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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約翰一 書 在光中行之一（1：5-2：11） 

01/21/2022 

 

 複習：背誦經文 約翰一書 1:3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

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參考資料 

 
1. 歸納式讀經法 

a. “歸納式讀經法實驗班”將於 1 月 23 日（主日）晚上 8 點開

課。歡迎大家來參加！ 

b. 周淑慧老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3EMd5Dqi0&list=PL9H0f53KLLXt527gJ_Hja

cBnjzor_pWq_  

c. Dr. Howard Hendric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5huHC_0_k&list=PLsoJKYcHvFDfzcXRq45zvq

_5XXDyZwB0d  

 

2. 約翰一、二、三書、猶大書、腓利門書 

a.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b. 陳終道 https://www.goldenlampstand.org/lib/epistles/index.php  

c. 聖經簡報站 https://www.youtube.com/c/BiblePointnet/playlists  

d. Bible Project (讀聖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gzHjI8tIE&t=1s  

e. 聖經綜合解讀 :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f. Study & Obey:    https://studyandobey.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3EMd5Dqi0&list=PL9H0f53KLLXt527gJ_HjacBnjzor_pWq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3EMd5Dqi0&list=PL9H0f53KLLXt527gJ_HjacBnjzor_pWq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5huHC_0_k&list=PLsoJKYcHvFDfzcXRq45zvq_5XXDyZwB0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5huHC_0_k&list=PLsoJKYcHvFDfzcXRq45zvq_5XXDyZwB0d
https://www.goldenlampstand.org/lib/epistles/index.php
https://www.youtube.com/c/BiblePointnet/playlis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gzHjI8tIE&t=1s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https://studyandob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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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神就是光（1：5） 

約翰一書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在光明中與神同行的第一個條件：承認並遠離罪（1：6-2：2） 

1:6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1:7  我們若在光明中

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1:8  我們若說自己

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

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1:10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

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  2:1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

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2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

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在光明中與神同行的第二個條件：遵守主道（2：3-11） 

約翰一書 2:3  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就曉得是認識他。4  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

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5  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是完全

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6  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7  親愛的弟兄啊，我寫給你們的，不是一條新命令，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命令；這舊命

令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8  再者，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們也是

真的；因為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9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

今還是在黑暗裡。10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11  惟獨恨弟兄

的，是在黑暗裡，且在黑暗裡行，也不知道往那裡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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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討論問題： 

 

1. 約翰親耳從主聽到的信息是什麼？ 

a. 約翰一書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b. 其他參考經文： 

i. 約翰福音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

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ii. 約翰福音 3:19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

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20  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

備。21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c. 使徒約翰很注重講明耶穌的本質，神的屬性： 

i. 神是靈（約翰福音 4：24） 

ii. 神是愛（約翰一書 4：8，16） 

iii. 約翰福音裡有七個“我是” 

 

d. 因著主耶穌基督，我們也是世上的光 

i. 歌羅西書 1:13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 

ii. 馬太福音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e. 光的特點是什麼？ 

i. 有光，人才能看見 

ii. 光明與黑暗互不相容 

iii. 光本身也可以被人看、研究；然而，約翰宣告“神是光”是有實際意義的，就

是為要勸勉我們在光中行走 

 

2. “在光中行”是什麼意思呢？ 

a. 以弗所書 5: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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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羅馬書 13:13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

爭競嫉妒；  

c. 哥林多後書 5:7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d. 以弗所書 5: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

和祭物，獻與神。  

e. 以弗所書 4: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f. 中文的“行事為人”“行事”在英文中對應就是“walk （行走）”這個詞。所以，

“在光明中行”就是指我們的行事為人端正，不犯罪。 

 

3. 在光中行有哪四個條件（1：8-2：29）？ 

a. 第一，離棄罪惡（1：8-2：2） 

b. 第二，遵守主道（2：3-11） 

c. 第三，不要愛世界（2：12-17） 

d. 第四，保持信心（2：18-29） 

 

4. 有罪的人如何才能在光中行呢？ 

a. 不是要我們完全無罪才能在光中與神行；否則的話，與神在光中同行就是不可能的

了。 

b. 而是指：我們有顆向神敞開的心，不抵擋光（光照、責備、糾正和引導）；並且對光

有正面的回應。 

 

5. 認罪是什麼意思？ 

a. 認罪是榮耀神 (1:5) 

b. 認罪是遵行真理，離開黑暗（1:6） 

c. 認罪是不否認我們犯罪的事實（1:10）和罪性的存在（1:8）。如果否認，我們就是 

i. 自欺（1:8） 

ii. 以神為說謊（1:10） 

iii. 神的道就不在我們裡面（1:8, 10） 

d. 認罪是根據真理來承認我們所做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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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認罪是承認耶穌基督是我們唯一的中保（2：1-2） 

f. 認罪是全然倚靠神的信實和公義來赦免我們的罪並洗淨我們的不義（1:9） 

 

6. 有關“認罪”的幾個問題： 

a. 認罪就得赦免，這會不會成為人繼續犯罪的藉口？ 

b. 認罪之後，還需要賠償嗎？ 

c. 是不是我只要向神承認就好了？認罪的範圍是什麼？ 

d. 認罪之後，若心中還是沒有平安，我該怎麼辦呢？我怎麼知道上帝真的赦免了我的罪

呢？ 

i. 認罪就得赦免的確據不是來自我們的感覺而是上帝的信實。 

ii. 希伯來書 10:10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

聖。11  凡祭司天天站著事奉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12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iii. 詩篇 103: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10  他沒有按我們的

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11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

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12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

多遠！  

iv. 彌迦書 7:18  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

遠懷怒，喜愛施恩？19  必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

一切罪投於深海。 

v. 約翰一書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vi. 約翰一書 2:2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

的罪。 

 

7. 什麼是“挽回祭”？ 

 

8. 有哪些證據證明“我們認識神”？ 

a. 不僅僅是照著人所宣稱的（2：4，6，9），而是有以下三方面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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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一，認識神的人會遵守祂的命令（2：3-5）。遵守主耶穌的道、誡命，不是指守舊

約的律法，而是指主耶穌所吩咐我們要去做的事。 

 

c. 第二，認識神的人會以耶穌基督為榜樣（2：6） 

i. 祂是我們謙卑服事人的榜樣。約翰福音 13:14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

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15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

你們所做的去做。  

ii. 祂是我們在受苦中有忍耐的榜樣。彼得前書 2: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

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iii. 祂是愛的榜樣。約翰一書 3: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

也當為弟兄捨命。  

iv. 祂不求自己的喜悅。羅馬書 15:1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

求自己的喜悅。2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3  因為

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d. 認識神的人就會愛弟兄（2：7-11） 

i. 因為“愛弟兄”是照著主的命令去行，是尊主為大的表現（2：7） 

ii. 因為“愛弟兄”是我們在主基督裡新生命的表現 

iii. 因為“愛弟兄”可以除掉我們心中的疑惑（2：10） 

iv. 因為“愛弟兄”顯明我們已經不在黑暗之中了（2：9，11） 

 

e. 反思：你心中還在恨著哪些人嗎？這會影響你與神的關係嗎？你將

如何去行呢？ 

f. 本週背誦經文：約翰一書 2:1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

那義者耶穌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