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是生命神是生命 約翰壹書之三

約翰在寫約翰一書的時候，把相愛、相信、順服，

作為測量基督徒生命的指標。

所以第四章結束的時候，

你如果說你愛神，你的表現、生命的實踐 ─

就是愛你所看見的弟兄。

五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

相信，是繼續不斷的過程，根基是建立在 ─

「已經相信了耶穌，已經有基督的生命。」

完成式現在式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五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

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2 我們若愛神，又遵守他的

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 3 我們遵守神的

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

就是我們的信心。 5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

穌是神兒子的嗎？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 ‧信主而能確知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 ‧信主而能確知

出三11 摩西對神說：「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

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上帝驗中他、揀選他，使命託付在他的身上

摩西看重的 ─ 他是什麼，

他能夠確認自己是什麼，就能夠去做什麼

相愛的生命 ─ 很多時候服事非常的辛苦，當然也有喜樂，

聖經真理清楚的教導我們 ─

「先看重自己是什麼，我們再來做什麼。」

五1 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今天我們做很多的事，忘記了生命的本質、根基，

沒省思自己生命真正的光景是什麼。

老約翰再一次的提醒 ─ 相愛的生命，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 ‧信主而能確知

五2 我們若愛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

五3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約十27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太十一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不光是愛神的兒女、愛弟兄姐妹，

還有一件事情來測試我們愛神 ─ 遵行祂的命令…

遵守神所啟示的一切的真理，是愛的表徵、不是重擔。

到主的面前、體會主的恩典、領受給我們的力量、

去行祂所吩咐的，這個測試是非常清楚的。

什麼時候我覺得「主啊，你的命令好難、好重…」

當有這樣的體會跟感受，

測試愛的指標在我們生命中所呈現的，可能就不足了。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 ‧信主而能確知

愛神有一個很重要的表徵 ─

主，我願意聽你的話，我願意明白你的心意

我也求你給我力量，讓我可以遵行你的命令

主給我們的命令其實都是蠻高的，

要我們彼此相愛、彼此接納 ─ 像我接納你們一樣。

祂用一個很高的標準告訴我們

也給我們恩典和力量，幫助我們朝著這方向努力前進

我們不膽怯、不害怕，

帶著本相到主面前說：「主，我不能…」

會聽到主慈聲的對我們說：「孩子，你放心，

我既然給你目標，我會幫助你達到那個目標；

我既然給你命令，我會給你恩典，

讓你去明白那個命令不是難守的。」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 ‧信主而能確知

五5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

勝過世界的生命

信心明白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也接受祂生命的時候，

信心可以勝過世界、信徒可以勝過世界！

不是我們有什麼能力，而是主給我們夠用的恩典…
我可以奉主的名宣告 ─「我也可以勝過世界！」

這世界好多的引誘、五花八門…
很多的假象對我們招手、引誘、試探我們；

「眾人以為美的事不一定真的是美」，

但我們常常不自覺的陷在其中無法自拔。

聖經告訴我們：「勝過世界是相信耶穌是神兒子」，

不是我來勝世界，而是靠著主、信主，就可以勝過世界。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五6這藉著水和血而來的，就是耶穌基督；不是單用

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7 並且有聖靈作見證，因為聖

靈就是真理。 8 作見證的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

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9 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

神的見證更該領受了，因神的見證是為他兒子作的。

10 信神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裡；不信神的，就

是將神當作說謊的，因不信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 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

面。 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

沒有生命。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五6-8 三重見證

水的見證

耶穌的受洗，耶穌傳道工作開始

血的見證

耶穌的受難、在十字架上受死，

救贖工作完成

聖靈的見證

為耶穌受洗、受死來作見證

並且使耶穌從死裏復活，

以大能來顯明祂是神的兒子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在一連串錯謬的教導中，很多人竟然聽信這些錯誤的說法。

約翰面對第一世紀末興起的異端 ─諾斯底主義。

靈善物惡二元論 ─ 認為物質、靈魂，善與惡的對立，

宣傳幻影說，基督沒有真實的身體、只是一個幻影；

如果成立的話，就不可能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

救贖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完成了

克林妥派 ─ 基督沒有降生、也沒有死亡，

耶穌這個人受洗的時候，稱作基督的靈降在祂的身上，

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靈離開祂，

基督沒有屬於祂自己真實的身體

基督是神的發射體，雖然由神而來，但沒有神性沒有神性，，

製造出基督非人非神的屬性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約翰強力的反駁這樣的說法，這裡很清楚的宣告 ─

基督的見證是水、血、聖靈，三重的見證

九到十二節 ─神為祂的兒子所作的見證

一切的見證集中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信仰的中心點，非常清楚就是集中在耶穌身上。

