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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我們會這個月我們會這個月我們會這個月我們會讀讀讀讀約翰一書約翰一書約翰一書約翰一書，，，，約翰一書共有五章約翰一書共有五章約翰一書共有五章約翰一書共有五章，，，，裡面充滿著愛的訊息裡面充滿著愛的訊息裡面充滿著愛的訊息裡面充滿著愛的訊息，，，，我們一起思想神我們一起思想神我們一起思想神我們一起思想神

奇妙的大愛奇妙的大愛奇妙的大愛奇妙的大愛！！！！ 

 
────────────────────────────────────────────────────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3 月月月月 2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3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 :讀第一章讀第一章讀第一章讀第一章 
 
約翰一書的背景約翰一書的背景約翰一書的背景約翰一書的背景 

1. 作者與受信者作者與受信者作者與受信者作者與受信者：：：： 

  約翰一、二、三書本身皆未指明作者與受書人，但教會歷來認為這三卷書都是使徒約翰寫的。由

於書信的內容、措辭、觀念與約翰福音極為相似，學者多同意這三卷書信與約翰福音是由同一位作

者──使徒約翰所寫成的。 

  本書並無特定受者，是一種公函，寫給小亞細亞一帶教會的信徒們， 

 

2. 使徒約翰使徒約翰使徒約翰使徒約翰：：：：    

  使徒約翰是西庇太的兒子(太十 2)。他的哥哥是雅各，他的母親是撒羅米(可十五 40、十六 1)。撒

羅米是從加利利就跟隨耶穌並服事祂的姊妹們之一(太廿七 55)，可能她就是主的母親的妹妹(太廿七

56)。因此，約翰和他哥哥雅各也可能就是主的表兄弟，所以他們哥倆曾請他們的母親出面向主說

情，求在祂的國裏，一個坐在右邊，一個坐在左邊(太廿 20~21)。 

  約翰的家境可能相當富裕；父親是一個大漁戶，有漁船和許多雇工(可一 20)。他也認識大祭司(約

十八 15)。約翰不只一次蒙主的呼召。第一次，主說：「你們來看」(約一 39)。他跟從主之後，他

又回到打漁的本業去了。過了一段時候，主在加利利海邊第二次又呼召他，他就離開了父親、夥伴

和漁船，從此作一個得人如得魚的門徒了(太四 18~22)。後來，主又從門徒中呼召他作十二個使徒

之一(路六 13~14)。 

  在十二使徒中，有三個特別和主親近的，就是彼得、雅各和約翰(路八 51、九 28、可十四 33)。

在這三個人中間，約翰是最近主的。他曾靠著主的胸膛(約十三 25)；他是主所愛的門徒(約十三 23)；

他是僅有的門徒在十字架下看主受苦(約十九 26)；他接受主的委託，接主的母親到自己的家裏(約十

九 27)。 

  約翰和他的哥哥雅各被稱為『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可三 17)。從這個稱號，就可想像約翰

的個性很暴躁。當他看到有人奉主的名趕鬼，可是又不和門徒一起跟從主，他就為主起了憤恨，禁

止那人繼續作工(路九 49)。當他看到那些撒瑪利亞人不接待主，他和雅各就請主許他們重演以利亞

的故事，用天上降下的火燒滅他們(路九 54)。可是後來他雷子的性情逐漸被主的愛溶化，而成為一

個專講愛的使徒了。 

  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使徒約翰在小亞細亞一帶地方的教會中間事奉主(那時保羅已經殉道了)。

他常住在以弗所；後來被放逐到拔摩海島──愛琴海裏的一個荒島──在那裏看見了榮耀主的異

象，就寫那卷《啟示錄》。約翰在地上的年日很長，活到百歲左右，最後是為主殉道的。 

 

 

22001144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讀讀讀讀讀讀讀讀經經經經經經經經計計計計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劃劃劃劃  

約約約約約約約約翰翰翰翰翰翰翰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愛愛愛愛愛愛愛愛，，，，，，，，因因因因因因因因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神神神神神神神神先先先先先先先先愛愛愛愛愛愛愛愛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  ((約約約約約約約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4::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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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寫作動機寫作動機寫作動機寫作動機    

 由於當時在小亞西亞的眾教會，正受著一種雛型「諾斯底主義」的異端的影響，使徒約翰提筆書

寫本書信，針對這些異端邪說的錯謬，加以辯駁，使眾信徒能分辨真道。 

 

