 

20 And we know that the Son of God has come, and has 

given us understanding so that we may know Him who is 

true; and we are in Him who is true, in His Son Jesus 

Christ. This is the true God and eternal life.  

21 Little children, guard yourselves from idols. 

 

Footnotes: 

a. 1 John 5:1 I e Messiah 

b. 1 John 5:8 A few late mss add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Spiri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And there are three that testify on earth, the Spi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