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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上帝的兒女之二（4：1-21） 

02/11/2022 

 

 複習背誦經文 ：約翰一書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

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

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約翰一書的結構： 

前言：1：1-4 

神是光（1：5） 

 

神是父（3：1-3） 

在光中行：四個條件（1：6-2：29） 

 

活出神兒女的樣式：五個條件（3：4-5：13） 

第一，離棄罪惡（1：6-2：2） 

 

第一，不犯罪（3：4-9） 

第二，遵守主道（2：3-11） 

 

第二，遵守主道（3：10-24） 

第三，不要愛世界（2：12-17） 

 

第三，要分辨世上的靈（4：1-6） 

 第四，要有愛（4：7-5：4） 

 

第四，保持信心（2：18-29） 

 

第五，保持信心（5：5-13） 

結尾：5：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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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1. 要分辨世上的靈（4：1-6） 

4:1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

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4:2  凡靈

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

神的靈來。4:3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

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4:4  小子們哪，

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

界上的更大。4:5  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

從他們。4:6  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

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的靈來。  

 

2. 神是愛（4：7-16） 

a.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7-11） 

4: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

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

識神，因為神就是愛。9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

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

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11  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b. 我們若彼此相愛（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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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13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

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我們裡面。14  父差子作

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15  凡認耶穌為神兒

子的，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16  神愛我們的心，

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

神也住在他裡面。  

 

c. 完全的愛（4：17-21） 

4:17  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

然無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18  愛裡沒有懼怕；

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

裡未得完全。19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20  人若說「我愛

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

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有古卷：怎能愛沒有看見的神呢）。

21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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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討論問題： 

 

1. 一切的靈都包括什麼？ 

a. 魔鬼 

b. 墮落天使的頭目（波斯的魔君、希臘的魔君等） 

i. 以弗所書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作摔跤；

下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c. 屬魔鬼的墮落天使、邪靈、敵基督者的靈 

d. 不得救人的靈（在陰間等候末日審判） 

e. 天使（四活物、基路伯、撒拉弗、米迦勒、加百列） 

f. 得救聖徒的靈 

g. 聖靈、基督的靈、神的靈；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可以勝過一切的

邪靈 

i. 4:4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

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ii. “世界上的”指什麼？ 

1. 空中掌權者: Eph 2: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

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

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2. 世界的王：Joh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

被趕出去。 Joh 14:30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

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裡面是毫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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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的神：2Co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

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

像。  

 

2. 分辨不同的靈是誰的責任？ 

a. 教會的牧師和長老 

b. 有辨別諸靈的恩賜的同工 

哥林多前書 12:10  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

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繙方言。  

c. 每個基督徒 

馬太福音 7:15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

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  

 

3. 如何分辨？ 

a. 分辨的基礎是使徒的教訓，是聖經的真理; 不是世上的權威：專家、

學者、政府官員、教皇等 

i. 提摩太前書 4:1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

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ii.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9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20  不要藐視先

知的講論。21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22  各樣的惡

事要禁戒不做。  

 

b. 分辨的中心是圍繞耶穌基督是誰這個問題！（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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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哥林多前書 12:3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

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

「耶穌是主」的。  

c. 倚靠聖靈來分辨（4：4） 

d. 要看看誰在跟從誰（4：5-6） 

 

4. 舉例說明： 

Rev 12: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

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

已經被摔下去了。  

Rev 12:11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

也不愛惜性命。  

 

5. 應用問題：在我們目前所生活的環境中，有哪些流行的思想影響我們，使

我們對分辨諸靈的事不敏感？我們該如何回應？ 

a. “包容的文化”強調要給人空間，主張“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井

水不犯河水”；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好了，不要管別人的事。 

 

 

6. 神是愛。是哪種愛？ 

a. Eros 男女之間的情愛 

b. Storge 家人之間的親情 

c. Philia/Phileo 朋友和同伴之間的情誼 

d. Agape 基督之愛、神聖之愛、愛加倍。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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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不配得，不是贏得的 

何西阿書 3:1  耶和華對我說：「你再去愛一個淫婦，就是他情

人所愛的；好像以色列人，雖然偏向別神，喜愛葡萄餅，耶和

華還是愛他們。」  

ii. 甘心情願的，是自願的，是主動的，不是被迫的 

何西阿書 14:4  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因為我

的怒氣向他們轉消。  

iii. 愛的衡量是給出多少，犧牲了多少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iv. 永遠不會失敗的 

哥林多前書 13:8  愛是永不止息。 

e. 在這四種“愛”中，只有 Agape 是單單出自神的（4：7-8）。 

4: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

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

因為神就是愛。 

因此，只有在基督裡重生的基督徒才有 agape 愛的能力。 

 

f. 神是如何表達 agape 愛的呢？是藉著主耶穌基督（4：9-10） 

9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

就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

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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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應用：我們應當彼此相愛（4：7，11） 

4: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11  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7. 我們若彼此相愛，會帶來哪三個果效？（4：12） 

4：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的

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 

 

a. 第一，眾人就會認出神在我們當中了。 

約翰福音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

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

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b. 第二，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我們也住在神裡面（4：13-16） 

約翰福音 17: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

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住在神裡面的三個條件： 

第一， 神將祂的靈賜給我們（4：13） 

第二， 認耶穌為神的兒子（4：15） 

第三， 住在愛裡（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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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愛就在我們裡面完全了（4：17-21） 

i. 愛既完全，就除去懼怕。是對什麼的懼怕？（4：17-18） 

ii. 完全的愛是從神而來（4：19） 

iii. 完全的愛表現在愛弟兄上（4：20-21） 

 

8. 舉例說明： 

 

9. 應用問題：彼此相愛，從愛你身邊的人開始。請反思： 

i. 我們彼此相愛都有哪些難處？在家中？在教會裡？ 

 

ii. 我們當如何切實地彼此相愛呢？ 

 

 

10. 本週背誦經文：約翰一書 1: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