4. 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約翰福音》為耶穌作見證，表明祂是神的兒子，使人因信耶穌得生命(約二十 31)，而得進入神

的大家庭，成為神的眾子；《約翰一書》則是神家的家書，寫給神家的孩子們，闡明在神家裏「與

神相交」之道 (約壹一 3)，如何彼此相愛，互相分享在基督裡豐盛的生命，由此確知自己有永生(約

壹五 13)，又勉勵眾人持守真道，不受異端分子的迷惑(約壹二 24~27)。因此《約翰福音》有如本書

的前奏，而本書如同《約翰福音》的應用。《約翰一書》和《約翰福音》兩者的主題和語法都十分

接近，也都使用明顯的對比──光明與黑暗，生命與死亡，愛與恨，真理與虛假等等。 

  《約翰一書》和《約翰二、三書》之內容論點雖然不同，但三卷書信的行文措辭彼此接近又相關，

皆勉勵受書者在真理中彼此相愛。一般聖經學者均相信，《約翰福音》、《約翰一、二、三書》和

《啟示錄》等五卷書均為使徒約翰所著。而這五卷書恰好可分為三類： 

   (一)《約翰福音》主題是「信」──因信耶穌基督而得生命。 

 (二)《約翰一、二、三書》主題是「愛」──因正確地愛神並愛弟兄而得豐盛的生命。 

 (三)《啟示錄》主題是「望」──因儆醒盼望基督再來而裝備得勝的生命。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1:3 『你們與我們』指信徒與信徒之間的橫向水平相交；『相交』指在主生命裏的屬靈交通。 

1:4 『這些話』狹義指一至三節的話，廣義指本書上全部的話；『寫給你們』作者在此暗示寫

本書的動機和目的有二：(1)使你們與我們相交(參 3節)；(2)使你們的喜樂充足(本節)。 

1:5 本句是第三次提到『傳』或『報』。第一次的傳是因『看見』(參 2節)，第二次的傳是因『看

見』並『聽見』(參 3節)，第三次的報是因『聽見』(本節)。我們必須先從主有所看見和聽

見，才能對別人有所傳報。 

1:8 此處的『罪』字原文是單數詞，指罪性，異端假教師主張靈的本質是純潔無罪的，無論人

外面肉體的行為如何敗壞，都與裏面的靈無關。 

1:9 這裏的『罪』字原文是複數詞，指罪行。 

『赦免』意指神不再記念我們的罪，在祂眼前如同沒有犯過罪；『洗淨』意指神已清除我

們一切不義的痕跡，在祂眼前全然潔淨。 

1:10 這裏的『罪』字原文是動詞，指犯罪。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 經文中第經文中第經文中第經文中第 6 節提到節提到節提到節提到「「「「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若說是與神相交若說是與神相交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卻仍在黑暗裡行卻仍在黑暗裡行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就是說謊話就是說謊話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不行真理不行真理不行真理

了了了了。」。」。」。」在黑暗裡行是什麼意思在黑暗裡行是什麼意思在黑暗裡行是什麼意思在黑暗裡行是什麼意思？？？？你是在光明中還是在黑暗裡行你是在光明中還是在黑暗裡行你是在光明中還是在黑暗裡行你是在光明中還是在黑暗裡行？？？？ 

2. 為什麼經文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為什麼經文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為什麼經文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為什麼經文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便是自欺便是自欺便是自欺、、、、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便是以神為說謊的？？？？ 

3. 我們應怎樣面對自己的罪我們應怎樣面對自己的罪我們應怎樣面對自己的罪我們應怎樣面對自己的罪？？？？ 

4. 反省一下最近自己有沒有得罪神反省一下最近自己有沒有得罪神反省一下最近自己有沒有得罪神反省一下最近自己有沒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求神教導你應怎樣處理這些罪求神教導你應怎樣處理這些罪求神教導你應怎樣處理這些罪求神教導你應怎樣處理這些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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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3 月月月月 9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3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讀讀讀讀第第第第二至三二至三二至三二至三章章章章 
 

 

