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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 5 靈修 

 

題目：【遵孚主道】 

 

【閱讀進度】 

（約壹 2:3-6 ） 

“我們若遵孚他的誡命，就曉得是認識他。人若說「我認識他」，

卻不遵孚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凡遵

孚主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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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

行。” 

 

【默想經文】 

（約壹 2:5） 

“凡遵孚主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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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句解釋】 

「完全」：原文或作「完成最終目的」；「極盡完美」。 

「知道」：原文或作「熟悉」；「理解」；「圓房」。  

 

【安靜反思】 

所謂「在主裏面」體會神的愛，不是一種單單主觀又神秘的個人

經驗，旁人永遠無法理解；也不是單純地投身於分析和研究神的

話語，並且天天閉門禱告。雖然「在主裏面」的含義是靠個人體



會的，是帶有神秘元素的，甚至是離不開常常藉讀經禱告來親近

神的。但是，真正終極表現「在主裏面」的意義，就是要恆常地

遵行主道，照主所行的去行，是帶有社會性的「愛人如己」的行

動。 

 

在主裏面與主心連心的意義，一般基督徒可能會有怎樣理解上的

偏差？很多時候對於自己與神的關係不太確定，患得患失，經文

告訴我們將如何擬清當中的關係呢？經文提醒我們，如何可以清

楚界定自己是在耶穌基督的裡面？自己感覺應該與神有親密的關

係，但就是缺乏遵行主道的能力，是為什麼呢？基督徒如何保持

自己裡外如一呢？我可以立志選擇從什麼行動開始，行出耶穌基

督的愛呢？ 

 

【連結禱告】 

「深知我一切的阿爸天父，感謝祢教我常常檢查自己的行為，常

常與我主耶穌基督所行對照。我深願我能裡外如一。奉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2017. 3. 6 靈修  
 

題目：【黑暗漸退】 

 

【閱讀進度】 

（約壹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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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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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經文】 

（約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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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句解釋】 

「漸漸過去」：就是漸漸地「離開」與「消失」。整句意思就是：

因為人接受了光照，黑暗自然就慢慢地消失了。  

 

【安靜反思】 

何等的盼望，當初的無知與藉口都被真理一一點破。特別是「說

謊」（約壹 1:6）和「自欺」（約壹 1:8）兩種罪，一旦被真光所

照，立刻無所遁形。感謝耶穌基督，做我們與天父上帝和好的挽

回祭，早已獻上，為所有需要的人所用，罪得赦免。新的命令督



促我們彼此相愛，所以應當留意自己的行為，是否恆常遵行謹孚

主道，以致於我們清楚明瞭自己是在主裡的人。 

 

罪人悔改正如病人康復，需要一個進程。最近有什麼進展，看見

自己生命的黑暗漸漸退去，罪惡被光照明的例子了嗎？還有哪些

自己生命裡的罪比較頑固？這罪的名字又叫什麼呢？頑梗？固執？

甚至悖逆？ 

 

今年如何使自己經歷更新和突破，讓這些頑固的罪，能漸漸的退

去呢？主吩咐的新命令，叫我們「行出」彼此相愛，實際上是鼓

勵我們盡早走上靈命康復的道路。我需要在哪方面接受這個命令，

行出彼此相愛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請幫助孩子天天努力行愛。求祢賜我勇氣，接受

祢的新命令，敢於讓光照進自己內心的黑暗。我盼望自己在生命

中，成為更完全的人。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017. 3. 7 靈修 

 

題目:【恨】 

 

【閱讀進度】 

（約壹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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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惟獨恨弟

兄的，是在黑暗裡，且在黑暗裡行，也不知道往哪裡去，因為黑

暗叫他眼睛瞎了。” 

 

【默想經文】 

 （約壹 2:11）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且在黑暗裡行，也不知道往哪裡

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詞句解釋】 

「恨」：源於對人或事的強烈不悅或惡意。這情感表現於態度時，

會產生反對，厭惡或不屑與一件事或一個人接觸。此處

的「恨」指的是人與人的關係。 

 

【安靜反思】 

約翰壹書有很多有趣的對比，這裡承接一章五節，是光明和黑暗

的對比，聖經中常常把物理上的概念提升到屬靈的層面。信耶穌，



有重生生命的就是身在光明中；而不信耶穌，或口裡說信，但沒

有行為改變的，就是活在黑暗裡。 

 

使徒約翰以教會中存在的問題為例，「恨弟兄，表現出憎惡他們，

以他們為敵的態度」，是屬於生命沒有重生，仍在撒但惡勢力的

權下，仍在黑暗裡，好像瞎眼的人一樣，不知道往哪裡去，因為

人生還沒有找到真正的意義。這句話與約翰福音 12:35 節的經文

遙相呼應：“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

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

知道往何處去。」” 

