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约翰一书
翰一书系列 01–你要行
你要行在神的光明中
2019
2019

年一月 04、05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圣经日
小组长双月会
北美牧者联祷会
弟兄特会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为
工程祷告 还有许多小地方需要修整，求神保守一
切进展顺利，并带领教会经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成长，也有足够的停
车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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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使徒约翰的时代，正值诺斯底主义横行之际，他们认为物质
和身体是绝对是邪恶的。所以，肉体是邪恶的；而灵的本质是纯洁
无罪的。所以，肉体和灵是不会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否认耶稣
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认为圣洁的神是绝对不能与邪恶的肉体混合
为一体的，他们否认道成肉身的真理，他们否认耶稣的神性，甚至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这样的异端邪说混乱了
教会的信仰，使一些信徒受了迷惑而离开教会。
老约翰因此特别写了此信，亲自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起
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而这生命之道也真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使信
祂的都得到永远的生命。连素来脾气暴烈，有〝雷子〞之称的约翰
都成了〝爱的使徒〞。老约翰亲自见证这生命之道，并传扬这生命
之道。甚愿那在你里面的〝生命之道〞引导你，好使你行在神的光
明中，活出美好、荣耀神的生活见证来！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4.

约翰一书的作者虽未署名，但一般都认为是使徒约翰，此时的
约翰可能是使徒中唯一的生存者，他是教会中为人所熟识，所尊崇
的属灵长者，在书信中充满着长者对晚辈的口吻，字里行间处处充
满了爱与温暖。

Shekinah Glory

: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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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你要行
你要行在神的光明中
经文：
经文：约翰一书
翰一书 1：1-10
背诵经文: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
儿子的血也洗净
（约一 1：7）
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一切的罪

一、

使徒约
使徒约翰为生命之道作见
生命之道作见证
作见证（约一 1：1-4）：(请先读 v. 1-4
再读下文)

A. 约 翰和信徒的亲
和信徒的亲 身经历
身经历 并 传扬所经
传扬 所经历
所经历 的 （ 1-2 ） ： 约翰写
这书信，却没有使用一般书信的格式，既没有写受信者、
写信者，也没有问安，他一开始就讲论起初原有的生命之
道，破除诺斯底主义的异端邪说，唤醒信徒能坚定信仰，
不被迷惑。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 1：1-1)道就
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生命的流露，这道在创世之前就
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祂道成肉身亲自
来到世上，真真实实的显在地上，给许多人亲眼看到，约
翰和其他曾跟过耶稣，现在还活着的人，他们曾亲耳听过
祂所讲的道，也曾亲眼看见祂所行的神迹，他们也曾亲手
摸过祂手中的钉痕，可见这生命之道是真实的。祂使所有
接受祂的人都得到永远的生命，祂是真实的道成肉身，绝
非是诺斯底主义所说的幻影和虚幻。

B.

生命之道使我
生命之道使我们
使我 们 彼此相交
彼此相交（
相交（ 3-4 ） ： 约翰和门徒亲自作见
证并传扬这生命之道，目的是要使人能够喜乐充足。相交
就是一种没有任何拦阻的交通、团契。这是约翰和门徒与
神相交的共同经历，他们把这生命之道传给人就是希望，
大家都能彼此相交。

的罪性活过来。所以，你不要说自己一点点罪都没有。

B. 你要承认你的罪 (9)：信主的人，虽偶尔被过犯所胜，他若
肯真心悔改的话，神必按照祂的信实赦免他的罪。若是不
肯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时，神是公义的，祂也必追究到底。
所以，千万不要存侥幸的心里，有过犯就要真心的认罪、
悔改，并不要再去犯同样的罪。

讨论问题 1:你曾否有为
曾否有为人作证
人作证的经历？
经历？为什么你可以成为
什么你可以成为证人呢？
(破冰题
破冰题)

C. 你不要说自己没有犯过罪(10)：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

讨论问题 2: 约翰为何如此强调
何如此强调他与生命之道的
强调他与生命之道的经历
他与生命之道的经历呢
经历呢？他把这
他把这生
命之道传给
命之道传给我
传给我们的目的为
的目的为何？（
何？（观察题）
二、

生命之道使你能在光明中与神相交
生命之道使你能在光明中与神相交（
在光明中与神相交（约一 1：5-7）： (请先读
v.5
v.5-7 再读下文)
A.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5）：约翰坚定地说，神就是光，在祂毫无黑
）：
暗。这是约翰从主那里听见的，是绝对真实、可靠的。现
在约翰把这真理传给信徒，强调在神的光中，是没有任何
的黑暗、败坏能够隐藏的。

B.

与神相交的人必行在神的光明中
与神相交的人必行在神的光明中 (6(6-7) ： 接下来，老约翰
用了许多〝我们若〞的词语来让读者好好的去思想、省察。
在我们当中若有人受了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而去放纵肉体的，
而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是与神相交的，那就是在说谎，他们
是在黑暗里行，真理并不在他们心里。反过来说，若我们
当中有人能不放纵肉体，就好像神在光明中的，那他们就
彼此相交。今天我们能彼此相交就是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
督的宝血，祂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罪是使我们无法与神、
与人彼此相交的最大拦阻。

讨论问题 3: 为什么与神相交
什么与神相交的人必能行在神的光明中
与神相交的人必能行在神的光明中呢
的人必能行在神的光明中呢？要如何
才能与神相交呢？
才能与神相交呢？（观察题）
三、

己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世人都
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 3：23)但因着神的怜悯与
恩典，我们才得以存活。〝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诗 130：3)若有人自以为自己没有犯过
罪，那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不在他的里面。

在神的光明中要
在神的光明中要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约一 1：8-10）：(请先读
再读下文)：
A.

讨论问题 4: 你会如何响应
如何响应那些
响应那些说
那些说自己无
自己无罪的人，或是说
罪的人，或是说自己从来
自己从来
没有犯过
有犯过罪的人呢？神的
罪的人呢？神的话
神的话又是如何说
又是如何说的呢？
的呢？（应用
题）
讨论问题 5: 为什么承认
什么承认自己的罪是如此的重要呢？
自己的罪是如此的重要呢？请小组长带领
组员有一段安
组员有一段安静
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自我省察并真心
时间，在神的面前自我省察并真心
认 罪悔改，好迎接这崭
罪悔改，好迎接这崭新、充
盼望和喜乐 的一年
这崭 新、充满
新、充 满 盼望和喜乐
（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因祢将起初原有的生命之
道，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与祢相交。若我们偶尔为过犯
所胜时，求你的灵提醒我们，使我们能承认自己的罪，不要再去犯
同样的罪，我们要活在祢的光明中，靠主的恩典能活出那美好，能
荣耀祢名的生活见证来。谢谢祢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
得胜的名求。阿们！

v.8
v.8-10

你 不要说
不要说 自己无罪（
自己无罪（ 8） ： 这里的罪是单数，是指一点罪
都没有犯。这也就是诺斯底主义所说的，肉体的情欲败坏
与里面的灵是无关的，所以，人是可以放纵情欲的。这样
怎会有罪呢？说这话的人是在自我欺骗，因为真理根本不
在他的里面。我们有来自老亚当的罪性，虽靠着耶稣的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我们若不儆醒，是很容易就让里面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
一个祷告小组
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
彼此的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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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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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2：15-27