釋釋釋釋經節錄經節錄經節錄經節錄：：：： 

2:1 『我小子們哪』這口氣流露神家中父老對晚輩的慈愛和關懷；『這些話』指本書第一章的

話，特指 5至 10節認罪者必蒙赦罪的話。 

2:2 『挽回祭』指平息神之忿怒的祭物，主耶穌不僅為我們的罪向神代求(參 1節)，並且祂自己

就是那平息神忿怒的祭物，祂在十字架上犧牲祂自己，成了能平息神忿怒的惟一祭物。 

『我們』指信徒；『普天下人』意指古今中外、不論信或不信的人。 

2:3 『曉得』指主觀經歷上的瞭解、知道；『認識祂』亦指主觀經歷上對主的認識、知道。希

臘原文有兩種認識或知道，一種是客觀道理上經過學習所得的認識(oida)，另一種則是主觀

經歷上經過體驗所得的認識(ginosko)，本節的『曉得』和『認識』均為後者，但時式不同，

『曉得』是現在式，而『認識』則是完成式，含有已經開始認識，並且還在繼續不斷的認

識。 

2:5 『愛神的心』原文是『神的愛』。 

2:6 『住在主裏面』比『在主裏面』(參 5節)程度更深，指繼續不斷且恆久的在主裏面，已成為

一個人生活為人的慣常模式。 

2:8 本句按原文開頭有『這』字(which)，指上句『新命令』的說法；『在主是真的』指主對我

們信徒的啟示和供應，每日都是常新的；『在你們也是真的』指我們對這命令的感受和經

歷而言，也是每日常新的。 

2:9 『他到如今』意指這種人的光景，從起初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改變過；『還是在黑暗裏』意

指起初是在黑暗裏，現在仍然在黑暗裏。 

2:13 『父老』指生命成熟的信徒；『少年人』指信心剛強、富有生命活力的信徒(參 14節)；『小

子們』指還在信仰的初階、生命幼稚的信徒。 

2:19 『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意指他們身子所在地方即或不同，但仍舊與我們維持心靈的交通

與連繫(參西二 5)。『出去』在此含有決裂的意思 

2:21 『真理』在此不是指聖經中所有的真理，而是指蒙恩得救所必須知道的真理。 

3:6 『犯罪的』指習慣於犯罪，過罪中的生活 

3:9 『神的道』原文是『神的種』，有三個意思：(1)指『神的生命」本身，是在人得救之初就

栽種在裏面的，故稱『神的種』；(2)指『聖靈』，信徒一切新生命的活動，都是從聖靈開

始的；(3)指『神的話』，神的生命是因神的話撒在人的心田裏，隨之發苗、生長、結實的(參

太十三 18~23)。 

3:15 『恨他弟兄』指內心向弟兄懷怨、厭惡、憤恨；『就是殺人』懷恨乃是心中懷著一把刀，

雖然在外面並未實際殺人，但在主看來，等同殺人(參太五 21~22)。 

3:20 良心乃是神所放在人裏面的一個自我管制的功能，只不過是神的代表，所以神比我們的良

心大。 

3:22 『一切所求的』指一切合理的祈求；『從祂得著』指得著禱告的答應。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 你覺得自己是你覺得自己是你覺得自己是你覺得自己是『『『『父老父老父老父老』、『』、『』、『』、『少年人少年人少年人少年人』』』』還是還是還是還是『『『『小子們小子們小子們小子們』？』？』？』？怎樣才可使你在信仰的路上更怎樣才可使你在信仰的路上更怎樣才可使你在信仰的路上更怎樣才可使你在信仰的路上更

進深進深進深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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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在在在3:3中中中中，，，，約翰說我們要潔淨自己約翰說我們要潔淨自己約翰說我們要潔淨自己約翰說我們要潔淨自己，，，，『『『『潔淨潔淨潔淨潔淨』』』』原文現在式動詞原文現在式動詞原文現在式動詞原文現在式動詞，，，，意指不停地潔淨意指不停地潔淨意指不停地潔淨意指不停地潔淨。。。。我我我我

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潔淨自己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潔淨自己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潔淨自己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潔淨自己？？？？ 

3. 3:6和和和和3:9是不是指基督徒不會犯罪是不是指基督徒不會犯罪是不是指基督徒不會犯罪是不是指基督徒不會犯罪？？？？你怎樣理解基督徒仍會犯罪你怎樣理解基督徒仍會犯罪你怎樣理解基督徒仍會犯罪你怎樣理解基督徒仍會犯罪？？？？ 

