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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 12 靈修 

 

題目:【公義與慈愛】 

 

【閱讀進度】 

 （約壹 2:29；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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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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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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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經文】 

 （約壹 2: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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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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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句解釋】 

「公義」：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主要的含義是與舊約希伯來人的

思想有關，環繞神與以色列民立約之恩的關係，立

約雙方應遵孚的行為。另一個含義關乎新約希臘文

的日常用語，即遵孚某些公認的標準或法律的生活，

若指向遵行神的旨意，就歸到前一個含義。 

 

【安靜反思】 

上帝的公義和慈愛，是聖經反覆宣講的，直到主耶穌基督親自在

十字架上演繹了兩者完美地結合。作為主的門徒，也需要把公義



和愛作為我們明顯的行動標誌，如同彌迦書 6:8 節所說，世人哪！

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神的教會，公義與愛要並存，二者之間不可忽略任何一個。教會

有愛，因為神的大愛，在祂的國度里賜給我們做兒女的有與主同

為繼承產業的地位，所以教會歡迎世上所有人來認識主耶穌，得

著屬靈的福氣；教會也講公義，每個人都需要認罪悔改，重新回

到神的約中，並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約壹 3:1）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這句話再

次提醒每一個基督徒，我在行為中表現出來的公義與愛，是不是

來自神，來自聖經的要求，還是來自世界的文化？如果我和神建

立靈裡相通的關係，我如何在生活上體現出神的公義和愛？在加

拿大鼓吹多元文化融合的今天，我的言語行為又如何讓別人看出

我是基督徒？當我每天遵行神的教導，卻處處碰壁，成為邊緣人

的時候，我怎樣向神求幫助，使我充滿盼望呢？ 

 

【連結禱告】 

主耶穌，祢宣告祢的門徒不屬這個世界，正如祢不屬這個世界一

樣，求祢保孚我離開那惡者，用真理使我成聖，使我的內心和行

為一致，顯為是神的兒女，光明之子。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2017. 3. 13 靈修  

 

題目：【在指望中潔淨自己】 

 

【閱讀進度】 

(約壹 3:3-6) 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凡

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你們知道主曾顯現，

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凡住在他裏面的，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 

 

【默想經文】 

(約壹 3:5-6)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

凡住在他裏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

認識他。 

 

【詞句解釋】 

「犯罪」: 世界上是指凡是違背法律和法規標準的行為就是犯罪。

可以說這是狹義的定義，在神的界定裡，不僅包括了

行為上的犯罪，也包括心思意念上的違規。 

 

【安靜反思】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以無罪之身代替有罪的我們。在舊

約中，獻祭用的祭物都必須選擇無殘疾，上好的祭物，這就預表

了耶穌基督的聖潔，也就是無罪。所以耶穌既然是神就擁有神本

身固有的聖潔的屬性。非聖潔不能見神。 



神渴望與我們同在，但祂的標準不能因為愛我們而降低，所以我

們必須成為聖潔。神的愛是公義、聖潔的愛，不是溺愛。我們的

罪只有靠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寶血才能洗淨，祂是神的兒子，並

且是完全人。贖罪之功效是對那些接受祂作生命救主的人，靠著

天父上帝的權柄，成為神的兒女。如果我們的生命與耶穌為一體，

活出來的不是我們乃是耶穌基督，但當我們偶然被過犯所勝，可

以藉著認罪悔改來修復與神的關係(約壹 1:9) ，但這不能成為我

們犯罪的藉口。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耶穌的盼望在哪裡？用甚麼方式來查驗自

己有沒有犯罪呢？我們渴望活出耶穌基督的聖潔嗎？當現實的需

要與神的聖潔有衝突的時候，我們是否能夠靠著神的力量持孚聖

潔，還是妥協？神為了我們的聖潔付出生命的代價，我們為自己

的成聖都付出了什麼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父，謝謝祢將祢的獨生兒子賜給我們，通過祂讓我們

認識何謂聖潔，幫助我們更多地認識祢的慈愛和聖潔，也求聖靈

帶領和幫助我們成為聖潔的兒女，不虧缺祢的榮耀，以至於成為

討祢喜悅的人，感謝主耶穌，感謝聖靈的帶領，奉主耶穌得勝的

名求，阿們！ 

 

 

 

 



2017. 3. 14 靈修 

 

題目：【從神生的就不犯罪】 

 

【閱讀進度】 

(約壹 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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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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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

神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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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經文】 

(約壹 3:9-10)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

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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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句解釋】 

「從神生的」: 就是從聖靈生的，因為神是靈。(約 3:8) 聖靈按照

自己的意思，而不按人的想法。 

 

