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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一部分：后期书信 

信息 11——约翰 1书 

行在真理中 

约翰 1 书 1:4-6 

 

介绍 

在新约中，有许多关于使徒约翰的生活和事奉的参考，他和他的兄弟雅各

（martyred Acts12：2），以及彼得，这三个人是耶稣的核心圈子。他与耶

稣在一起的人生（福音），早期教会的事奉（使徒行传），特别是约翰福音

1,2,3 约翰福音和启示录，这些累加起来使得他的言语和告诫极为重要。

在其他使徒死后约翰仍健在数十年。 （关于约翰生平和事奉更详细的说明

将在关于（约翰一书 4＆5）的讲解中。与其他三本福音书相比，约翰福音

是非常独特的（这就是为什么学者称其为其他 3个是“概要福音”，意味

着它们“有相似的见解”）。启示录是新约中唯一的预言书。约翰的三封信

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爱人也是爱上帝的必要证据。因此，使徒约翰在公元

一世纪早期基督教会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约翰的语言风格是

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然后经常从一个新的角度回过头来重复之前

的一个想法。克雷格·布隆伯格（Craig Blomberg）在他的《从五旬节到

拔摩岛》这本著作中对此提供了非常有帮助的说明。书中出现了三个主题，

每个主题重复讲述了三次。 

 

 

 Cycle 1  Cycle 2  Cycle 3 

Keeping God’s    

Commandments 

1:5-2:6 2:28-3:10 5:16-21 

Loving one another 2:7-17 3:11-24 4:7-21 

 

Believing in Jesus 

as the God-man 

2:18-27 4:1-6 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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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成肉身: 1:1-4 

约翰的书信并非如其他《新约》书中的信件那样以普通的问候来开头，而

是与约翰福音一样，着眼于基督这个人的真实性及生命之道（参见约翰福

音 1：1-18，其中耶稣被称为上帝的“道” 意思是上帝的“启示”或“表

达”。）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

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

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

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1：1-4） 

 

在这里，他强调了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有形的现实。 假教师（像

后来的诺斯替人）教导说，现实世界是邪恶的，而精神世界是纯洁的。 因

此，他们说耶稣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相反，他是某种幽灵或灵异。 他

走路时没有留下脚印。 他没有在十字架上感到疼痛，等等。约翰强调了这

样一个事实，他不仅用眼睛“看见”了耶稣，而且还用双手“触摸了”他。 

约翰的观点是：耶稣不是幽灵。 他拥有真实，有形的肉体，是一个真实的

人。 在开篇末尾，他介绍了这封信的主要重点：与上帝的团契，将直接引

发了随后的事情。 

第一循环: 1:5 – 2:27 

约翰在 3个循环中涵盖了 3个主题。 第一个主要主题是服从上帝的诫命，

以此作为真实信仰的证据。 

  

为什么说约翰的喜悦取决于他的读者对耶稣的理解和接受（1：4）？ 

因为他希望所有基督徒都知道并体验到追随真实存在的基督而产生

的伟大奇迹。 那些熟识救世主的人不禁要鼓励其他基督徒寻求更深

层的真理，并追随主。不然，基督徒们很可能会错过很多快乐。 那么

你呢？ 当你有意寻求认识基督时，你是否愈发欢喜？ 然后，是否像

约翰那样，产生了这样一种极大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帮助其他人更深

入地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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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遵守神的诫命: 1:5-2:6 

顺服是内心进化的证据。 那些说他们“知道耶稣”的人将“按照耶稣的步

伐而行”（2：6）。 如果与耶稣的品格没有相似之处，那么就不是真正与

耶稣靠近。 

 

- 与神的团契: 1:5-10 

约翰的信是写给那些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信徒。 他的

主要目的是教导他们如何与上帝保持团契（意味着亲密关系）。 保持与上

帝相交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生活中的罪恶时有“亏欠”的

意识。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

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

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

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

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

我们心里了。” (1:5-10). 

 

那些追随主的人将在光明中行走（服从主的圣言），并在认识到罪后认罪。 

一旦我们认罪（认罪=“同意”，或简单地“承认”），上帝就会宽恕我们，

并“从一切不义之举中清洗我们”。 当我们对上帝犯罪时，几乎总是涉及

对另一个人的犯罪。 约翰并没有专注于此，但在马太福音 5：22-24中耶

稣对此进行了关注。 我们必须和一个因我们的愤怒，言语和行为而受到伤

害的人和解。 注意：一些假教师说，如果人们否认所有肉体上的欲望并生

活在“精神领域”，那么他们将过上无罪的生活。 

在主这里“欠账“。 当你意识到罪恶时就认罪。 练习“精神呼吸”。 “呼

气”是认罪。 当认罪（求主同意）的那一刻，你就洗净了罪恶。 “吸气”