4. 你有沒有慣性地重覆犯某些罪你有沒有慣性地重覆犯某些罪你有沒有慣性地重覆犯某些罪你有沒有慣性地重覆犯某些罪？？？？ 

5. 世人為什麼會恨我們世人為什麼會恨我們世人為什麼會恨我們世人為什麼會恨我們 (3:13)？？？？你身邊有沒有未信的人試過恨你你身邊有沒有未信的人試過恨你你身邊有沒有未信的人試過恨你你身邊有沒有未信的人試過恨你？？？？他為什麼會恨你他為什麼會恨你他為什麼會恨你他為什麼會恨你？？？？ 

6. 你有沒有為弟兄姊妹捨命的決心你有沒有為弟兄姊妹捨命的決心你有沒有為弟兄姊妹捨命的決心你有沒有為弟兄姊妹捨命的決心 (3:16)？？？？你對某些弟兄姊妹的愛會不會仍有保留你對某些弟兄姊妹的愛會不會仍有保留你對某些弟兄姊妹的愛會不會仍有保留你對某些弟兄姊妹的愛會不會仍有保留？？？？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3月月月月16日至日至日至日至3月月月月22日日日日)：：：：讀讀讀讀第第第第四至五四至五四至五四至五章章章章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4:3 『從前』指教會初期使徒們還在世的時候；『聽見牠要來』指眾教會曾經聽見過使徒們的教

導，明言在末世必有敵基督出現(參帖後二 3)。 

4:12 神的本質是靈(參約四 24)，是人所不能看見的(參提前一 17；六 16)。在舊約時代，人所看見

的，並不是神的本體真相，而是以人形(神的使者)出現(參創十八 1~2)。 

『愛祂的心』原文是『祂的愛』(參二 5)，不是指我們的愛；『得以完全』按原文是『得到成

全』，原來神的愛是完全的，並無短缺，但我們對神的愛的運用和經歷卻有所不足，所以需

要藉彼此相愛來逐漸加深我們對神的愛的認識(參弗三 17~18)，並且增加運用和經歷，終至得

到成全的地步。 

4:15 『認』不是指頭腦心思的認同，而是指全人的認信與交託。 

這種雙向的內住，在這段經文中一共提到三次(參 13，15，16 節)，這是第二次。不過，這一

次的順序卻顛倒過來，其他都是先提到住在神裏面，然後才提到神也住在我們裏面(參 13，16

節；三 24)。因為這裏是強調，若不是神藉內住之聖靈的感動，就沒有人能說耶穌是主的(參

林前十二 3)。 

4:17 『祂如何』在本段經文裏，顯然不是指著祂的能力如何完全說的，乃是指著祂愛的表現說的。 

4:18 『懼怕』指害怕惹神震怒的心理(參約三 36； 羅八 15；來十二 21)；『愛裏沒有懼怕』指信

徒若平時住在愛裏面，就不會懷著一顆恐懼的心情，害怕將來受神審判。 

『懼怕裏含著刑罰』指不必等到將來真正的刑罰臨到，懼怕本身，現在就是一種的刑罰。 

4:19 本節的意思是，是神先將祂的愛澆灌在我們裏面(參羅五 5)，我們才會有神的愛，並且用這愛

來愛神又愛弟兄(參 20~21節)。 

5:4 『就勝過世界』意指勝過『愛世界』的心(參二 15)，亦即不愛世界，而愛神、愛弟兄。 

5:6 『藉著水和血而來』水和血的解釋須平衡，我們不能把其中一個按字面解釋作物質的東西，

另一個則解釋作屬靈的意義，所以水和血都是物質的水和血。『藉著水』指主耶穌藉著受浸，

以顯明祂是神的愛子(參太三 16~17)；『血』指祂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完成救贖大工，以顯

明祂是救主。 

5:8 按猶太律法，作見證的至少要有兩個人，若有三個人則更為充分(參申十七 6；十九 15；太十

八 16)。 

『都歸於一』意指為著一個目的，就是都一致的為基督耶穌作見證，叫人因信祂得永生。 

5:10 這裏的『信』字原文是現在時式，不同於 3:23 的『信』字，那裏按原文是過去不定時式，指

的是得救時開始的信心，是接受耶穌基督作個人救主的信心，而這裏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持