【安靜反思】 

我們常說的龍生龍、鳳生鳳，這話有一定的道理。約翰福音三章

六節中主耶穌說 :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



靈」。此處經文說：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大多數解經家認

為：不能犯罪是指不能持續性的犯罪，如果我們說我們是神的兒

女，可是還活在罪中，那就是說謊的，是謊言之父的兒女，也就

是魔鬼的後代。這樣的人沒有神的靈在他裡面，沒有神的生命也

就沒有愛，所以也就沒有愛弟兄的心。因此我們信耶穌基督的就

必需要重生，需要一個與原本不一樣的新的生命誕生，這個新生

命是從聖靈而生，依靠聖靈漸漸成長，最後長成基督耶穌的樣式。 

 

這世界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我們這些稱為耶穌基督門徒的

人也時常會被誘惑，我們是否警醒？怎樣警醒呢？能夠識破魔鬼

的謊言嗎？如果我們認為有新生命在我們裡面的，我們是否經常

考察自己如何活出了新生命的樣式？看到有需要的人我們願意付

出嗎？尤其是對待那些不可愛的弟兄姊妹們？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父，謝謝祢賜聖靈給我們，我們雖然不好，祢還是愛

我們。求祢幫助我們從聖靈而得的生命能夠健康的成長，使那敗

壞的老生命能夠徹底地死去。我這樣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得

勝的名求，阿們！  

 

 

 

 

 

 

 



2017. 3. 15 靈修 

 

題目：【出死入生的標誌—彼此相愛】 

 

【閱讀進度】 

(約壹 3:11-18)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

令。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甚麼殺了他

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弟兄們，世人若

恨你們，不要以為希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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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

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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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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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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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經文】 

(約壹 3: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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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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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句解釋】 

「出死入生」: 這裡有兩個動詞 : 出，入。出：原文有移動、去、

跨越的意思，是主動第一人稱，單數，完成時態。



入：原文有進入…裡面、前面；為了、關於的意

思。 

【安靜反思】 

這段寶貴的經文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判斷是否進入永生的印

記： 就是我們是否有彼此相愛的心在我們裡面。雖然有世界上

的人恨屬神家裡的人（就像經文中提到的兩兄弟：該隱和亞伯，

世界上這樣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但在神的家裡，我們可以有相

親相愛的弟兄姊妹，在這個家裡的人的共性就是—彼此相愛，這

樣我們就與世界分別出來了。約翰提醒我們彼此相愛要從內心真

誠地發出來，不要只停留在話語上、表面上，而要有實際的行動。

(太 10:42) 主耶穌說：「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

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我們每個被稱為耶穌基督門徒的人，若沒有永生的生命在我們裡

面，那我們還不如一個非信徒，甚至要比他們還可憐。現在我們

就按照經文中的標準醒察自己，我們關心弟兄姊妹的事嗎？看到

弟兄姊妹有需要，我們動心嗎？當我們心動的時候，有行動嗎？

當自己的需要與弟兄姊妹的需要有衝突的時候，我們怎麼辦？當

我們活不出來彼此相愛的心，我們想什麼辦法解決？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父，謝謝祢賜給我們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的救主，我

們本不知道甚麼是愛，雖然有時我們自以為知道，求祢憐憫我們

將屬天的真誠的愛藉聖靈澆灌在我們裡面，讓我們能夠彼此相愛。

我們真誠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阿們！  

 

 

 

 

 

 

 

 

 

 

 

 

 

 

 

 

 

 

 

 

 

 

 

 

 

 

 

 



2017. 3. 16 靈修 

 

題目：【住在神裡面】 

 

【閱讀進度】 

(約壹 3: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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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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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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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我們遵

孚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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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孚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

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默想經文】 

(約壹 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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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孚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是因他所賜給我

們的聖靈。 

 

【詞句解釋】 

「住在…裡面」: 「住」是個動詞，同時具有持續存在、留下的

意思。它的詞性是：現在時態、主動直說語氣。

很顯然這裡的「住」這個動作，具有持續存在

之意，是眼前、當下應該發生的，是刻意主動



的行為。「住在…裡面」，是主動地持孚每一

時刻，使自己不越出界線。 

 

【安靜反思】 

在 23 節經文中連續出現了兩個命令，第一個命令是信他兒子耶

穌的名，第二個命令是彼此相愛。這兩個命令有著直接的關係，

遵孚第一個命令是先決條件；如果只遵孚第二個命令而沒有遵孚

第一個命令，仍然沒有神和我們同住的結果。但單只遵孚第一個

命令是不足夠的，還需要遵孚第二個命令，就是彼此相愛。神藉

著聖靈住在我們裡面，按照我們的本性不能真誠地活出彼此相愛，

但靠著聖靈的大能逐漸脫去老我穿上新我，是神的榮耀通過我們

彰顯出來，為主做美好的見證，以致更多的靈魂得救。 

 

