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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生命神是生命 约翰壹书之三

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把相爱、相信、顺服，

作为测量基督徒生命的指标。

所以第四章结束的时候，

你如果说你爱神，你的表现、生命的实践 ─

就是爱你所看见的弟兄。

完成式现在式

五1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

相信，是继续不断的过程，根基是建立在 ─
「已经相信了耶稣 已经有基督的生命 」「已经相信了耶稣，已经有基督的生命。」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五1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

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2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

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3 我们遵守神的

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4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 界 使我 胜 界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5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

稣是神儿子的吗？稣是神儿子的吗？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相爱的生命 ─ 很多时候服事非常的辛苦，当然也有喜乐，
圣经真理清楚的教导我们 ─

出三11 摩西对神说：「我是甚么人，竟能去见法老，

「先看重自己是什么，我们再来做什么。」

出三11 摩西对神说：「我是甚么人，竟能去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上帝验中他 拣选他 使命托付在他的身上上帝验中他、拣选他，使命托付在他的身上
摩西看重的 ─ 他是什么，

他能够确认自己是什么 就能够去做什么他能够确认自己是什么，就能够去做什么

今天我们做很多的事，忘记了生命的本质、根基，
没省思自己生命真正的光景是什么。

老约翰再一次的提醒 ─ 相爱的生命，

五1 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五2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不光是爱神的儿女、爱弟兄姐妹，

五3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光是爱 的 女 爱弟兄姐妹，
还有一件事情来测试我们爱神 ─遵行他的命令…

五3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遵守神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是爱的表征、不是重担。

约十27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太十一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到主的面前、体会主的恩典、领受给我们的力量、
去行他所吩咐的 这个测试是非常清楚的去行他所吩咐的，这个测试是非常清楚的。

什么时候我觉得「主啊，你的命令好难、好重…」

当有这样的体会跟感受当有这样的体会跟感受，

测试爱的指标在我们生命中所呈现的，可能就不足了。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爱神爱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
主，我愿意听你的话，我愿意明白你的心意
我也求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遵行你的命令

主给我们的命令其实都是蛮高的主给我们的命令其实都是蛮高的，
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 像我接纳你们一样。

他用一个很高的标准告诉我们他用 个很高的标准告诉我们

也给我们恩典和力量，帮助我们朝着这方向努力前进
我们不胆怯 不害怕我们不胆怯、不害怕，

带着本相到主面前说：「主，我不能…」

会听到主慈声的对我们说：「孩子 你放心会听到主慈声的对我们说：「孩子，你放心，

我既然给你目标，我会帮助你达到那个目标；

我既然给你命令 我会给你恩典我既然给你命令，我会给你恩典，

让你去明白那个命令不是难守的。」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胜过世界
五5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胜过世界的生命

五5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信心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接受他生命的时候，
信心可以胜过世界 信徒可以胜过世界！信心可以胜过世界、信徒可以胜过世界！

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而是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我可以奉主的名宣告 「我也可以胜过世界！」我可以奉主的名宣告 ─「我也可以胜过世界！」

这世界好多的引诱、五花八门…
很多的假象对我们招手、引诱、试探我们；

「众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真的是美」，

但我们常常不自觉的陷在其中无法自拔。

圣经告诉我们：「胜过世界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诉我 界是 稣是神 」，

不是我来胜世界，而是靠着主、信主，就可以胜过世界。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领受见证 ‧信主而能确知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五6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

水，乃是用水又用血，7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

灵就是真理。8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

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9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 该领受 因神的见证是为 儿子作的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

10 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

是将神当作说谎的 因不信神为他儿子作的见证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作的见证。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

面 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面。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

有生命。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领受见证 ‧信主而能确知

五6-8 三重见证
水水的见证

耶稣的受洗，耶稣传道工作开始

血的见证

耶稣的受难、在十字架上受死，耶稣的受难、在十字架上受死，

救赎工作完成

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

为耶稣受洗、受死来作见证
并且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领受见证 ‧信主而能确知

诺斯底主义约翰面对第一世纪末兴起的异端 ─ 诺斯底主义。

灵善物恶二元论 ─ 认为物质、灵魂，善与恶的对立，灵善物 元论 认为物质、灵魂，善与 的对立，

宣传幻影说，基督没有真实的身体、只是一个幻影；

如果成立的话，就不可能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如果成立的话，就不可能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

救赎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完成了

克林妥派 基督没有降生 也没有死亡克林妥派 ─基督没有降生、也没有死亡，

耶稣这个人受洗的时候，称作基督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灵离开他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灵离开他，

基督没有属于他自己真实的身体

基督是神的发射体，虽然由神而来，但没有神性没有神性，，

制造出基督非人非神的属性

在一连串错谬的教导中，很多人竟然听信这些错误的说法。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领受见证 ‧信主而能确知

约翰强力的反驳这样的说法，这里很清楚的宣告 ─
基督的见证是水、血、圣灵，三重的见证督的见 是水、 、 灵，三重的见

 九到十二节 ─ 神为他的儿子所作的见证
一切的见证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切的见证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信仰的中心点，非常清楚就是集中在耶稣身上。