 

今天我是不是從心裡厭棄某個弟兄或姐妹？有沒有意識到我恨的

這人，和我同樣是天父的孩子？「恨的態度」如何在屬靈的角度

妨礙我和上帝的關係？在教會的團契生活中，使徒約翰鼓勵信徒

採取什麽樣的態度和行動？特別當這個弟兄或姐妹，他/她的處

事方式或言語做法，使我極度不舒服的時候，應該如何仰望我的

主，避免產生「恨」？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祢是鑒察人心的主，求祢耳提面命地管教我，一

旦我有恨弟兄姐妹的態度，就可能離開光明，讓自己再次落入罪

的捆綁之中，求聖靈幫助我改變我的態度，用基督的眼光來看對

方生命的成長，喜悅與弟兄姐妹一同走在神的光中。奉主耶穌的

名求，阿們！」 



2017. 3. 8 靈修 

 

題目:【小子們】 

 

【閱讀進度】 

（約壹 2:12-14）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

父老啊，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

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小子們哪，我曾寫信

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父。父老啊，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

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

強，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裡；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默想經文】 

 （約壹 2:12）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 

 

【詞句解釋】 

「小子們」：是神的兒女的總稱，指所有因相信耶穌基督，承認

祂是救主的基督徒。 

 

【安靜反思】 

使徒約翰用詩開始了新的一段教導，「小子們」，這不是約翰倚

老賣老，雖然他已年近 90 歲，但是在稱謂上是指所有在教會中

的基督徒，包括父老和少年人。基督徒無論年齡大小，都該擁有



同樣的屬靈經驗：靠著信耶穌基督，罪被赦免；認識天父；也認

識主耶穌是從起初就存在的，是神的兒子；神的道存在每個人的

心裡，靠著道，靈裡剛強並勝過那惡者。 

 

我個人也有這樣的屬靈經驗，當生活中無法行出神的教導，心裡

感到空虛失望的時候，那惡者也在旁邊控告，使我的情緒更加低

落。為了不落入持久軟弱的光景中，我必須仰望神，認識神的本

性和不變的旨意，祈求祂的憐憫，幫助我勝過罪的轄制，輕看自

己的感受，讓靈裡再次因聖靈的工作而剛強起來。 

 

親愛的「小子們」，你有認識神的屬靈經歷嗎？是在什麼方面呢？

你如何在上帝面前謙卑地接受這個稱號，並且有甜蜜的感受？與

其他「小子們」團契的時候，你可以大膽分享你的見證，彼此鼓

勵嗎？ 

 

【連結禱告】 

「從亙古到永遠的神，祢是我的盼望。求祢讓我認識祢，好像祢

認識我一樣，並且使我因此生發信心和鬥志，可以除去自己內心

的污穢，讓我和眾「小子們」一起，靠聖靈勝過撒但的試探。奉

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2017. 3. 9 靈修 

 

題目:【愛父還是愛世界】 

 

【閱讀進度】 

 （約壹 2:15-17）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

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

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

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默想經文】 

 （約壹 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

面了。” 

 

【詞句解釋】 

「世界」：在約翰的神學中，有兩個含義。一是被造的孙宙，和

地上的生活；另一個是人類社會，暫時被邪惡勢力

所控制，與神敵對。 

 

【安靜反思】 

類同「光明與黑暗」，這裡出現另外一組對比：「愛世界和愛

父」。三節經文給出了邏輯嚴密的證明。愛世界的心，從世界而



來，結果是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不能留下什麽；愛父

的心，從神而來，遵行神的旨意並持孚到底的，將永遠長存。 

 

回想少年時學過的文章，「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雖然不知道耶

穌基督，但他尚且教導中國人要看義比生命重要，為了義可以放

棄生命。 

 

基督徒同樣面臨這個挑戰，或者愛父，遵行祂的命令；或者愛世

界，隨從世界的情慾，這兩個道路是不可兼走的。若愛世界，愛

神的心就沒有了；若愛神，就要治死愛世界的心，“因為情慾和

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

所願意做的”。（加 5:17）使徒約翰的眼光高過孟子，孟子只是

站在道德的角度上，但約翰卻把握永恆的高度，讓我們明白愛父

的結果奇好無比。 

 

懇求神的話光照我，反省這一天，哪些心思和行動是屬於愛世界

的？為什麼在我的內心中，愛世界和愛父的意念同時存在？不但

如此，為什麼愛世界的心總是勝出？又如何把愛父的心完全根植

在我的裡面？如果可以採取一個行動的話，今天我該做什麼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赦免我愛世界的心，用這段經文顯明我的罪，