我們要每時每刻省察自己的生命是否住在神的裡面？我們信耶穌

基督是掌管我們生命的主嗎？有沒有當我們覺得無能為力的時候

將主權交出去，可是當自己認為還行的時候又把主權拿回來呢？

從執行第二條命令的過程中看我們的生命在甚麼位置上？現在這

世界不法的事情不斷的增加，我以甚麼心態去面對？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父，感謝讚美祢！我們雖然不過是塵土，祢卻不丟棄

我們。求祢賜給我們有能力遵孚祢的命令，被聖靈管理，活出討

祢喜悅的生命。我們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2017. 3. 17 靈修 

 

題目：【真理的聖靈】 

 

【閱讀進度】 

(約壹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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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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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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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們哪，你們

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

的更大。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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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經文】 

(約壹 4:4-6)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

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

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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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句解釋】 

「靈」: 在舊約中，靈有三個方面的意思: 一. 風(賽 7:2)；二. 氣息 

(結 37:9-10)；3. —口氣(伯 19:17) ；在新約時代，靈普遍



被譯作一個無形體，有感情、有思想的存在，是人與神

建立關係的媒介。神的靈是聖潔的，是大有能力的。而

魔鬼的靈，是污穢的、不潔的、邪惡的。 

 

【安靜反思】 

約翰在年老的時候面對這一群被約翰稱為，「小子們」的弟兄姊

妹，從心裡發出的關愛的呼籲：「就你們是屬於神的，不可輕看

了你們的歸屬問題，這是決定你們的生死攸關的問題」。當我們

信耶穌是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就歸屬於神，是從

世界中被分別出來，這一步決定了我們的勝利。因為我們的神大

過其他一切的被造物，我們要靠著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改變以往我

們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當然，改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況謬妄的靈還在不斷地要將我們拖回以往離棄神的光景中去，

並使用各種手段使我們臣服在他們的權柄之下。所以約翰在教導

這些門徒的時候說：「要聽從我們」—這群被神揀選出來，有神

的權柄在他們身上的人來做帶領。 

 

在老約翰面前，我們都可以被他稱為「小子們」，我們知道我們

是應該屬於神的，但是不是有時還在考慮風水的問題？在其他宗

教信仰面前，敢不敢將福音的大能告訴他們？心裡是否還存在著

對邪靈的懼怕？我們又如何能識破魔鬼的詭計，有力量去抵擋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讚美祢！在萬人中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分別

為聖歸於祢，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祢幫助我們在生活中按照祢

的標準去生活，改變我們原有的人生觀，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

我們真誠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2017. 3. 18 靈修 

 

題目：【在愛裡完全】 

 

【閱讀進度】 

(約壹 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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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愛心的，

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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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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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來沒有

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

們裏面得以完全了。 

 

【默想經文】 

(約壹 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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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

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

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 

 

【詞句解釋】 

「挽回祭」: 挽回祭原文有遮蓋、贖罪、抵償的意思。獻祭是舊

約時代祭司在神與人之間的一項活動 。其中一項重

要的獻祭活動是贖罪祭(利 1:3-4，5:16-18，14:19-20)。

新約時代耶穌基督使自己成了代罪的羔羊，為他所



愛的人挽回了與神的關係，使人和神的關係重新和

好。 

 

【安靜反思】 

不是我們先愛神，乃是神先愛我們，就像父母先愛自己的孩子一

樣，一個新生兒是沒有能力去愛他的父母的。一個稱職的父母對

自己的孩子百般的呵護，出現危險時會不顧一切地甚至用生命來

保護自己的孩子，我們的父神亦是這樣。耶穌基督是父在地上的

顯現，並且父也將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了他。既然父已

經全然的愛我們，我們也必須彼此相愛，這是這個家庭成員鏈接

關係的紐帶和標誌。當一個家庭的孩子活出愛的生活方式，那些

還在彼此傷害的家庭就會羨慕並效仿這個有愛的家庭，那我們的

父親就會得榮耀，我們的生命也會在這個愛的關係中被建立完全，

完成從舊人到新人的轉變。 

 

現今你是神家庭的一員嗎？若還不是，我誠摯地邀請你/妳進入

我們這個家庭。若你已經是這個家庭的一員，那我為你感恩，並

且我們一起思考一些問題：我們是否脫離了新生兒的狀態，而長

大成熟？是否一直停留在吃奶的階段，仍是一個消費者？教會這

個大家庭對我意味著什麼？當弟兄姊妹與我發生衝突的時候，有

沒有先饒恕？再用愛的方式去解決？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父，創造天地孙宙萬物的主宰，我感謝讚美祢！能成

為祢的兒女是祢給我們極大的恩典，求祢幫助我們不要虧缺祢的

榮耀，能夠在眾人面前為祢作見證。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

得勝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