約翰福音第五章 ─五重的見證

施洗約翰為耶穌作見證

耶穌自己所做的事作見證

父為子來作見證

聖經為耶穌作見證

摩西為耶穌作見證

約翰福音十五章 ─ 聖靈也在作見證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五9-12 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神的見證更該領受了，

因神的見證是為他兒子作的。

不信神的，就是將神當作說謊的，

因不信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

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面。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

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感謝主，信主的神的兒女 ─

我們領受的「神為祂的兒子作的見證」

我們接受的「神兒子寶貴的、永遠的生命」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一個人作相信耶穌決志禱告─

打開心門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在他裏面，

接受耶穌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這樣的一個完全委身交託、認罪悔罪的禱告，

時間應該不會很長，

三分鐘的決志、相信耶穌的禱告，

我們窮極一生都沒有辦法想透 ─

為我們帶來了何等大的祝福，

一生享受這個祝福在其中。

這個祝福何其的大，祂的愛有何其的深；

永生哪！多美的祝福；

主祂自己有永遠的生命，祂要我們跟隨祂，

就把那永遠的生命放在我們的裏面。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五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

己有永生。 14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

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15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16 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

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神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罪，

我不說當為這罪祈求。 17 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

罪。 18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

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19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

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20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

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

裡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21

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

知道自己有永生─ 非常大的恩典跟祝福。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一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足。

寫這封書信是讓我們明白真理，

而且明白生命之道的時候，

不單與神和好、與人和睦、傳和平的福音，

我們靈裏得著滿足的喜樂！

二1b 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

二1a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是要叫你們不犯罪。

不故意犯罪、不繼續犯罪、不一直犯罪下去，

因為我們是信了主的人。

如果偶然被過犯所勝…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約十七3 認識你 ─ 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我們重生進到神的國裏、領受了一個永遠的生命…
只有神是永遠，我們怎麼能到永遠？

詩九○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上帝給我們的不單是地上的生命，也有永遠的生命 ─ 永生，

在我們信主的時候，祂就把這確據放在我們的裏面，

就時間 ─ 它延長到永遠

就質 ─ 新生命帶到永遠、從現在迎往永恆

不是不是看我們有什麼、有什麼條件配得承受這樣的恩典，

當我們真正明白這救恩、願意到祂的面前領受這救恩，

這個永遠的生命就在你我的裏面。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禱告確知蒙垂聽」有一個條件，

五14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他就聽我們。

如果不求，就放棄了這個權利跟恩典

不是妄求，照著祂的旨意求、奉祂的名求

路十一12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五章十四到十七節 ─ 確知我們的禱告神會垂聽，

基督徒的把握不單在未來，也在此刻我們的把握及禱告。

我們有太多的需要到主面前禱告，發現自己不能、無助無助……
當願意把所求、所想放在禱告中，心就平安了、就篤定了；就篤定了；

特別當我們領受神垂聽禱告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就更深的知道我們所信的對象 ─ 是是真真的！的！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五16 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

就當為他祈求，神必將生命賜給他；

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求。

至於死的罪─ 有一方面指身體方面的死，

以色列的律法中

有一些罪，是要死的，

例如說打人以至於打死、打父母或咒罵父母父母……
有些罪是不該死的，就是他誤殺了人，

有一個逃城能夠讓他進去，

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肉體，

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至於死的罪─ 另方面指靈性方面的死、靈魂滅亡，

故意拒絕基督贖罪祭

故意的抵擋，如褻瀆聖靈

四3 ─ 敵基督、背道者

為這樣故意犯罪的人禱告要特別小心，

恐怕會得不著、不要期待上帝一定會聽。

沒有明文禁止禱告 ─「我不說當為這罪祈求為這罪祈求」」

沒有鼓勵為這樣的事情來祈求

當然如果神的靈感動我們，還是可以禱告，

好像撒母耳

「為著愛以色列人的緣故，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

只是在這個分辨上要特別的小心。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領受見證‧信主而能確知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

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我們確知我們會蒙保守、我們是屬於神。

五18 看到一個雙向的保守─

遠避把神的地位代替了的那一切，

那就是偶像了；

一切在我心中的地位高於神的，我要小心。

不要讓所有一切高過神在我心中的位置，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神保守我們

從神得力來保守自己

五21 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

禱告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藉著你兒子的救贖，讓我確知我有永生；

我也知道若我照著你的旨意求，

你就會聽我的。

謝謝你保守我、保守你的兒女，

也讓你的兒女在你的愛裏可以保守自己。

你永遠居在我心中，坐寶座、掌王權。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