續信靠耶穌基督的信心，也就是以信靠主為我們生活模式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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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坦然無懼』按原文是指一種確實的自信，它原來的涵意是『言論自由』，在真正民主政治

底下，人們可以暢所欲言，而無被罪罰的恐懼，此處延伸用來形容向神禱告之時，只要保守

自己在神的旨意中，便無所畏懼。 

5:16 『神必將生命賜給他』本句按原文並無『神』字，是指他(代求的人)必會間接地幫助那犯罪的

弟兄(被代求的人)得著生命的供應；『生命』與本節中的『死』彼此相對，這裏的『生命』應

指屬靈的生命，所以本節中的『死』也宜解為屬靈的死，這樣，屬靈生命的供應，就會使屬

靈情況瀕臨於死亡的弟兄，起死回生，能與神恢復生命的相交。 

『至於死的罪』聖經學者對此有各種不同的解釋：(1)殺人者償命，犯此罪者後果必死；(2)擘

餅時不分辨主身體的罪；(3)欺哄聖靈的罪(參徒五 5，10)；(4)褻瀆聖靈的罪(參太十二 31~32)；

(5)某種特殊的罪，被神判定必死；(6)離道反教的罪。 

最合理的解釋，應當根據使徒約翰書寫本書的主旨，是在勸勉並警戒信徒勿盲目跟從異端假

教師，他們是魔鬼的差役，他們的結局乃是進入那為魔鬼和牠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1.1.1.    你怎樣試驗那些靈是否出於神你怎樣試驗那些靈是否出於神你怎樣試驗那些靈是否出於神你怎樣試驗那些靈是否出於神？？？？出於神的靈和不是出於神的靈有什麼分別出於神的靈和不是出於神的靈有什麼分別出於神的靈和不是出於神的靈有什麼分別出於神的靈和不是出於神的靈有什麼分別？？？？    
2.2.2.2.    約翰說愛裡沒有懼怕約翰說愛裡沒有懼怕約翰說愛裡沒有懼怕約翰說愛裡沒有懼怕    (4:18)(4:18)(4:18)(4:18)，，，，你會否懼怕神你會否懼怕神你會否懼怕神你會否懼怕神？？？？若你現在就面見神若你現在就面見神若你現在就面見神若你現在就面見神，，，，你的心情會怎你的心情會怎你的心情會怎你的心情會怎

樣樣樣樣？？？？    
3.3.3.3.    你在神面前能坦然無懼嗎你在神面前能坦然無懼嗎你在神面前能坦然無懼嗎你在神面前能坦然無懼嗎    ((((4:174:174:174:17、、、、5:14)5:14)5:14)5:14)？？？？你祈禱時通常向神說什麼你祈禱時通常向神說什麼你祈禱時通常向神說什麼你祈禱時通常向神說什麼？？？？你有信心神會你有信心神會你有信心神會你有信心神會

成就你所祈求的嗎成就你所祈求的嗎成就你所祈求的嗎成就你所祈求的嗎？？？？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3 月月月月 23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3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再讀第一至五再讀第一至五再讀第一至五再讀第一至五章章章章 
 
 

在本星期，我們再細讀一次約翰一書全卷書，以穩固我們從經文中所學到的真理。 

約翰在本書信第一章及第二章曾提及“謊言”、“自欺”及“以神為說謊”這三種有關“謊言”，分別是以下六

項： 

一、若說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中行，就是說謊話的。（一章 6節） 

二、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一章 8節） 

三、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一章 10節） 

四、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二章 4節） 

五、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二章 22節） 

六、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四章 20節） 

這六次有關謊言的事，可分為三類： 

1.  口說信神，行為卻犯罪的人，乃是說謊話的。 

2.  口說信耶穌，但又否認他為基督，也是說謊話的。 

3.  口說愛神，卻恨他弟兄，也是說謊話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1.1.1.    我們不單只在言語上愛神我們不單只在言語上愛神我們不單只在言語上愛神我們不單只在言語上愛神、、、、愛弟兄愛弟兄愛弟兄愛弟兄，，，，在行為上亦要在行為上亦要在行為上亦要在行為上亦要做到做到做到做到，，，，你的行為和說話是否一致你的行為和說話是否一致你的行為和說話是否一致你的行為和說話是否一致？？？？
你有沒有你有沒有你有沒有你有沒有「「「「說謊話說謊話說謊話說謊話」」」」呢呢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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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卷書卷有以下重點全卷書卷有以下重點全卷書卷有以下重點全卷書卷有以下重點：：：：    