是在要求圣灵宝座降临你的内心，使你充满他的能力。 （另一个比喻

是你把驾驶座让给基督）。 这就是“与圣灵保持同步”（加拉太书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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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 2:1-2 

当我们认罪时，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 因为耶稣为我们的

罪而死，而他现在在天上充当我们的庇护者（辩护律师），不断将他十字架

的完成的救赎应用到我们的每一个罪恶和失败中。 

 “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

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2：1,2）。 

 

基督的死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1）对于信徒来说，他的死是可接受

的礼物，即对罪的献祭（赎罪），是耶稣不断为他们代祷的基础。 2）对于

不信者，他的死是不可接受的礼物，直到内心改变和接纳主为止。 耶稣爱

整个世界，并通过为每个人而死来证明这一点，为所有人提供宽恕和清洗

罪孽。 但是上帝永远不会将他的爱强加于任何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接受

主经由耶稣受难这一爱的礼物来作出回应。  

 

- 顺服是真正认识神的证明: 2:3-6 

约翰强调顺服是真正认识神的证据，并不仅仅意味着“完全顺服”（见 1：

5-10，他清楚地指出所有信徒都会犯罪）。 约翰在讲一贯的按照他的命令

行走的方式或轨迹，并希望更像耶稣。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

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

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

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2:3-6）。 

 

假教师不仅使人们误以为是基督人的本性（说他不是真正的人），而且还误

导了基督教他的追随者生活的方式。 有些人在教执照（上帝的恩典是犯罪

的免费票-见彼得 2：2和 2犹大书 4），而另一些人则在教导严格的克己作

法，以求得真正的救赎（提摩太前书 4：1-4）。 无论哪种方式，这些教师

的教义都不符合耶稣对门徒的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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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彼此相爱: 2:7-17 

让人有爱心是这封信的主题。 实际上，爱人是我们真正爱上帝的主要证据。 

这个主题在第二和第三周期将变得非常明显。 

 

- 根据诫命行: 2:7-11 

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最强烈的诫命是“彼此相爱的新诫命”（见约翰福音 13：

34,35）。耶稣说，这将是他真正的门徒们的终极印记。尽管耶稣称其为“新

诫命”，但实际上它是旧约的中心教导（利未记 19:18；爱上帝的第一要

务，申命记 6：4）。耶稣强调这种爱的诫命，并称其为律法的总章。正如他

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整个旧约可以概括为两条诫命：爱上帝和爱你

的邻居（太 22：36-40）。 

现在，几十年后，使徒约翰再次提出了爱的诫命，而不是作为“新诫命”，

而是使徒从教会早期就开始教导的诫命。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大约在耶

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讲完他的话之后的 60 年），“新诫命”已经成为基督徒

中众所周知的“旧诫命”。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

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

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 

  

要说辨别谎言最好的方法就是知道什么是真理。如果你想要知道“神的

诫命”，那就学习四福音书，接受耶稣的教导和警告。同时，新约中的

书信也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如果这样

做，那么我们辨别谎言和偏理的能力就会增加。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

把这些教导记在心里，尊从它们，这样才是对我们有益，且喜悦主荣耀

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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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跌的

缘由。惟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2：7-11）。 

 

- 成熟的阶段: 2:12-14 

约翰强调要顺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标志，但他也认识到基督徒成熟的过程

中有许多阶段。 他描述了三个成熟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相关特征。 他

以“家庭”为类比，但他最终指的是所有人的精神成熟阶段。 

 

“小子们哪，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

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哪，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

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曾

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2：12-14）。 

 

小孩子们知道罪孽的赦免，他们已经认识神为他们的父。 儿女们知道如何

通过遵守上帝圣言的能力与邪恶作斗争，并且他们正在战胜邪恶者。 父亲

深深地了解上帝，因为上帝从一开始就存在。 他们对上帝的永恒计划和目

的有更全面的了解。 

  

仇恨是爱的对立面，在基督的追随者的生活中没有仇恨。 实际上，如

果一个人“憎恨他的兄弟”，那么他实际上就是“在黑暗中”并失明了。 约

翰在这封信的稍后部分将指出，有人不可能说自己“爱上帝”而不爱别人

（见 3:14; 4：20,21）。 今天检查自己的心， 你对某人怀有苦涩吗？ 

向您的保惠师耶稣坦白，他会原谅您。 然后，求他赐给你力量去爱那

些伤害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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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爱世界: 2:15-17 