重 约翰福音第五章 ─ 五重的见证
施洗约翰为耶稣作见证

耶稣自己所做的事作见证

父为子来作见证父为子来作见证

圣经为耶稣作见证

摩西为耶稣作见证摩西为耶稣作见证

 约翰福音十五章 ─ 圣灵也在作见证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领受见证 ‧信主而能确知

神的见证五9-12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

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
因不信神为他儿子作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感谢主 信主的神的儿女感谢主，信主的神的儿女 ─
我们领受的「神为他的儿子作的见证」

我们接受的「神儿子宝贵的、永远的生命」



‧信主得享生命‧信主领受见证 ‧信主而能确知

决志祷告一个人作相信耶稣决志祷告 ─
打开心门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在他里面，

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这样的一个完全委身交托、认罪悔罪的祷告，

时间应该不会很长，

三分钟的决志、相信耶稣的祷告，

我们穷极一生都没有办法想透 ─
为我们带来了何等大的祝福，

一生享受这个祝福在其中。

这个祝福何其的大 他的爱有何其的深；这个祝福何其的大，他的爱有何其的深；
永生哪！多美的祝福；

主他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他要我们跟随他主他自己有永远的生命，他要我们跟随他，

就把那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知道自己有永生知道自己有永生 ─ 非常大的恩典跟祝福。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 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五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
己有永生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甚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己有永生。14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甚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
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15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
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16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16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
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
当为这罪祈求。17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18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
者也就无法害他。19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
恶者手下 我们也知道 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恶者手下。20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
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
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21 小子们哪 你们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21 小子们哪，你们
要自守，远避偶像！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一4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写这封书信是让我们明白真理写这封书信是让我们明白真理，
而且明白生命之道的时候，

不单与神和好、与人和睦、传和平的福音不单与神和好、与人和睦、传和平的福音，

我们灵里得着满足的喜乐！

二1a 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不故意犯罪、不继续犯罪、不一直犯罪下去，
因为我们是信了主的人。因为我们是信了主的人。

如果偶然被过犯所胜…

二1b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约十七3 认识你 ─ 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我们重生进到神的国里、领受了一个永远的生命…
只有神是永远，我们怎么能到永远？

诗九○10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八十岁；；
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上帝给我们的不单是地上的生命，也有永远的生命 ─永生，
在我们信主的时候 他就把这确据放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就把这确据放在我们的里面，

就时间 ─ 它延长到永远

就质 新生命带到永远 从现在迎往永恒就质 ─ 新生命带到永远、从现在迎往永恒

不是不是看我们有什么、有什么条件配得承受这样的恩典，

当我们真正明白这救恩 愿意到他的面前领受这救恩当我们真正明白这救恩、愿意到他的面前领受这救恩，

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在你我的里面。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神会垂听五章十四到十七节 ─ 确知我们的祷告神会垂听，

基督徒的把握不单在未来，也在此刻我们的把握及祷告。

我们有太多的需要到主面前祷告，发现自己不能、无助无助……
当愿意把所求、所想放在祷告中，心就平安了、就笃定了；就笃定了；

特别当我们领受神垂听祷告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更深的知道我们所信的对象 ─是是真真的！的！

「祷告确知蒙垂听」有一个条件，

我们就更深的知道我们所信的对象 是是真真的的

五14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甚么，他就听我们。

如果不求，就放弃了这个权利跟恩典
不是妄求，照着他的旨意求、奉他的名求

路十一12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路十 12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五16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至于死的罪 ─ 有一方面指身体方面的死，

以色列的律法中以色列的律法中

有一些罪，是要死的，

例如说打人以至于打死 打父母或咒骂父母父母例如说打人以至于打死、打父母或咒骂父母父母……
有些罪是不该死的，就是他误杀了人，

有一个逃城能够让他进去有 个逃城能够让他进去，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至于死的罪 ─ 另方面指灵性方面的死、灵魂灭亡，

故意拒绝基督赎罪祭故意 督 罪
故意的抵挡，如亵渎圣灵
 四3 敌基督、背道者四 敌基督、背道者

为这样故意犯罪的人祷告要特别小心，

恐怕会得不着 不要期待上帝 定会听恐怕会得不着、不要期待上帝一定会听。

没有明文禁止祷告 ─「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为这罪祈求」」

没有鼓励为这样的事情来祈求

当然如果神的灵感动我们，还是可以祷告，当然如果神的灵感动我们，还是可以祷告，

好像撒母耳
「为着爱以色列人的缘故 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为着爱以色列人的缘故，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只是在这个分辨上要特别的小心。

‧信主得享生命 ‧信主领受见证‧信主而能确知

我们确知我们会蒙保守、我们是属于神。

五18 看到一个双向的保守 ─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神保守我们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从神得力来保守自己

五21 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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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神的，我要小心。

不要让所有一切高过神在我心中的位置，不要让所有 切高过神在我心中的位置，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你儿子的救赎，让我确知我有永生；

我也知道若我照着你的旨意求我也知道若我照着你的旨意求，

你就会听我的。

谢谢你保守我、保守你的儿女，

也让你的儿女在你的爱里可以保守自己。让你的 女在你的爱 可以保守自 。

你永远居在我心中，坐宝座、掌王权。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