主題 解釋 重點 

罪 即使是基督徒也會犯罪，需要神的

赦免，而基督的死使我們得到赦

免。我們決心按照聖經的要求，過

合神標準的生活，就說明我們的生

命正在改變中。 

 

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的罪性，不能硬說自己能

超越罪惡，不可看輕罪在我們和神的關係上

所產生的後果。我們必須抗拒罪的誘惑，若

犯了罪，就必須承認自己的罪。 

愛 基督命令我們愛別人，好像祂愛我

們一樣。這個愛是我們真正得救的

確據。神是愛的源頭，祂也希望祂

的兒女彼此相愛。 

 

愛是不自私的，是先顧及別人的需要。愛要

有行動，向別人表示關懷，而不是說說而

已。我們必須犧牲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去幫

助別人，藉此表達我們的愛。 

真理與錯謬 假教師說肉體並不重要，鼓勵信徒

放縱情慾。還說基督並不是真正的

人，所以必須透過一些神秘的知識

才能得救，結果人們視犯罪為等閒。 

神是真理，是光，因此我們要好好地認識

祂，才能把目光集中在真理之上。不要被任

何否認基督的神性或人性的教導引誘，以致

走迷了路。要查驗所傳的信息，看看他們所

主張的是甚麼。 

 

保證 神掌管天地。因為祂的話就是真

理，我們可以有永生和克勝罪惡的

保證。藉著信，就能夠肯定我們與

祂的永恆關係。 

 

我們與神的穩固關係是一個應許，也是一種

生活的方式。藉著信靠神的話和基督的救

恩，我們建立了自己的信心。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1.1.1.    你會否常在你會否常在你會否常在你會否常在「「「「愛世界愛世界愛世界愛世界」」」」和和和和「「「「愛神愛神愛神愛神」」」」之間掙扎之間掙扎之間掙扎之間掙扎？？？？怎樣才能作出正確的抉擇怎樣才能作出正確的抉擇怎樣才能作出正確的抉擇怎樣才能作出正確的抉擇？？？？    
2.2.2.2.    約翰的別名是雷子約翰的別名是雷子約翰的別名是雷子約翰的別名是雷子，，，，性格性格性格性格剛烈剛烈剛烈剛烈，，，，但後來卻被主耶穌改變但後來卻被主耶穌改變但後來卻被主耶穌改變但後來卻被主耶穌改變，，，，所宣講的訊息都充滿著愛所宣講的訊息都充滿著愛所宣講的訊息都充滿著愛所宣講的訊息都充滿著愛。。。。

回想一下自己在信主後有什麼地方被改變回想一下自己在信主後有什麼地方被改變回想一下自己在信主後有什麼地方被改變回想一下自己在信主後有什麼地方被改變？？？？為這些改變感謝耶穌為這些改變感謝耶穌為這些改變感謝耶穌為這些改變感謝耶穌。。。。亦想想自己有什亦想想自己有什亦想想自己有什亦想想自己有什
麼地方仍需主的塑造麼地方仍需主的塑造麼地方仍需主的塑造麼地方仍需主的塑造，，，，為自己祈禱為自己祈禱為自己祈禱為自己祈禱，，，，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求主幫助。。。。    

3.3.3.3.    什麼人什麼人什麼人什麼人////事令你感到被愛事令你感到被愛事令你感到被愛事令你感到被愛？？？？你又可以怎樣令你身邊的人感到被愛你又可以怎樣令你身邊的人感到被愛你又可以怎樣令你身邊的人感到被愛你又可以怎樣令你身邊的人感到被愛？？？？    
    
願我們實踐主的教導願我們實踐主的教導願我們實踐主的教導願我們實踐主的教導，，，，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互相扶持互相扶持互相扶持互相扶持、、、、包容包容包容包容，，，，竭力持守主的真道竭力持守主的真道竭力持守主的真道竭力持守主的真道，，，，將主耶穌犧牲將主耶穌犧牲將主耶穌犧牲將主耶穌犧牲
的大愛傳給身邊的人的大愛傳給身邊的人的大愛傳給身邊的人的大愛傳給身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