对上帝和人民的爱是耶稣信徒的印记。 相比之下，上帝的子民会小心谨慎，

不要让自己的心专心于“世界上的事物”。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

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

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2：15-17）。 

 

约翰在福音书中提到“世界”约 55 次，在这封信中又提到 18次。 根据上

下文的不同，“世界”对约翰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 通常，如以上段落所

述，“世界”是指存在于邪恶者的力量中的当前世界体系（见约翰一书

5:19）。 它是撒但的王国，与上帝的王国相对立。 与耶稣所提供给我们的

东西相反，邪恶者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 启示录 18 从约翰的预言角度生

动地描述了这个世界，因为它是在神的最终审判之下的。 约翰在这封信中

鼓励信徒们警惕被吸引到这个世界思想和生活体系中的诱惑。 当我们继续

注视耶稣时，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个世界的力量（约翰一书 5：4,5）。 他在

这里列出了“世界”的三个方面： 

-肉体的欲望：对有罪天性的渴望，尤其是对肉欲的满足的渴望。应对罪恶

的冲动。 

-眼睛的欲望：渴望看到的东西，并关注外在。贪婪的内心渴望。 

-今生的骄傲：带给我们荣誉和荣耀的事物。 以比别人更好为荣， 对自己

的重要性或优越性的需要。 

  

如果您必须选择这三个类别之一来描述您作为耶稣的跟随者的成熟

度，您会选择哪一个？ 您认为与耶稣一起进入成熟阶段需要什么？ 

它可能涉及更多地学习神的话语的真理，被更成熟的基督信徒所门徒，

或者更多地参与实际的事工，在那里您正在学习“战胜邪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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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类诱惑与圣经中的其他两个关键部分并列：魔鬼在伊甸园中对亚当夏

娃的诱惑（创世记 3：1-7），魔鬼在旷野对耶稣的诱惑 （马太福音 4：1-

11）。 

 

C. 相信耶稣是神子: 2:18-27 

第一个周期以第三个主题为中心结束：保持对耶稣的正确信仰。 约翰在福

音书中写道，要帮助人们成为耶稣的信徒，成为神的儿子（见约翰福音 20：

30,31）。 基督的神性是他的主要关注点。 在这封信中，他纠正后来的错

误也就是关于耶稣到底是谁的争论，特别是在耶稣是神子，他具有真实的

人性。 最重要的是，正确认识耶稣是“相信耶稣”的基础。 

 

- 假教师：反基督者： 2:18,19 

假教师（敌基督者）渗入了基督教教堂，但由于某种原因而离开（也许是

根据他们错误的信念组成了自己的团体）。 他们“从我们这里出去”的事

实证明，他们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我们”（即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 

正如耶稣描述的那样，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太 7:15）。 

“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

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

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

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2：18,19）。 

 

- 真教师: 圣灵: 2:20-27 

与假教师相反，圣灵引导神的子民走向真理。 耶稣反复强调这将是圣灵的

主要工作之一（见约翰福音 14：16,17; 25,26; 15：26,27; 16：5-15）。 

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提到的“受膏”。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

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

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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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

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

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

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2：20-27）。 

 

圣灵具有真实的人格，他住在信徒的内部。耶稣在他的最后晚餐中与他们

一起教导/提醒他们的门徒，“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他与你同在，将

在你里面”（约翰福音 14：15,16）。当圣灵感觉到有关于基督本人错误教

导时，信徒将从圣灵在他们心里的变化中感受到某种形式的忠告（悲伤，

纠正，定罪都是圣灵的行为），以提醒信徒关于与基督有关的谎言基督的人

与工作。约翰在第 27节中说，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教”这些基本真理。他

并不是说基督教教堂不需要老师，因为在其他地方，教学的恩赐被强调为

教会的重要事工。此外，如果绝对不需要教导，警告或纠正信徒，约翰的

这封信的写作将毫无意义。约翰说他们已经听到并接受了关于基督的人格

和工作的真正教导，而圣灵已在他们心中证实了这一教导。他们不需要重

新学习这些基本真理。相反，他们需要警惕任何相反的教导。 

 

 

 

 

 

今天，我们得到的警告和当时是一样的，这点至关重要：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2:23）。 约翰说，在

否认上帝儿子耶稣的人格和工作的同时，“拥有父亲”是不可能的。 父

子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父神通过他的儿子向世人表明了自己。 

此外，他通过儿子的死与复活使世界与自己和好。 如今，当人们说他

们在最小化或无视耶稣的同时相信上帝，看似这种说法很流行，但这

恰恰是约翰反对的想法。 耶稣自己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

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约翰福音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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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循环: 2:28 – 4:6 

现在重复主题，但具有新的重点和深度。 就像歌曲由每一节组成，约翰的

三个主题随着每个周期的发展而逐步提高。 

 