讓我歸向祢，靠著聖靈大能的幫助，隨時與自己肉體的情慾，眼

目的情慾，以及今生的驕傲爭戰，立志治死它們。奉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2017. 3. 10 靈修 

 

題目:【誰是敵基督】 

 

【閱讀進度】 

 （約壹 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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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

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你們從那聖者

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識）。我寫信給

你們，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們知道，並且知道沒有

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

的嗎？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

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默想經文】 

 （約壹 2:22-23）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不認父與子的，

這就是敵基督的。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

了。” 

 

【詞句解釋】 

「敵基督」：這個希臘文單詞在新約中只出現在約翰壹書和貳書

中，並且以單數和複數兩種形式表示，來象徵與神



作對的邪惡勢力：無論是屬地的，還是以超自然的

力量彰顯的；它從創造一開始，到神最後的勝利，

這之間都一直存在著。 

 

【安靜反思】 

當時使徒約翰所在的以弗所眾教會中，有一批激進的諾斯底派的

信徒，他們受希臘文化的影響，認為知識最崇高，否認愛是基督

徒最高的美德；他們還認為物質世界是邪惡的，故此肉身也是惡

的，所以基督道成肉身是難以置信，從而否認耶穌基督的神性。 

 

傳道書一章九節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

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現在的世界同樣出現敵基督的異端。

今天倡導人本主義，人人認為自己掌握世界的知識和生活的道路，

人人不願接受主耶穌成為自己的救主，認為受約束和轄制。敵基

督正在引誘更多的人加入黑暗的營壘，雖然有真理的福音傳給他

們，可是他們拒絕接受，寧可相信謊言，而不願認識主耶穌，神

的兒子，反而把救恩當作謊言，難怪主歎息：“這又不信又悖謬

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裡，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路 9:41） 

 

如今末世到了，敵基督的異端層出不窮，你可以列舉出來，並且

識別真偽嗎？如果做不到，又如何改變這個情況呢？在加拿大的

多元文化中，你在職場上如何反應出自己的信仰？當穆斯林的同

事，佛教的鄰居向你挑戰時，你有足夠的聖經基礎和語言功底幫 

 



 

助你說明真道嗎？你如何對你的下一代指明耶穌基督，把他們引

到神面前？ 

 

【連結禱告】 

「主啊，幫助祢的兒女，賜下聖經的話語和屬天的權柄，讓我知

道如何識別敵基督，特別是黑暗勢力的誘惑和威脅，讓我不與它

們妥協，做堅孚真道的兒女，蒙祢喜悅。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2017. 3. 11 靈修 

題目:【在主裡面】 

【閱讀進度】 

 （約壹 2:24-28）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裡。若將從起

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裡，你們就必住在子裡面，也必住在父裡面。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引誘

你們的人說的。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

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

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小子們哪，你們要

住在主裡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來的

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默想經文】 

 （約壹 2:24）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裡。若將從起

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裡，你們就必住在子裡面，也必住在父裡面。” 

 

【詞句解釋】 

「住在子裡面」 、「住在父裡面」：意思相等於「住在主裡面」，

因為我們信的神是三位一

體的神，雖有聖父，聖子，

聖靈，卻是一位神。「住



在主裡面」，是指我們信

主之人在神面前的地位，

一種與主合一的關係。 

【安靜反思】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提醒我們，對待屬靈的事，我們所知道的有限，

就像從那時代的銅鏡觀看自己，模糊不清一樣，所以基督徒不能

完全地明白「住在主裡面」的所有意義。不過在這裡使徒約翰還

是給出一些線索，讓我們明白自己與神之間的契合的關係，交流

和結果。 

1. 將起初聽見的福音存記在心中，認識耶穌是神的兒子，知道祂

道成肉身，接受祂的救恩，就是「住在主裡面」。 

2. 「住在主裡面」就是神應許的永生。 

3. 「住在主裡面」的信徒，就有聖靈親自的教導，真理的指引，

這就是主的恩膏。 

4. 「住在主裡面」，就可以確保我們當主再來的時候，坦然無懼

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今天我們確實對世界的認識比以前有跨越性的長進，但是在屬靈

的知識上還像小孩子，只有到將來與主面對面的時候，才可以完

全明白。然而並不表示我們不可以從聖經的教導中把握神的應許，

活出屬靈的生活。 

 

 



你在什麼時候可以確信「住在主裡面」，當時的感受是什麼？你

是一個致力追求個人神秘經歷的人嗎？在教會敬拜和團契的時刻， 

你有沒有「住在主裡面」的同樣感受？你如何把握自己在主耶穌

的救恩當中？ 

 

【連結禱告】 

「天父，求祢按照應許，讓我住在祢裡面，也同樣住在子裡面。

藉著聖經，讓我有永生的把握和盼望，並且讓聖靈常常充滿我，

行祢所喜悅的事。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