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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女 Children of God

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是因為天父的慈愛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
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
是因未曾認識他，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
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
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約翰一書 3:1-2



什麼是公義 What is Righteousness?

希伯來文 Tzedek：公義、公平
法官和君王维护权利，伸张正义

神是最大終極的審判官，萬王之王

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
同行…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
舟；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你在我面前是義人。」

創世記 6:9, 7:1



麥基洗德 Melchizedek：仁義王

公義與正直的關係：

你們義人應當靠耶和華歡喜快樂；

你們心裡正直的人都當歡呼。

詩篇 32:11

什麼是公義 What is Righteousness?



什麼是公義 What is Righteousness?

希臘文 Dikaios：法官的批准 Judicial approval

字根 Dike：司法判決 Judicial verdict

公義：神判定和批准的公義和公平的標準

讀經班《羅馬書2-6章》：

公義是神看為正的



公義的苗裔 A Righteous Branch

神給不義的以色列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耶穌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
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
公義。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耶利米書 23:5-6



公義的主 The Righteous Lord

耶穌基督在地上施行一切公平和公義

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
般的義。」於是約翰許了他。

馬太福音 3:15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馬太福音 5:6



神的義 God’s Righteousness

因著耶穌被釘十字架，神賜公義給信耶穌的人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
有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
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 3:22-24



一、行公義 Practice Righteousness

行公義的必要性
1）神是公義的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
所生的。

約翰一書 2:29



一、行公義 Practice Righteousness

行公義的必要性
2）主再來時，我們要見主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
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
為必得見他的真體。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
像他潔淨一樣。

約翰一書 3:2-3



一、行公義 Practice Righteousness

如何潔淨自己？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你們知
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凡住
在他裡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
也未曾認識他。

約翰一書 3:4-6



一、行公義 Practice Righteousness

行公義的必要性
3）神的種子存在我們心裡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凡從神生
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
裡；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約翰一書 3:8-9



一、行公義 Practice Righteousness

原文沒有「道」字，而是單數「種 seed」

根據舊約，種子（seed）通常是指後裔。神應許亞
亞伯拉罕的一個後裔就是指耶穌基督。

几種解釋 1）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2）神的道 (話語)

3）聖靈



二、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1）第一個殺害兄弟的案件：該隱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
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他必戀慕
你，你卻要制伏他。該隱與他兄弟亞
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
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

創世記 4:7-8



二、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該隱殺兄弟，世人恨基督徒：愛世人的困難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什麼
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
弟兄們，世人若恨你們，不要以為希奇。

約翰一書 3:12-13



二、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2）愛弟兄者的生命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
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
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

約翰一書 3:14-15



二、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3）愛弟兄的榜樣

主為我們捨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約翰一書 3:16



二、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4）愛弟兄的實踐
財物（原文 Bios）：今生的狀態 / 好生
活

塞住憐恤的心：關閉自己的內心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
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

約翰一書 3:17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主吩咐我們憐憫人，用行動愛人如己

「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

他說：「是憐憫他的。」

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路加福音 10:36-37



二、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5）愛弟兄的方法
行為：work or deed 工作、行動

誠實：truth 真實、真誠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
在行為和誠實上。

約翰一書 3:18



二、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6）愛弟兄的結果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
可以安穩。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神比我們的心大，
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的心若不
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

約翰一書 3:19-21



二、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7）愛弟兄的目的和益處
目的：遵守神的命令，行神所喜悅的事

益處：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著；因為我們遵守他
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

約翰一書 3:22



遵守神的命令是好的
Keeping God’s Commandments is Good!

人的命令有限，或許不完全或多餘，限制人的自由

神的命令是愛的命令，使我們得真自由。我們遵守
就必然有愛和祝福，不遵守就沒有愛，犯罪（受咒詛）

遵守神命令的益處：

1）我們行神所喜悅的事，住在神裡面

2）我們因順服神的命令，蒙神的祝福



耶和華神所要的是什麼呢？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of you?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

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彌迦書 6:8



三、遵守神的命令
Keep God’s Commandments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他
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
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
裡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約翰一書 3:23-24



末時中神的兒女要：

一、行公義

二、彼此相愛（好憐憫）

三、遵守神的命令

1）信神兒子耶穌基督的名

2）彼此相愛



如何成為神的兒女？
How to become children of God?

•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罪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因救贖你而被釘死在十架上，他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



信主耶穌以後
After believing in the Lord Jesus

1. 接受浸禮，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