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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上帝的兒女之一（3：1-24） 

02/04/2022 

 

 複習背誦經文 ：約翰一書 3:23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

穌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約翰一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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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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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是父，我們是神的兒女（3：1-3） 

3:1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

是他的兒女。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3:2  親愛的弟兄

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

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3:3  凡向他有這指望的，

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2. 活出神兒女的樣式的第一個條件：不犯罪（3：4-9） 

3: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3:5  你們知道主曾顯

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3:6  凡住在他裡面的，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3:7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

惑，行義的才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3: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

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3:9  凡

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裡；他也不能

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3. 活出神兒女的樣式的第二個條件：遵守主道----愛弟兄（3：10-24） 

3:10  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

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愛不是什麼（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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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3:12  不可

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什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

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3:13  弟兄們，世人若恨你們，不要

以為希奇。3: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

心的，仍住在死中。3: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

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  

愛是什麼（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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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

能存在他裡面呢？3: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愛對於基督徒做了什麼（19-24） 

3:19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穩。

3:20  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神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

3:21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

3:22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行

他所喜悅的事。 3:23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

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3:24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

神也住在他裡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

聖靈。  

思想和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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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是我們的父（3：1-3） 

a. 神的兒女的現在和未來 

i. 現在，父待我們如何？世人如何對待我們？ 

1. 父愛我們 

2. 世人不認識我們 

3. 就連我們自己現在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之處 

ii. 未來，我們將會如何呢？ 

 

b. 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i. 就當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3：3） 

ii. 我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音 5：48） 

iii. 彼得前書 1: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

為父，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2. 人們犯罪的六個原因是什麼？基督徒為什麼還會犯罪？ 

a. 在生命中不尊重上帝的權柄（3：4） 

i. 羅馬書 3:20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

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ii. 羅馬書 7:12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

良善的。13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嗎？斷乎不是！叫

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藉著那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叫

罪因著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1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

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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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羅馬書 7:6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

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心靈（心靈：或作聖靈）的新樣，

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b. 忽略了主耶穌已經完成了的救贖的工作（3：5） 

i. 什麼是罪？罪人？有罪？（請參照附錄） 

 

c. 沒有住在主裡面（3：6） 

i. 約翰福音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

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

什麼。  

 

d. 沒有行出義（3：7；2：29） 

i. 兩種義： 

羅馬書 10:3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

的義了。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e. “認賊作父”（8） 

i. 約翰福音 8: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

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

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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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以弗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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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

柄，作神的兒女。  

 

f. 不是從神生的（9） 

i. 彼得前書 1: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

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ii. 雅各書 1: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

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iii. 因此，從神而生的生命有什麼特征？ 

 

3. 作為神的兒女最明顯的標記是什麼？愛的正面和反面的榜樣都是誰？（3：

10-18） 

a. 請對照創世記 4：1-15，解釋為什麼該隱會殺死他的兄弟亞伯？ 

 

 

b. 應用問題：在 3：18 中，約翰教導我們當如何愛別人?請列出三個具

體的行動，在本週之內實行這項命令。 

 

 

4. 我們如何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女，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永生？（3：19-24） 

a. 行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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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約翰一書 2:29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

都是他所生的。  

ii. 公義是指只有神才有的，“好的”“善的”。因為唯有神是善

的，所以當有人能夠行出神的義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他是從神

生的 

iii. 行義與愛弟兄是什麼關係呢？ 

 

b. 心裡知道（19-22） 

i. “從此”是指什麼？（17-18）從我們切實地愛我們的弟兄姐

妹上，我們就有把握地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 

ii. 我們單單地倚靠上帝。（20-22a） 

1. 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我們還有把握嗎？彼得的例子，

主問他，“你愛我嗎？” 彼得回答說，“主，你知道我

愛你。” 

2. 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我們會有確據嗎？ 

iii. 我們行祂所喜悅的事（22b） 

 

c. 我們信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並遵行祂的旨意（23） 

 

d. 憑著我們心中聖靈的工作（24） 

 

5. 應用問題： 

a. 如果有人問你：你怎麼知道你是上帝的兒女，你如何用簡單的幾句

話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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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有人在信主一段時間之後說，我現在不確定我到底是不是基督

徒。你會如何幫助他？ 

 

c. 如果一個人自稱是基督徒，卻不願意遵行神的旨意。你如何對待他？ 

 

d. 你當如何幫助一個剛剛信主的弟兄，建立他對自己得救身份的確信？ 

 

 

 

6. 本週背誦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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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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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罪”、“罪人”、“有罪” 

段永輝弟兄 

 

 罪：病了却找不到原因、如何是好？亚当夏娃离开伊甸，你问他

们到底怎么了？他们也说不清。直到该隐动怒，耶和华才将病因一把

揪了出来：“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噢，原

来被病毒感染了，名叫罪，它有个主人，就是蛇。罪是个活东西，充

满了坏主意，被派来伏在门前成天打你的算盘。它既住了进来，你制

服不了它、也赶不走它。对于罪，亚当夏娃没弄明白，今人照样糊涂，

网上查查，有人能告诉你“罪是活的”吗？连这个都不知道，如何防

疫呢？“这世代的人哪，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唯有拿圣经当字

典，才是正途。 

 

 罪人：这是个复合名词。虽然凡被罪感染、检验呈阳性的人，无

论症状多少，都被圣经称为罪人，但二者的关系要弄清楚。蛇的诡计

是把罪和人混为一谈，明明是罪利用我做的，却全怪在我身上。神的

救法，则是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罪和人分开，此后罪归罪、人归人，

我们可以宣称“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

里头的罪作的。”并且“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

法是善的。”固然我们还有软弱的时候，但我的软弱，只是容让罪又

利用了我的身体，做为它不义的器具，说到底仍是罪做的、不是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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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同有人盗了我的卡，我可以承认自己不小心，但乱花钱的是他、

说什么也不轮我认账啊。 

 

 有罪：有罪、犯罪、定罪这三个词要分清。神造人的时候，人里

面没有罪，罪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凡属亚当的也都有了罪。此后凡

有罪的人没有不犯罪的。亚当因犯罪而有罪，我们却因有罪而犯罪。

犯罪了就当被定罪，但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救赎，却为我们还清一

切罪债，使凡信他的，不致定罪，反得永生。把这些讲清楚，能帮助

人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三个词，去解读约翰福音八章行

淫妇人的事件。但重点在于，此后那个妇人以后真能胜过罪吗？不要

忘了下一节圣经的答案：“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

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