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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結語: 5:13-21  

無懼走在神的光和愛中 

   

講述部份: 5 min 

有一个年青人在聚会之後, 與同伴打趣說:< 你別妄想教会可以解答你的問題, 

要找答案只能在學校裡找, 教会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模稜兩可的意見!> 

很多人離開教会, 甚至离開信仰, 起因是看到教会中的問題, 引起他們對真理產

生懷疑. 而教会往往不能解决他們的疑問.  

在第一課裡, 我們提及約翰寫此書的背境是因為有假師傅在教會中, 分裂教会, 

引起信徒對所信的道產生懷疑. 在卷末的結語中, 約翰把寫書的目的再次陳明, 

他要堅立信徒, 叫他們確信自己有生命, 確信神的保守, 確信禱告的能力, 并且

遠離至死的罪. 

 

讀經時間: 5min 

約一 5:13-21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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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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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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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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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罪。  

5:18 我們知道凡從 神生的必不犯罪．從 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作那從 

神生的必保護他〕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5:19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 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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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 神、也

是永生。  

5:21 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    

分組討論時間: 25 min 

 (分四組分別討論下列四大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討論 1 或 2 大題, 25 分鈡後合

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50 分鈡把下列四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

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提示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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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題: 整体性問題 v.13-21 

1. 在這段經文中有一个兩个字的動詞經常出現, 請找出此動詞, 并其出現次數

与上下文內容?  

2. ? 他要表達什么? 與這書的主旨有什么関係? 

3. 請複習什么是<永生>? 什么人有永生? 你如何知道自己有永生?( 參考 v.12, 

約 20:30,17:3) 

 

答案提示: 

1. <知道>出現六次.v.13,15(2x),18,19,20 

知道自己有永生; 知道神聽禱告; 知道所求無不得着; 知道神必保守; 知道我們

屬祂; 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真 神和永生.  

2. 作者要肯定讀者, 叫他們<知道>有得救的確据, <知道>自己有永生. 

3. 有神的兒子就有永生. 約 20:30,17:3. 

 

第二大題: v.14-15 

1. 這兩節經文給我們什么應許? 這應許的條件是什么? 

2. 怎樣才是<照他的旨意求>? 

3. 你如何理解<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與<存無懼的心>有関係嗎?(參考約

14:13;  15:7,16;  16:23-24;  太七 7-11) 

4. 你認為禱告的袐袂是什么? 

 

答案提示: 

1. 神聽禱告, 所求的無不得着. 條件是照他旨意求. 

2. 順服或臣服神的旨意, 不强求神依從我們自己的意思行.(Let God be God.) 

3. 禱告是天父賜給兒女的杈柄, 我們可以在阿爸父面前坦然無懼地祈求, 并相

信天父必聽我們的祈求, 依着祂的美意把最好的賜給我們. 約翰的重點在神兒女

對父神的信靠和在衪裡面坦然的確据. 

4. 禱告是與神溝通,建立関係, 認識神, 明白祂的旨意, 當我們在主裡, 與主連合,

如葡萄樹與枝子時, 神的旨意就成為我們的旨意. 如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 

又如祂在主禱文中教门徒禱告一樣, <願袮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有話

說: 禱告不是降低神的旨意來迎合我們, 而是提升我們的意向配合祂的意旨

(Prayer consists not in bringing God’s will down to us, but in lifting our will up to 

His.) 

 

第三大題 v.16-17 

1. 這兒所提及的禱告屬那類? 認罪還是代求? 這類別與其果效有何関連? 

2. 什么是<不至於死的罪>?什么是<至於死的罪>?請從圣經中例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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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翰說這些話與當日的處境有行関連? 他教導讀者要如何分別處理這兩种情

况? 對今日的讀者而言, 有什么可循的原則? 

 

答案提示: 

1. 代求. 代求的果效在乎對方是否会改邪歸正. 

2. <不至於死的罪>指犯罪的人有可能悔改回轉, 例如彼得三次不認主. <至於死

的罪>指犯罪的人己到不可回头的地步, 例如徒五 1-11 亞拿尼亞與撒非喇. 後者

包括離道反教(apostasy), 褻瀆圣灵等罪, 犯這些罪的人不相信救恩, 結局是死在

自己的罪中.  

3. 在當代的情境下, <至於死的罪>很可能指假師傅, 敵基督, 敵基督是不会回轉

的. <不至於死的罪>是指那些被迷惑的信徒.  

今日可循的原則: 第一: 要関心弟兄姐妹的屬靈情况, 要為他們代求. 第二: 要

分辨; 參考猶大書 22-23 節. 

 

第四大題: v.18-22 

1. <從神生的必不犯罪>是否等於基督徒必不犯罪? 

2. 這几節經文讓我們構想到基督徒在世是夾在<神>和<惡者>之間, 在這情況下

基督徒要如何<保守自己>? 神和惡者是否勢均力敵? 

3. 在這段裡有三个<知道>, 請列舉. 為什么約翰在卷末列出這三个<知道>?他的

目的是要肯定什么? 

4. <真实的>指誰? 作者為什么這樣稱呼? 

 

答案提示: 

1. <從神生的>=新人, 新人不犯罪; 但基督徒在兩下之間, 新人舊人同時存在, 

舊人会犯罪. 真基督徒不會住在罪中,不斷犯罪(keep on sinning). 

2. 圣經神學告訴我們神必勝過撒但, 善惡不是永遠對峙, 惡必歸無有. 基督徒<

自守>的祕袂是要藏身在基督裡, 活出新人, 新生命.  

<保守自己>原文可讀作<神所生的那位保守他>(直譯: but the[one] begotten of 

God keeps him)加爾文神學認為杈能的神会保守信徒(Preservation of Saints), (約

17:11; 10:28-29).同時亦認為成圣是神人合作的工夫. 究竟是自守還是神保守, 只

是從不同角度看同一回事而己. 

3. 三个知道: 一. 從神生的不犯罪. 二. 我們是屬神的. 三. 神的兒子己來, 賜下

智慧, 使我們認識祂, 住在祂裡面.(見 v.18,19,20.). 作者要肯定讀者知道自己已

經是屬神的人, 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神必保守, 現在世界雖落在惡者手中, 神終

必勝過惡者, 在基督裡我們必得勝. 

4. <真实的>指基督. 作者針對當代異端, 基督不是幻影, 祂賜的<智慧>,異於當

代的諾斯底主義的光照 Gnostic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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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組總結: 25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這是

最後一課, 可用第一課的資料作回顧性的總複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