A. 遵循神的诫命: 2:28-3:10 

- 基督再来的时候顺从会带来信心: 2:28-3:3 

最初的基督徒以非常真实的感觉生活，即基督随时可以回来。 因此，他们

生活着准备好充满信心地与他见面，并为他们的生活管理做一个交代。 这

是耶稣经常强调的主题（见马太福音 24:45 – 25:46），在耶稣第二次讲

话中，耶稣给了许多比喻，强调需要保持警惕并为他的返回做好准备。 

 

“小子们哪，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

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

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

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

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

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2：28-3：3）。 

 

“荣耀”是我们从罪中得救的最后阶段。 这将在耶稣返回时发生，或者我

们通过死亡与他同在。 同时，我们正在“成圣”的过程中-逐渐地变得更

像耶稣。 约翰的训诫很简单：如果最终我们要像耶稣，那么我们应该追求

现在越来越像他的目标。 

 

基督再次降临（或者您将与基督同在）如何影响您现在和现在的生活

方式？ 换句话说：如果您知道耶稣将在一年后带您回家，那么您会

采取什么不同的方式来准备与他见面？ 您还要多做什么？ 或者少

做什么？ 您将对自己的生活要进行哪些重大改变？ 约翰说，“将希

望寄托在神身上的人会净化自己，就像是纯全无瑕疵的。” 您的希望

坚定地盼望有一天与耶稣面对面见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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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服才能明确我们是他的孩子: 3:4-10 

约翰已经说服从是真正认识神的证据（2：3-6）。 现在，他将这一想法更

进一步，认为服从可以使我们内心确信我们确实是他的孩子。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

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

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哪，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

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

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3：4-10）。 

 

如果不仔细翻译这段话，会给人以基督徒永远不会犯罪的印象（约翰已经

说过了，这是不正确的–见 1：8-10）。 了解约翰在这里真正说的是，要注

意他反复使用希腊现在时动词。 如果他想说一个人根本不会犯罪，那么他

会使用希腊的无神论者的时态。 但是他用现在时说的是，一个真正由神生

的人不会继续将犯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位真正的信徒将有一种渴望服

从上帝的模式或轨迹，而不是对犯罪渴望。 在第二个周期中提到的想法是，

服从可以确保我们是上帝的孩子，而实践罪恶则可以确定某人是魔鬼的孩

子。 

 

B.彼此相爱: 3:11-24 

 

彼此相爱的主题大约在第二次出现，这是更有力量。 恨别人是不可能的，

同时，你的内心也将拥有永生。 如果您憎恨，那么您就是该隐之类的杀人

犯，杀死了他的兄弟，表明他“属于邪恶的人”（即撒旦的孩子）。 如果

您爱，那么您就可以向自己保证自己是上帝的孩子（3：19-21）。 由于耶

稣通过为我们付出生命来爱我们，他的跟随者将通过为他们付出生命来爱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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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

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

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希奇。我们因为爱弟

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

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哪，我们

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神面前安稳。从

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

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

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

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

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

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

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3：11-24）。 

 

如果我们有能力和资源来帮助另一个人，那么真爱就会以切实的方式伸出

援手。 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爱言语和语言，而是会爱行动和真理。 

 

C. 相信基督是神子: 4:1-6 

第二个循环以重新审视对耶稣的真实信仰为结束。 虚假的鬼魂会因否认耶

稣“在肉身”降临而成为现实。 上帝的真实灵性将使人们得出耶稣真是神

子的真理。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

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

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

谁在您的能力范围内需要您在行为和真理上爱他们。 您可以向谁展示

基督实实在在的爱？ 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有形的，肉体的，真实的和牺

牲的。 他奉献了自己的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下周你怎么能像耶稣一样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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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

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

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

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4：1-6）。 

 

问题讨论 

1. 约翰在反驳耶稣的错误观点上大有作为。 正确认识耶稣为什么如此重

要？仅凭我们自己对他是谁，所做的是什么进行判断是否正确？ 在这封信

中，您对耶稣基督的真实身份学到了什么？ 

 

2. 在约翰一书中，服从上帝作为认识上帝的证据这一主题非常重要。 很

多时候，我们强调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有一种错误观念，想通过良好的

作为/服从来“赚取我们的救赎”。 这种对奇异恩典的强调如何使我们不

明白服从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中的重要性？ 您需要在哪里加强服从？ 

 

3.爱别人真的是服从上帝的一种形式。 那么，约翰为什么要把它强调出来

并成为真正认识耶稣的关键证明呢？ 您需要选择谁来爱？ 怎么能向他们

表达爱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